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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银行业金融机构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

会六安监管分局批准开业，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

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安徽裕安盛平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安支行

机构编码：S0006S334150002

许可证流水号：00390990

批准成立日期：2014年 01月 21日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

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

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住所：六安市裕安区新安镇街道新安花园1幢

邮政编码：237000

联系电话：0564-3218278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六安

监管分局

发证日期：2014年 01月 21日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cbrc.gov.cn)查询。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六安监管分局
关于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受法院委托，定于 2014 年 2 月 20 日 10 时在济南市中级人
民法院 6 楼拍卖厅（济南市经二路 1 号，从东门进入）举行拍卖
会。

一、拍卖标的：1、济南市经十路北侧、解放东路南侧国有土
地使用权两宗（历下国用（2011）第 0100032 号、0100033 号）
及在建工程。其中，土地使用权约 63.3亩，地上在建物约 1.7万
平方米，地下约 3.9万平方米。参考价：6.54亿元。

2、济南市经十路北侧、解放东路南侧国有土地使用权约
30.8亩（历下国用（2011）第 0100031号）及地上在建物约 3750
平方米。参考价：3.44亿元。

上述标的均为商务金融用地，出让年限至 2050 年 4 月。
标的整体拍卖优先，分体按标的 1、标的 2进行。

二、标的展示：自公告之日起至 2 月 19 日止，与我公司联系
查看或自行查看。

三、办理登记手续：整体保证金 1 亿元（分体保证金标的 1：
6500 万元，标的 2：3500 万元）于拍卖前汇至法院账户（户名：
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齐鲁银行杆石桥支行，账
号：000000028004100000378）并持有效证件及保证金收据
于拍卖会前联系我公司办理完竞买相关手续。

四、成交款交付：竞得者应于 2014 年 3 月 31 日前将拍卖成
交款全额打入标的保证金交付的账户，逾期未足额缴纳者将承
担违约的法律责任。

未竞得者 3日内退还保证金（不计息）。
拍卖公司及联系电话：

网址：www.sdpm.com.cn 监督电话：0531-89257273

2014年1月27日

拍 卖 公 告

山东齐鲁瑞丰拍卖有限公司

山东嘉禾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山东佳联拍卖招标有限公司

山东天乙拍卖有限公司

0531-82620369

0531-86515661

0531-88389779

0531-85827815

13708939188

15153170807

13793186188

13698628817

临近春节，记者来到地
处乌蒙山脉腹地的贵州盘县
淤泥乡岩博村。年味弥漫整
个山村，杀年猪、蒸年糕，村
民们忙得不亦乐乎。

过上了好日子，当地村
民忘不了致富带头人——村
党委书记余留芬。村民都
说：“没有余书记，就没有岩
博村的今天，是她带领我们
实现了‘旧貌换新颜’。”

岩博村 315 户村民零星
地散住在八担山山腰至山顶
之间。由于交通不便，村民
生活一直很艰苦。受不了生
活的煎熬，1993 年嫁入岩博
村的余留芬，在村里干了两
年农活后，长期外出做生意。

2001 年，余留芬被选为
村党支部书记，挑起了带领
村民脱贫致富的重担。

昔日的村子不通路、不
通电、不通水，人均年收入不
足 800 元。余留芬深知，偏
远闭塞是阻碍岩博村发展的
最大原因。大山束缚了群众
的见识，也阻断了百姓致富
的门路。余留芬发誓要带领
乡亲们“换一种活法”。

上任第 7 天，她便带领
村民挖下了通村路的第一
锄。“余支书告诉我们，就
算是用双手刨，也要把这
条路刨出来。”回忆起当年的场景，村民袁慧英至今
记忆犹新。

“为了村里的发展，我可以不惜一切。”为早日把路修
通，余留芬既当指挥又当修路工，白天泡在工地上，晚上
挨户筹钱。当时村里没有一分钱，但征地补偿、房屋搬
迁、购买工具材料，都得花钱。最终，余留芬拿出自己的
全部积蓄，再贷款 2 万元。经过 3 个月的艰苦努力，一条
长 3公里、宽 4米的通村公路终于打通。

发展“命脉”打通了，但岩博村的穷根未除。没有产
业作支撑，岩博村民致富奔小康依旧遥遥无期。

2002 年，原属于村集体的岩博林场，因承包人管理
不善，急于转手。同时，岩博村周边有大小 20 余个煤矿，
需大量木材用于矿井建设。能否以村集体的名义趁机把
林场“赎”回来？余留芬嗅到了“商机”。

