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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家开发银行）是我国的开发性金融机构，通过开展中长期

信贷与投资等金融业务，以市场化方式服务国家战略，支持经济社会发展。国家开发银行始终秉承开

门办行、民主办行的宗旨，努力实现“阳光投资”，建设“阳光工程”。自 2006 年 8 月成立“审计举报办公

室”以来，国家开发银行公开受理来自社会各界的监督举报，取得了良好效果,为加强风险防范，履行社

会责任，共建健康企业、健康市场、健康金融发挥了积极作用。

国家开发银行在此重申：

热忱欢迎社会各界对国家开发银行资产安全进行监督，对危害或可能危害国家、地方、公众及国家
开发银行利益的行为进行举报。

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监督范围
与国家开发银行资产相关的项目法人及组织，包括国家开发银行的贷款项目及客户，为国家开发

银行贷款提供各类担保的客户，以及国家开发银行的管理资产所涉及的其他客户等。

二、监督内容
（一）利用虚假的经营信息及申报材料，骗取国家开发银行贷款的行为。企业以不真实或虚假的资

产、负债、损益信息及其他申报材料信息恶意虚假包装，以骗取国家开发银行贷款的行为。

（二）挪用、挤占、侵占国家开发银行信贷资金的行为。借款人或用款人违反合同约定，擅自将项目

贷款资金挪作他用，或非法占用、私分和转移，或造成重大损失和浪费，以及有其他违法违规使用行为

等。

（三）恶意拖欠贷款本息或悬空国家开发银行债务的行为。企业有钱不还，或借资产重组、改制等

重大经营事件，转移和抽逃资金，逃避和悬空债务，以及其他有意、故意、恶意逃废债的行为等。

（四）侵害国家开发银行投资权益等其他危害国家开发银行资产安全的行为。

三、举报方式
社会各界人士如发现上述情况，可采用书信、来访、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等形式，随时向国家开发

银行反映或举报。反映或举报内容尽可能详细具体，实事求是，不主观臆测。反映或举报可以署名或

匿名。为便于了解更详细的情况，反馈有关调查处理情况，鼓励举报人署真实姓名并留下联系方式。

国家开发银行承诺对举报人身份严格保密。

四、奖励
经调查，举报情况属实，且避免或挽回国家开发银行资产损失的，国家开发银行将视具体情况对举

报人给予一定的奖励。

五、受理联系方式
举报受理或来信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16 号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审计举报办公

室（邮编：100032）

电话：010-68333171

传真：010-88308914

E-Mail：jubao＠cdb.cn

六、此公告由国家开发银行解释，相关内容已在国家开发银行网站上予以公布。
特此公告

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15日

关于受理社会各界对
国家开发银行资产安全监督举报的

公 告

本报讯 记者王新伟、通讯员李建报道:贵州省黔
西县花溪乡积极引导外出务工人员回乡发展养殖业，提
供水、电、路、场地等方面支持，并将引导返乡农民回
乡创业纳入村级年度目标考核。

兴民社区花溪组村民刘生华 2013 年以前在金沙县
跑运输。两年前，他回乡创业从事养殖业，一年纯收入
6 万元。在这些返乡创业农民工的带领下，他们所在村
的农民户均增收 2300余元。

贵州黔西引导农民工回乡创业

本报东莞 12 月 14 日电 记者郑杨报道：为全面深
化与自贸区的合作交流，最大限度地分享自贸区发展带
来的制度红利，广东东莞市政府今天正式下发 《关于东
莞对接国家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的意见》，围绕如何将
东莞打造成为国家自贸区的示范延伸区和优先拓展区，
拿出了 28条“干货”条款。

