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环 球 2015年9月30日 星期三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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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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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予以公告：

金寨徽银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梅山支行
金融机构编码：S0048S334150003
营业地址：金寨县梅山镇史河路中段大钟楼对面
批准日期：2015 年 09 月 25 日
金融许可证流水号:00528683
邮政编码：237300
联系电话：0564-7353257
发证日期：2015 年 09 月 25 日

金寨徽银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青山支行
金融机构编码：S0048S334150004
营业地址：金寨县青山镇街道（原青山镇财政所）
批准日期：2015 年 09 月 25 日
金融许可证流水号:00528682
邮政编码：237300
联系电话：0564-7353257
发证日期：2015 年 09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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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北京市延庆县支行由原地址

北京市延庆县东外大街 109号迁址至北京市延庆县妫

水南街 33 号 1 幢-1 至 3 层 102，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

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批准、核准，换发《中华人民共和

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北京市延庆县支行

机构编码：A0002S211000012

许可证流水号：00591431

批准成立日期：1997年 03月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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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延庆县妫水南街 33号 1幢-1至 3

层 102

发证日期：2015年 09月 10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

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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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监管局
关于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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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8 月份工厂耐用品订货回落
据新华社华盛顿电 （记者江宇娟 刘劼） 美国商务

部公布的数据显示，受运输设备订单下降影响，8 月份
美国工厂耐用品订货在连续上涨两个月后出现下降。

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8 月份美国工厂耐用品订货
额为2363亿美元，环比下降2%。7月份该数据上涨1.9%。

其中，8月份运输设备整体订货额为787亿美元，环
比下降5.8%，带动整体订货额回落。剔除波动性较大的
运输设备，8月份美国工厂耐用品订货额环比降幅不足1
亿美元。

本报柏林电 记者王志远报道：德国慕尼黑经济研究
所（IFO）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德国9月份IFO商业景气指
数从8月份的108.4（季调修正后数据）上升至108.5，继续
保持上升势头。

从分项指数看，9月份德国商业现状指数由114.8降至
114.0，商业预期指数由 102.2 升至 103.3。IFO 所长汉斯
—维尔纳·辛恩说：“德国企业对商业现状的满意程度相比8
月份略有下降，但对未来商业预期的乐观情绪有所增长。
德国经济表现强劲。”

108.5

德国 IFO 商业景气指数小幅上升

本报讯 记者李遥远报道：白俄罗斯财政部日前公布
了国家债务状况最新数据。截止到2015年8月1日，白俄
罗斯外债总额为 125 亿美元，与年初相比减少了 0.3%

（4290万美元）。
数据显示，今年 1-7月白俄罗斯吸收外国贷款 16.56

亿美元，其中来自俄罗斯政府及银行贷款约12.59亿美元，
中国的银行贷款近3.71亿美元，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
2690万美元。

据悉，自今年年初起，白俄罗斯共偿还外债约16.06亿
美元，其中偿还欧洲债券10亿美元，偿还俄政府贷款约1.63
亿美元，偿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贷款7590万美元。

0.3%

白俄罗斯外债较年初减少

本版编辑 梁图强 廉 丹

“孔子学院日”庆祝活动在匈举行
本报布达佩斯电 记者刘键报道:9 月 26 日是世界

“孔子学院日”。当天，第二届“孔子学院日”庆祝活动在匈牙
利著名学府罗兰大学举行。罗兰大学副校长埃多迪·高博，
中国驻匈牙利大使段洁龙，北京外国语大学党委副书记赵
旻，中国汉办名誉理事、罗兰大学前校长胡代兹先后致辞。

庆祝活动中，罗兰大学艺术团、罗兰大学音乐系分别
表演了合唱和传统舞蹈，现场还进行了中国饮食文化展、
书法体验、剪纸、匈牙利传统运动等活动。北京外国语大
学艺术团以富有中国民族艺术特点的巡演节目，为“孔子
学院日”添彩。

本次活动由罗兰大学孔子学院、赛格德大学孔子学院
和米什科尔茨大学孔子学院联合主办。

深化中美经贸合作 中小企业大有可为
新华社记者 王乃水 黄继汇

28 日在纽约举行的中美中小企业投
资与贸易合作洽谈会上，与会专家和官员
认为，目前中美经贸合作正进入新的发展
阶段，中小企业将在深化双方经贸合作中
大有可为。

中国银行董事长田国立在会上说，中
小企业在中美双方的经济发展中都扮演
着 极 其 重 要 的 角 色 。 数 据 显 示 ，中 国
GDP 的 60%、专利的 70%都是由中小企
业贡献的，而美国中小企业则贡献了美国
80%的创意和创新。