余留芬找村干部、村民商量，大家都支持，但听说需
要 17 万元时，村民全都打起了“退堂鼓”。最终，还是余
留芬想方设法借到 11 万元，并以个人名义贷款 6 万元，
凑足 17 万元，把林场“赎”了回来。当年，余留芬不仅还
清了借款，还赚了 30多万元。

有了第一桶金后，余留芬将目光瞄准了产业发展
上。当时，岩博村周边小煤矿产生的大量煤矸石被废弃，
同时煤矿正在进行扩能技改，需要不少砖来修建厂房。
能不能用煤矸石来制砖，然后销到煤厂和邻村？

在与村民商议后，余留芬 2002年以村里林场经营所
得，加上村民入股的部分资金，开办了煤矸石砖厂，建成
当年就售砖 600多万块，实现产值 100多万元。

虽然创业之路艰辛，但余留芬从未止步。此后几年，
她又带领村民创办了养殖合作社、小锅酒厂、休闲山庄等
村办企业，把村民领上了致富路，富裕起来的村民买汽
车、建新房，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2013 年，岩博村的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 1.1 万元。
“把富民产业做大做强”是余留芬的新年愿望。今年，余
留芬要带领村民确保酒厂 5000 吨级技改项目按期投
产，还要把绿壳蛋种鸡养殖场规模扩大到 20 万羽左右，
带领更多农户走致富路。

本报北京 1 月 27 日讯 记者李丹报道：由国家新
闻出版广电总局联合 13 家中央媒体和网站共同发起的
2013 年度“大众喜爱的 50 种图书”推荐结果今天揭
晓，《理性看 齐心办：理论热点面对面·2013》、《中国
经济双重转型之路》、《大数据时代》 等一批深受市场欢
迎的图书入选。

春节期间，各地发行集团和大型书城将设立“大众
喜爱的 50 种图书”销售专柜，集中展示展销 4 届推荐
活动入选的 200种图书。

1月 28日，由经济日报社中经产业景
气指数研究中心和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
景气监测中心共同编制的 2013 年四季度
中经产业景气指数专刊出版发行。专刊
集纳了工业及装备制造、煤炭、石油、电
力、钢铁、有色金属、水泥、化工、家电、服
装、乳制品等 12 个景气指数报告，其中有
色金属产业景气指数报告由中国有色金
属工业协会联合编制。

景气监测结果表明，我国工业景气已
连续 6 个季度保持平稳走势，其反映的工
业经济运行的平稳程度历史罕见。2013
年四季度，我国工业和重点产业景气状况
总体平稳，多项运行指标表现稳定，效益
改善、结构优化等亮点显现。2014 年，预
计工业仍将保持平稳增长，应继续加快结
构调整，着力化解产能过剩矛盾，进一步
提升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平稳运行来之不易

当前，工业运行的突出特点是“稳”。
首先，景气走势平稳。2013 年四季

度，中经工业景气指数为 95.3，与三季度
基本持平（微升 0.1 点）。从指数监测的
重点产业看，除了水泥、电力产业景气度
波动略大（升降幅度在 0.3 点至 0.4 点之
间）外，装备制造、煤炭、石油、钢铁、有色
金属、化工、家电、服装、乳制品等 9 个产
业的景气度与上季度持平或基本持平。

其次，多项运行指标表现稳定。从生
产看，四季度，工业生产增速为 10.0%，与
三季度增速(10.1%)基本持平；从价格看，
10 月-12 月，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和出
厂价格环比涨幅几乎均为零增长；从用工
看，四季度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从业人数
同比增长 1.8%，与三季度基本持平。

景气监测显示，自 2012 年 3 季度以
来，中经工业景气指数已连续 6 个季度保
持平稳走势，波动幅度仅在 0.2 点之内，
其反映的我国工业经济运行的平稳程度

是历史罕见的。这为宏观经济的平稳增
长奠定了基础，为加快改革和结构调整创
造了宽松环境。

需要指出的是，当前工业的“稳”是高
位平稳运行。中经产业景气指数的整个
监测体系主要基于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的
行业数据，而工业过去曾长期保持两位数
高速增长。考虑到基数抬高因素，2013
年工业经济运行依然处于高位，实际景气
状况较监测结果可能更乐观。毕竟，我国
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工业的体量与
以往不可同日而语。2003 年我国工业总
资 产 仅 为 16.5 万 亿 元 ，2013 年 则 高 达
83.8 万亿元。由此可见，2013 年我国工
业生产 9.7%的增速，来之不易。