据介绍，《意见》 从政策、产业、金融、平台等 4
方面进行探索创新，提出了 28 项任务措施。制度创新
方面，东莞将发展国际商事仲裁机制、推广实施登记注
册“一网通”改革、建设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等；产
业配套方面，东莞将积极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创新
发展跨境贸易电子商务等；金融创新方面，将加快发展
互联网金融服务、加强与自贸试验区金融机构的业务合
作等；平台对接方面，着力将长安新区打造成为自贸区
的合作拓展区、将水乡特色发展经济区打造成为粤港澳
服务业开放先行区、将松山湖高新区打造成为粤港澳创
新要素集聚区等。

东 莞 出 台 对 接 自 贸 区 28 条

本报讯 记者张毅报道：海南航空日前开通西安咸
阳国际机场至意大利罗马的国际航线，它的开通将推动
中意两国各领域深度交流，架起“一带一路”建设的空
中桥梁。

西安—罗马航线采用空客 A330 豪华宽体客机执
飞，开航初期每周三、六共两班，预计 2016 年 3 月 27
日增频至每周三班。

据悉，今年 12 月还将开通西安—悉尼、西安—东
京航线，推动陕西迅速融入世界经济链条、参与国际产
能合作。

西安—罗马国际航线开通

本版编辑 陈 艳 陶 玙

新疆精河县抓住“一脚刹车”的区位优势，承接两个口岸功能的延伸——

立足交会点 培育新亮点
本报记者 乔文汇

地毯、足球、新能源汽车，这 3 类
产品同时成为新疆精河县干部群众口中
的高频词，成为该县的新名片。这座西
北小城为何汇聚这 3 类产品？年终岁
尾，《经济日报》 记者来到精河一探
究竟。

从乌鲁木齐驱车一路向西，过石河
子、沙湾和奎屯，行驶 420 多公里便进
入精河境内。“到这里需要踩一脚刹
车，决定向左还是向右，去霍尔果斯还
是阿拉山口。”县委书记尤占军用形象
的比喻引出精河的区位优势：新疆首条
电气化铁路精河—伊宁—霍尔果斯铁路
和第二座亚欧大陆桥的交会点，阿拉山
口 、 霍 尔 果 斯 出 境 铁 路 、 公 路 的 交
会点。

“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我们
紧抓‘一脚刹车’带来的发展机遇，立
足交会点，培育新亮点。”尤占军说，
精河县通过市场化运作，走一条“物
流+产业”的发展路子。

“面向西北地区，辐射中亚乃至欧
洲市场。”在精河县工业园区采访，各
企业负责人不约而同向记者表达这样的
发展思路。驼露地毯有限公司以建设新
疆最大的机织地毯生产基地为目标，董
事长刘保平坦言，曾在新疆各地考察，
之所以落户精河，重要的一点是看中精
河独特的区位优势。

精河县楚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致力
于打造棉花全产业链，明年春节一过就
将开工生产。该公司董事长徐国启曾到
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考察
市场。“精河是面向中亚的棉纺企业的
最佳落户地之一。”他表示，企业计划
在阿拉山口建保税仓库，从中亚地区进
口原料，向中亚、欧洲地区出口产品。

精河县除了纺织品，足球、新能源
汽车等生产项目均面向国内、国际两个
市场，其中足球项目即将上马，瞄准
2018 年俄罗斯世界杯。总投资达 20 亿
元的新能源汽车项目负责人李荣武认

为，“国内新能源汽车技术水平与世界
同步，但我们具备规模优势、成本优
势，开拓外埠市场前景广阔”。

为更顺畅链接阿拉山口和霍尔果斯
口岸，吸引外向型企业落户，精河县借
助铁路编组站改扩建的契机，谋划建设
国际公铁联运综合物流园，打造北疆地
区期货交割、仓储租赁、中转物流中
心、出口基地。目前，正在进行总体规
划，相关道路设计等工作已经完成。

在培育经济新亮点过程中，精河县
严把准入关，引导产业迈向高端。作为
新疆纺织服装产业“三城七园”之一，
精河县工业园坚持与其他园区错位发
展，控制棉纺总锭数，大力发展医疗和
机场、电站建设所需的产业用纺织品，
提升附加值。新疆北灵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以玻璃为原料，加工生产节能、降
噪的 LOW-E 玻璃。该公司副总经理何
辉表示，明年 1 月将调试生产，全部投
产后年产值可达 5.4亿元。

