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 合2017年2月14日 星期二6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辉县市支行《金融许可证》不慎遗失，特声

明作废。该许可证要素为：

机构名称：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辉县市支行

流水号：00302560

机构编码：B0002S341070027

批准成立日期：2001年11月29日

住所：河南省新乡市辉县市城北街8号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新乡监管分局

发证日期：2009年4月14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辉县市支行

2017年2月14日

《金 融 许 可 证》遗 失 声 明

更多报道请关注更多报道请关注

经济日报新闻客户端经济日报新闻客户端

“2016 年我们与国网蒙东电力通辽
供电公司签订直供电协议 21.37 亿千瓦
时，原来工业平均电价 0.5 元/千瓦时，通
辽市为企业降成本后电价 0.28 元/千瓦
时，仅此一项就为锦联铝材节约成本
4.701 亿元。”锦联铝材董事长李重阳对

《经济日报》记者说。
在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为进一

步降低企业成本，激活企业内生动力，内
蒙古通辽市通过实地调研和广泛征求意
见，最终在企业发展的要素成本、税费成
本、融资成本、物流成本等8个重点方面归
集出30条配套举措，使企业应对复杂经济
形势的能力和市场驾驭能力显著提升。

通辽市在企业用地、用电、用工、用料
上，充分集结国家和自治区政策优势，摸
准企业需求、找准政策底线、选准服务方
向，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政府在引导服务于企业的综合性职能充
分发挥。

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对 26 户优势产
业企业进行电力扶持，将 12 家用电企业
纳入到大用户直购电政策当中，为企业节
省用电成本 7 亿元；累计完成交易电量
150.5 亿千瓦时，为全市企业节约用电成
本22.76亿元。

为降低企业用工成本，将员工失业保
险费由 3%降至 1.5%，生育保险基金由
0.6%降至 0.5%，并根据行业不同将工伤
保险费缴费比例调低。为首批10家困难
企业落实稳岗补贴资金931万元，将大北
农科技有限公司等 9 家企业住房公积金
缴存比例降低至5%。

通辽市在有效降低企业税费成本与
融资成本上，全面实施涉企收费清理。将
计量器具检定费降低 30%，建筑能效测
评、建筑节能检验、建筑节能材料检测收
费标准降低 20%；全面放开招标代理服
务收费标准，实行市场调节价。放宽企业
登记条件，积极推进商事制度改革，市场
主体新增2.9万户、总量突破20万户。

2016 年前 11 个月，全市落实税费优
惠政策资金达 4.95 亿元，其中国税局为
各类企业减免退增值税 4.37 亿元；地税
局落实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研发费

用加计扣除、小微企业税收优惠、免征教
育附加等政策资金5774.3万元。

全力推进政银合作，全市9个旗县市
区全部加入由中国银行通辽分行、上海浦
发银行呼和浩特分行、中国邮储银行通辽
市分行合作建立的“助保金贷款”平台，市
旗两级政府注入担保金 1.59 亿元，给予
企业 10 至 15 倍的贷款授信，通过构建

“大资金池”带动“小资金池”，成功解决了
政银企三方在贷款中出现的信息不对称
现象。累计为282家企业发放贷款20.01
亿元。

依托中小企业协会，与青岛半岛港湾
控股集团签订了中小企业风险缓释基金
合作协议，引进全市首家风险缓释基金，
注册资本金 2 亿元，面向全市中小微企
业，重点开展贷款到期后的资金周转、中
小微企业股权融资、融资租赁、不良资产
处置等业务，解决企业后顾之忧。

开辟公路运输“绿色通道”。对整体
组装大型物资、不可拆解大件产品、大型
集装箱、冷链物流、农畜产品运输等开辟
公路运输“绿色通道”，在通辽市境内实施
不扣分、不扣证、不扣车、不罚款政策，有
效解决企业生产、物流环节成本高、负担

重的问题。
减免公铁运输收费，从2016年9月1

日起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对合法装
载运输煤炭、焦炭、钢材、水泥、平板玻璃、
化工产品、矿石、大型化工设备、风电设备
以及重点工程项目采购的区内原材料和
装备制造产品的6轴及以上的货运车辆，
在现行通行费标准下调 10%；甩挂运输
车辆高速公路通行费降低30%。

为企业建立电子商务销售终端提供
基础平台，支持企业开展网上营销、互联
网金融等经营新模式，使电商交易额接近
300亿元，同比增长35%。以技术创新带
动企业降本增效，政府出资2亿元成立科
技创新基金和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用
于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助力产业发展。对
科技创新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先进集体
和个人奖励达382万元，充分激励企业和
个人参与科技创新活动。

2016 年，通辽全市规模以上企业实
现利润 146.14 亿元，同比增长 16.8%；全
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9.3%，比
2015年提高0.2个百分点，在全自治区位
于前列。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为
全市企业降低成本超过20亿元。

内蒙古通辽市多措并举降低要素成本——

精 打 细 算 为 企 业 降 本 增 效
本报记者 罗 霄

这两天，聊城火车站迎来了节后
的第二个客流高峰。春节返程，大家
免不了要带些家乡特产，大包小包满
满的。我在进站口进行安检作业时发
现，经过安检仪的很多行李滑落到地
上，旅客经过人工检查后再从地上逐
件捡起来，不少东西都脏了。如何让
旅客的行李安全 、方便地通过安检
呢？我想到了超市的购物筐和地毯。