在整体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情况下，
工业之所以能够长时间保持高位平稳增
长，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国家相关稳增长政
策以及释放企业活力的改革。中经产业
景气指数双曲线监测结果显示，进一步剔
除政策等随机因素后，2013 年四季度中
经工业景气指数略有回落，比未剔除随机
因素的指数值低 1.6 点，两者之差比三季
度扩大了 0.2 点。从全年景气走势看，剔
除随机因素的工业景气指数持续低于未
剔除随机因素的指数值，这充分体现了相
关宏观政策和改革举措对于工业平稳增
长的积极作用。

稳中求进成效显著

2013 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经
济形势，中央保持定力、沉着应对，坚持稳
中求进，统筹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国
家在没有出台大的刺激政策的情况下，以
政策的稳定，带动了预期的稳定；以改革
开放，激发了市场活力。工业经济由此呈
现出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

首先，工业效益状况好转。从工业利润
增速看，2013年，在工业生产增速与2012
年基本持平的背景下，工业利润增速明显

提升：2013年1月至11月工业企业利润同
比增长13.2%，比2012年同期的同比增速
高出10.2个百分点。从工业主营业务利润
率 看 ，2012 年 为 5.66% ，2013 年 升 至
5.77%。从工业总资产收益率看，2012年为
6.3%，2013年升至6.4%。在市场形势较为
低迷、综合成本压力加大的情况下，工业效
益的好转，表明整体运行质量在提升。

其次，行业结构趋于改善。数据显
示，2013 年与消费相关的食品、医药、服
装、家居类行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及利润占
全行业的比重分别为 7.4%和 9.5%，比
2012 年均提高 0.3 个百分点；IT 设备、仪
器仪表、汽车、电气机械等高端装备制造
业的比重分别为 20.0%和 19.7%，比 2012
年提高 0.4 个和 1.1 个百分点；化工、建
材、钢铁、有色等基础原材料工业主营业
务收入和利润总额在全行业的比重基本
持平。消费类、装备制造等行业加速发
展，“两高”行业的扩张逐步得到遏制，体
现了工业结构调整的成效。

第三，节能降耗取得进展。数据显
示 ，2013 年 ，我 国 单 位 GDP 能 耗 下 降
3.7%，作为能源消耗大头的工业节能降
耗功不可没。而从重要能源行业煤炭业
情况来看，2013 年景气度低迷，全年价格
持续同比下跌，主营业务收入基本零增
长。煤炭需求的减弱，从一个侧面表明我
国工业能源利用效率在提高，节能减排成
效进一步显现。

发展预期谨慎乐观

展望 2014 年，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
基本面依然良好，加上国内外各种有利因
素不断累积，工业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仍有
望延续。

近期工业运行已发出一个敏感信号，
去库存对于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在减弱。
截至 2013 年四季度末，工业企业产成品
资 金 同 比 增 速 为 6.6%（经 初 步 季 节 调

整），比三季度回升 0.9 个百分点，结束了
连续 8 个季度的回落走势。尽管短时间库
存增长的回升并不能确认去库存化过程
的结束，但是结合价格企稳、销售回暖等
因素判断，经济平稳增长势头有望强化。

经模型测算，2014 年一、二季度中经
工业景气指数预计分别为 95.2 和 95.3，
工业景气度呈现持平走势。各行业景气
状况也较为稳定。与 2013 年四季度景气
度相比，有 4 个行业的景气指数预测值基
本持平，有 5 个行业的景气指数预测值略
有波动（0.2 点至 0.3 点），仅水泥行业的
景气指数预测值降幅达 1 点、有色金属行
业的景气指数预测值降幅达 0.4点。

2013年四季度6万多家工业企业景气
调查结果也支持上述走势判断：工业企业
的订单状况有所好转，投资和用工意愿有
所恢复。四季度订货“高于正常水平”和“处
于正常水平”的企业占82.4%，比三季度回
升1.7个百分点，连续两个季度回升且高于
一季度水平；以用工计划“增加”与“减少”
的企业比重之差反映的用工景气指数为
107.2，比三季度扩大1.4个百分点，由连续
两个季度的缩小转为扩大；相应的投资景
气指数为 91.4，比三季度提升 0.7 个百分
点，由连续两个季度的下降转为提升。

数据还显示，四季度，装备制造业、家
电业投资加速增长，乳制品行业投资意愿
趋强；钢铁、有色金属、化工等行业投资意
愿更趋谨慎。这表明，在政策与市场的综合
作用下，产业升级类与消费类行业的发展
势头看好，部分产能过剩、“两高”行业的投
资增长将放缓，工业结构有望继续优化。