本报讯 记者武自然报道：为促进京
津冀协同发展，天津市制定《天津市贯彻
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实施方
案》，全面启动各项任务的具体实施工
作。目前，天津已从五方面推进京津冀协
同发展相关工作，包括全面贯彻落实《京
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基础设施互联
互通加快建设，生态环境联防联控稳步推
进，产业对接、协作进展显著，协同创新和
体制改革深入推进。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快建设。京津
城际延伸线建成通车，从北京南站到滨海
新区中心商务区于家堡站只需 1 小时；在
北京市、河北省设立 10 个无水港；推出空
铁联运、陆空联运等多项服务，京冀居民
到天津乘飞机，天津市将直接补贴或报销
来津交通费用。

生态环境联防联控稳步推进。天津
市投入 4 亿元支持河北沧州、唐山两市治
理大气污染；京津冀三地环保部门明确了
10 个方面的突破口，联防联控；召开首次
京津冀环境执法与环境应急联席会议，实
现三个统一，即统一人员调配、统一执法
时间、统一执法重点。

天津市积极对接北京创新资源和科
技成果，主动向河北延伸产业链条，实现
产业一体、联动发展。加快建设天津滨
海—中关村科技园、武清京津产业新城、
未来科技城京津合作示范区、宝坻京津中
关村科技城，以及天津—河北（涉县天铁）
循环经济产业示范区，天津—河北（芦台
汉沽）协同发展示范区等重点合作平台。
今年 1 至 10 月，北京、河北在天津投资资
金超过 1520 亿元，占天津全市利用内资
的 43%。天津企业到河北省投资项目
648个，到位资金约 300亿元。

天津市实行“十个一”改革，编制了天
津市全面创新改革试验方案。天津自贸

试验区顺利挂牌运行，新登记市场主体超
万户；深化与中科院等大院大所合作，开
展院市合作项目 60 项，中科智能识别产
业技术研究院、清华大学高端装备研究院
等一批协同创新平台在津设立；制定《天
津市引进人才“绿卡”管理暂行办法》，实
现“一张绿卡管引才”。

下一步，天津将积极承接北京非首都
功能，强化京津双城联动，服务河北发展；
加快建设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北方国
际航运核心区、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改
革开放先行区；持续推进交通一体化、生
态环境保护、产业升级转移三个重点领域
率先突破，积极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

天津从五方面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

西北小城新疆精河县，发挥面向两个口岸的交通区位优

势，承接两个口岸功能的延伸，在发展物流业的同时，培育县

域经济新增长点，立足地毯、足球、新能源汽车项目，面向国

内、国际两个市场

本报讯 记者许凌 拓兆兵报
道：今年以来，位于宁夏贺兰县洪
广镇的银川生物科技园区大力开展
“腾笼换鸟”，破解工业用地瓶颈，

采取嫁接、转让、股份合作等形
式，对闲置和低效用地、建设容积
率不高的企业进行清理，通过整合
资源，引进新资源、新企业、新项
目。新材料、装备制造、精细化工
和生物制药工业等新产业代替了原
有的冶炼、煤化工为主的传统产业

布局。
今年 8月，银川市金凤六街换上

了新型下水道井盖。这种新型井盖
支座内有一层圈口平台，用于置放
二层防护盖，能起到安全防护作用，
同时防滑、防盗。生产新型下水道
井盖的企业就是银川生物科技园区
的骨干企业——宁夏鸿盘新型建材
有限公司。而在一年前，该企业所
在的厂址还是一家从事冶炼的高耗

能高污染企业，由于经营不善已停
产。园区管委会关停了这家企业，
引进了新型建材企业，对其进行嫁
接改造。

银川生物科技园内的企业厂房
均为三层，科技园管委会主任恩建
国告诉《经济日报》记者：“原来企业
厂房都是一至二层，加高到 3 层，提
高了工业用地容积率，园区可落地
更多项目。”