田国立表示，中美领导人在经济领域
达成了一系列新的重要合作成果，这为双
方中小企业提供了新的发展机会，中国银
行除了继续为投资美国的中小企业提供

金融支持外，还将充分利用该行的海外分
支机构和渠道优势，为中美中小企业搭建
沟通交流的平台，提高双方洽谈对接的成
功率。

目前中美经贸合作正进入新的发展
阶段，尤其是中国对美投资进入加速发展
期。美国荣鼎咨询公司联合创办人荣大
聂说，中国对美投资存量已经接近 500亿
美元，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在过去 5 年发生
的，而以中小企业为代表的民营企业成为
对美投资的主力军。现在各方对中企投
资美国的探讨，已经越过了“要不要投”的
阶段，进入了“该怎么投”的阶段。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经商处公使朱洪
表示，中美双方中小企业间的合作已有多

年历史，通过多渠道、多层次的经贸合作，
中美双方的经济均从中获益匪浅。目前
中美经贸合作正处于新的发展阶段，中企
对美投资开始崭露头角，在新形势下中美
中小企业未来合作潜力巨大。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主任
曹文炼说，目前中美双方正在进行双边投
资协定（BIT）谈判，从双方的地方政府和
企业层面来看，都对该谈判寄予厚望，中
美双方应“把门开得更大一些”，进一步减
少投资限制，进一步放宽投资领域，为双
方中小企业合作创造更多机会。

美国特拉华州州长杰克·马克尔说，
中美之间的投资合作应该是双向的，也应
该是双赢的，特拉华州欢迎优秀的中国企

业到该州投资，并致力于提供一流的服务
和保护。

鉴于中美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以及存
在地域差异，中美中小企业间的合作也难
免要有磨合的过程。纽约州中小企业发
展中心总署副署长布赖恩·戈尔茨坦建
议，中美双方中小企业在合作过程中，一
是要注重弥合文化差异，二是要有耐心，
三是要在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增
强互信。

2014 年，中美双边贸易额达 5551 亿
美元，创历史新高。中美互为第二大贸易
伙伴。美国商务部官员斯特凡·塞利格认
为，中美双方深化经贸合作的重要性不言
而喻。 （新华社纽约 9月 28日专电）

右图 在美国南卡罗来纳

州的兰卡斯特县，中国杭州科

尔集团建造的纺纱厂已经开始

试运行。科尔的落户为兰卡斯

特带来了 500 个就业岗位。图

为美国工人在美国南卡罗来纳

州兰卡斯特县的科尔集团纺纱

厂内工作。

下 图 福 耀 玻 璃 集 团

2014 年收购美国俄亥俄州莫

雷恩的闲置厂房建设汽车玻璃

制造工厂，目前工厂设备已经

基本安装完毕，并计划于今年

10 月开始量产。福耀玻璃集

团为此计划投资 3.6 亿美元，预

计为当地提供超过 1500 个就

业岗位。图为中国工人倪正宏

（左）和美国工人大卫·维格勒

在一起工作。

(新华社发)

本报联合国电 记者张伟报道：联合
国在日前发布的《评估全球发展伙伴关系
报告》中称，“千年发展目标”在过去 15 年
里取得了巨大进展，但官方发展援助一直
存在差距，而且缺乏市场准入、负担得起的
药物和新技术，凸显了振兴全球发展伙伴
关系的必要性。

由“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差距工作队”
负责撰写的《评估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报告》
总结了千年发展目标实施过程中取得的成
就，并提出了遇到的挑战。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出席报告发布
会时指出，这份报告从官方发展援助、市场
准入、债务可持续性、获得可负担得起的基
本药品和获得新技术五个领域对成绩和缺
点作了评估。尽管在一些目标上取得了进
展，但在减少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
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脆弱性方面，还
存在较大差距。

报告得出的主要结论显示，2000 年至
2014 年，官方发展援助大幅增长了 66%。
在商品出口方面，同期发展中国家进入发
达国家市场的情况有所改善，从 30.5%攀
升至 43.8%。大多数重债穷国的债务负担
减轻。到 2015 年底，发展中国家移动电话
的普及率估计将达到 92%，2000 年这一比
例还不足 10%。尽管如此，在向最不发达
国家提供发展援助和消除发展中国家贸易
壁垒方面还存在重大差距。