当前，工业运行出现了积极变化，但
是，稳中向好的基础尚不牢固、产能过剩矛
盾依然突出，工业转方式、调结构的紧迫性
进一步凸显。新的一年，钢铁、水泥、电解铝
等重点行业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
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坚决
打好化解产能过剩矛盾的攻坚战。

2013年四季度中经产业景气指数报告显示——

工业稳中向好势头可望延续
本报记者 周 雷

1 月 24 日下午，记者走进北京图书
大厦，从地下一层到四层，随处可见选
书、看书、买书的顾客。为迎接春节，许
多人选择买几本心仪的书回家，作为礼
物相赠或自己阅读。据记者观察，有许
多家长带着放寒假的孩子前来买书，生
活类书籍格外受到关注和喜爱。

“叶圣陶的 《稻草人》、芭芭拉·库
尼的 《花婆婆》、任溶溶的 《没头脑和
不高兴》 ⋯⋯”在图书大厦二层的少儿
读物区，北京的路先生正仔细对照书
单，为上小学二年级的女儿选书。“我
们每年买书的消费不算太多，主要因为
现在可选的阅读途径很多，手机、电脑
上的很多资源都是免费的。”路先生
说，他现在只有需要专业类书籍或历史
书时，才会去书店买，其余的基本会选
择电子阅读方式。尽管如此，每逢假期
他一定会带女儿来书店选书，让她感受
一下阅读的氛围。

“爸爸我想要这本。”正说着，女儿
路筱拿着一本童话故事书走了过来，放
进购书车内。这个穿着粉色裙子的小姑
娘，有着自己的“公主梦”，也希望爸

爸能有时间多陪陪她。路筱告诉记者，
过年有个小愿望，就是去看“爸爸去哪
儿”的电影版。“爸爸一定带你去看！”
路先生低头看着女儿，郑重其事地说。
无论是买书还是看电影，这些节日期间
能和女儿交流互动的文化活动，他都倍
加珍惜。

而在图书大厦四层遇到刘玉顺时，
68岁的老爷子满头白发、气色红润，说话
底气十足。“退休后，我最喜欢的事情就
是来书店买书。”他说，这次他们老两口
从河南老家来北京看儿子，专门抽空到
书店看看。他告诉记者，这段时间自己
迷上了针灸，这次来书店就选了十几本
这方面的书。

不仅是图书，电影、演出方面的节日
文 化 消 费 也 凸 显 着 亲 情 特 色 。 双 井
UME 影院业务经理王诚告诉记者，他们
在寒假期间推出的观影“亲子套餐”销售
非常好，“临近过节，越来越多的人选择
以家庭为单位来影院看电影。家长带着
孩子、年轻人带着父母、老人领着晚辈
⋯⋯那些场面让人感觉非常温馨。”

对于许多年轻人来说，他们的文化

消费已经转向了“指尖”。即便如此，线
上的消费活动同样拉近着亲情、友情的
距离。有着 2 亿多用户、10 万本版权书

籍的掌上阅读平台“塔读文学”，就曾在
“父亲节”举办过互动送相框的活动，引
来网络文学粉丝的热情参与。

实 体 书 店“ 家 ”味 浓
本报记者 金 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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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浓浓亲情的文化消费场景，提

示我们关注城乡居民文化消费及其变化

趋势。2013 年我国城乡居民文化消费总

量有望突破 1 万亿元大关，以数字技术、

移动互联和智能终端为依托的新兴文化

消费异彩纷呈。展望 2014 年，三大动力

将在拉动城乡居民文化消费中扮演重要

角色。一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

“以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为中心环

节”的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化和体制机制

的创新；二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地

面电视数字化规划的开始实施；三是国

务院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

业融合发展的政策措施的出台。数字内

容消费、参与式消费、各类创意产品消费

可能成为 2014 年文化消费的新亮点，文

化消费的碎片化趋势值得关注。

基于数字技术的网络化、移动化和

智能化的飞速发展和迅速普及，正推动

着文化消费进入前所未有的调整和变革

时期。新型城镇化和公共文化服务的改

革与调整，也将进一步扩大文化消费者

的范围。种种迹象表明，2014 年是我国

文化消费领域转型发展的关键一年。

三 大 动 力 助 推 转 型
中国社科院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贾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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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贵州盘县淤泥乡岩博村党委书记余留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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