如何让园区重点项目建设提
速？贺兰县县长刘甲峰介绍说，他
们采取“一线工作法”，围着项目干，
盯着手续办，按周统计，按旬汇报，
按月考核。今年银川生物科技园新
建 5 个项目，80%已完工，续建项目
10个，90%已完工。

“西北地区经济欠发达，关键
是人才匮乏。再好的思路需要人来
实现，再好的项目需要人才来掌
控。因此园区引进人才是当务之

急！”贺兰县委书记李郁华表示。
经过几个月的奔走，贺兰县相继引
入 不 少 高 精 尖 人 才 。 5 月 份 ， 与

“千人计划”入选者赵岳星博士签
约后，又有浙大博士朱廷恒、邓一
凌前来挂职，之后与中国地矿专家
王成彪院士签约对接⋯⋯

引进“外脑”之后，紧接着是
一批“引智”项目落地。赵岳星博
士在编制产业及转型升级规划、创
建产业技术研发中心、引进实用新
型技术、引入科技创新团队、推进
科技成果转化 5 个方面与园区开展
合作；浙江工业大学工业研究院与
园区签订 《全面战略合作协议》。

运行机制变了，产业布局变了，
人才梯队变了。“腾笼换鸟”换得银
川生物科技园区的飞速发展：截至
10 月底，园区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
21.8%，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同
比增长 32.7%。

银川生物科技园区：

“ 腾 笼 换 鸟 ”促 转 型

本报讯 记者李治国报道：位于
上海市虹桥交通枢纽的首个大型商
务综合体项目——虹桥天地日前正
式开业。该项目集办公、购物、餐饮、
娱乐、展示为一体，可以为上海以及
长三角高铁一小时经济圈所辐射的
7500 万人口提供商务和休闲服务。
这标志着上海虹桥商务区开发建设
进入一个新阶段，虹桥商务区将以

“高端商务+零距离联通世界”的全新
概念，重新定义长三角CBD。

记者了解到，“虹桥天地”目前
办公楼出租率近九成，壳牌、罗氏诊
断等世界 500 强企业巨头竞相入
驻，虹桥天地购物中心及新天地街
区将有近 300 个品牌陆续入驻，业
态涵盖餐饮、生活方式等，其中不乏

各类升级旗舰店，以及首次登陆沪
上的概念店。

“在国家会展中心、虹桥天地投
入运营之后，虹桥商务区内的虹桥
绿谷、龙湖天地等项目也将陆续投
入商业运营。今后，虹桥商务区将
不仅是上海的下一个‘陆家嘴’，也
将是引领长三角发展的又一核心商
务区。”虹桥商务区管委会副主任费
小妹表示，以虹桥天地、虹桥绿谷为
代表的虹桥商务区项目，不仅可以
让入驻企业享受到新概念下的“绿
色商务”，还可以让总部型企业坐在
大虹桥展望全世界，在世界范围内
便捷地配置企业资源。

“虹桥商务区紧邻上海虹桥机
场、虹桥火车站等构成的上海交通

枢纽，因此具备其他区域无法比拟
的交通优势。如果打开地图还可以
发现，虹桥商务区地处沪宁、沪杭两
条黄金走廊交会处，坐拥辐射各大
经济圈的铁路网络、联通东亚经济
核心城市的空中通道、上海公务机
基地。因此，虹桥商务区不仅是长
三角城市能量辐射的中转站，更将
成为上海及长三角产业新格局的展
演平台。”费小妹说，凭借这一独特的
区位优势以及便捷的交通，入驻虹桥
商务区的企业将能最大限度降低成
本。目前，入驻虹桥商务区的各大跨
国企业最为看重的一点，就是考虑到
临近交通枢纽的交通优势，通过虹桥
交通枢纽，跨国企业总部可以更好
地布局他们的全球资源。

上海虹桥商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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