联合国发布报告呼吁

振兴全球发展伙伴关系

本报河内电 记者崔玮祎报道：近日，世界银行宣布
向缅甸提供价值 4 亿美元的无息贷款，旨在扶持该国的
电力发展计划。据了解，此项目将惠及 120 万户居民，另
约 620万人受益。

世行东南亚事务办公室主任乌尔立·扎潮表示，“我
们加大对缅甸电力系统的援助，是为了让更多人用上
电。这项 4 亿美元项目将重点完善缅甸现有供电网络，
使学校、医院特别是偏远地区照明得到保障。世行将帮
助缅甸早日实现 2030年前供电全覆盖目标”。

据了解，此项目在加快缅甸现有供电网及离网发电
建设的同时，也将为缅甸提供更多就业岗位。

世行帮助缅甸发展电力

本报印尼努沙杜瓦电 记者田原报
道：“第十三届世界华商大会”日前在印尼
巴厘岛隆重举行。来自世界 23 个国家和
地区、近 140 个团组的 2700 多位政府要
员、商界领袖、行业翘楚和华人专家云集
巴厘岛，印尼前总统兼现执政党主席梅加
瓦蒂和印尼人民协商会议议长祖尔基夫
里·哈桑出席了欢迎晚宴和开幕式。与会
代表以“融聚华商·共赢在印尼”为主题，
积极探讨了东盟区域一体化合作、海洋合
作发展等议题，为全球华商和世界华人的
发展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

世界华商大会自 1991 年在新加坡首
次举办以来，已经在世界各地成功举办了
12 届。每两年举办一次的世界华商大会
是全球规模最大和最具代表性的全体华
人的商界盛会。

第13届华商大会在巴厘岛举行

由中国保利集团承建的乌兹别克斯坦橡胶厂开工典
礼日前在乌兹别克斯坦“安格连自由经济区”举行，这是中
乌产能合作升级的重要项目。乌兹别克斯坦副总理伊布
拉吉耶夫表示，该项目已列入《乌 2015 至 2019 年生产结
构调整和现代化专项纲要》。

乌兹别克斯坦橡胶厂是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间技术
转让项目。2014 年 8 月 19 日,在乌总统卡里莫夫访华期
间，中国保利集团与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化工股份公司在北
京签署了乌橡胶厂设计、施工和供货“交钥匙”建筑工程合
同，保利集团将在 34 个月内为乌设计建设橡胶厂，并达到
年产半钢子午胎 300 万条，传送带 10 万延米，农业胎 20
万条生产能力。项目总金额为 1.8 亿多美元，其中乌方自
筹资金占 15%，其余 85%的资金来源于中国优惠贷款。橡
胶厂将全部采用中国目前最先进的生产设备和技术工艺，
工厂建成后将是中亚地区最大的橡胶生产企业，也将填补
乌橡胶工业的空白。

发展汽车工业是乌工业发展重要方向，修建橡胶厂将

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和良好的经济效益。乌工业和农业
目前对橡胶制品，特别是汽车和农业用轮胎的需求量很
大，由于乌国内生产处于空白，目前完全靠进口，因此该橡
胶厂建成后不仅将解决国内需求，同时，还具有很好的出
口潜力。乌方还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在乌建立的“乌兹别
克斯坦通用公司”达成协议，乌橡胶厂建成后将直接向其
供应汽车轮胎。

专家们认为，中乌合作建设橡胶厂不仅惠及乌经济发
展，也将带动深化中乌多领域合作。首先，该项目将有效
地解决乌国内对橡胶制品的需求。汽车工业需要的轮胎
生产一直是乌产业短板，每年不得不花费大量外汇进口。
该厂建成后将大大提高自给能力。其次，将提升乌橡胶工
业制造水平。轮胎生产属于技术密集型产品，项目建成后
可大大提高橡胶生产水平，培养橡胶生产领域的技术和管
理人才，为乌未来橡胶工业发展奠定基础。第三，将产生
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一方面可以增加乌国家税收收入；
另一方面将为乌国内提供新的就业岗位，为社会稳定起到
积极作用。第四，将深化中乌产能合作。中乌合作建设橡
胶厂是中乌两国发展经济合作的又一重要成果，也是中乌
产能合作的重要项目，将对进一步推动中乌经济关系和产
能合作起到积极的带动作用。

中乌产能合作新升级
本报驻中亚记者 李垂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