2 月 13 日 14 时 30 分，我和同事把
20 个小筐分别放在两个安检仪的进
口处，在就近位置张贴了“零散行李
置物筐，请自取”的温馨提示，两个安
检仪终端各铺上了一块 1 平方米左右

的红地毯。
15时20分，一名旅客走进候车室，

行李箱上挂着两大串聊城特产雕刻葫
芦，手里还拿着一块红布包裹的物
品。安检引导人员发现后，提示行李
安检，旅客说手里拿的是我们当地的
文化特产——木板年画，还有雕刻葫
芦，都是怕挤压的物品。引导人员随
手将小筐拿过来：“我们专门给您准备
了这个，把怕压坏的小件物品都放在
筐里吧，这样就不用担心了。”

旅客把葫芦和木板年画放在小筐
里。传送带的另一端，旅客将筐放在
指定地点，边走边说：“这个办法不错，

很方便、很贴心！”我望着玻璃上张贴
的车站“心悦水城”服务品牌的标识，
看着始终在不停忙碌的客运人员，心
想：只要用心，站在旅客的角度上考虑
问题，一个小小的细节，就能让旅客的
行程更愉悦！

（本报记者 齐 慧整理）

“心悦水城”让旅客心情更愉悦
2017年2月13日 晴

聊城站站长 靳德国

参加工作 28 年来，王威不忘初心，始
终把为旅客排忧解难放在心里。如今，王
威已是南昌铁路局福州火车南站党总支书
记，但为旅客真情服务的情怀始终不变。

每年春运，王威总是忙碌在一线，而每
当想起自己曾经帮助过的旅客，他心里总
是暖暖的。“每年春节，都会收到熟悉或不
熟悉的旅客发来的拜年短信。”王威带着嘶
哑的声音说，他仔细地数了数，有300多条
短信和微信。这其中，有一条短信是一位
8 年前从安徽合肥考入福建某高校的大学
生何君发来的。

那年春运，小何第一次坐火车回老家
过年，因为距离开车时间很近，小何携带行
李多，急得团团转。看到这一幕后，王威立
即通知服务台派人协助小何提上行李，及
时把她送上车。从那年起至今，每年除夕，
小何都会发短信来拜年，每一次看到洋溢
真情的短信问候，王威就被感动一次。“我
们用真情去温暖需要帮助的重点旅客，旅
客们也不会忘记我们。”王威说。

面对着谈起工作满腔热情的王威，很
难想象他是一个正患重症的病人。2012
年，王威发现患上了腮腺复合瘤，4 年来已
经动了 4 次手术。今年春运前夕，王威请
假偷偷去上海检查身体。从医院出来，他
没有休息就连夜赶回福州，第二天一大早
出现在车站，在候车室忙个不停。“春运是
铁路部门最忙的时候，在家待不住。”他说，

“每天和同事一道把几万名旅客平安送回
家，很有成就感”。

“有困难，找王威”，这个在南昌铁路局管
内家喻户晓的品牌给无数旅客带去了温暖。
2004年以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海峡情·王
威服务台”帮助重点旅客解决的问题不计其
数，细致入微的服务温暖了无数旅客。

13 年前，王威把他的手机号码向社会
公布。从那时起，只要有旅客打他的电话，
他都仔细把对方的手机号码收藏起来，有
的旅客早已成为他的“忘年交”。

“人间需要真情，旅客需要温暖”，这是
王威28年如一日人生实践的写照。

用真情温暖春运
本报记者 石 伟 左图 2 月 10 日，山西太原

南站来自山西临县著名的“伞头
秧歌队”在高铁车站候车大厅与
旅客互动联欢。春运期间，该站
开展多项活动，弘扬传统文化，营
造温馨旅途。

本报记者 刘存瑞
通讯员 路 遥摄影报道

右图 2 月 13 日，贵阳北站工作人员向旅客介绍市内公交换乘信息。
春运期间，贵阳北站汇总市内公交信息，做成温馨提示牌，在站台、出站口、
车站服务台等处宣传，方便了旅客出行。 本报记者 吴秉泽摄

本报北京 2 月 13 日讯 记者乔金亮报道：目前，黄
淮南部冬小麦开始返青起身，春耕生产也从南向北陆续
展开。为高标准高质量完成春播任务，农业部今日派出
5 个督导组，分赴夏粮主产区和春播重点地区开展工作
督导，抓好春季田管和春耕备耕措施落实，为粮食生产稳
定发展赢得主动。

据悉，督导组将进村入户，深入田间地头，督促指导
各项政策措施落到实处。宣传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等
政策，引导农民合理安排种植结构，确保小麦、水稻面积
稳定在 8 亿亩。与当地农技人员一道，实地查看作物苗
情、墒情和病虫情，共同研究制定有针对性的春季田间管
理措施。指导各地完善春播指导意见，做好种子、化肥、
农药等生产资料调剂调运，充分发挥农机作用，抢抓农
时，抢播快插，加快播种进度，确保不误农时。加强技术
指导，集成推广绿色高产高效技术模式和节水、节肥、节
药等绿色技术，提高播种质量，确保一播全苗。

农业部：

派出5个督导组抓春管春播

本报北京2月13日讯 记者曹红艳报道：环保部13
日通报称，从 13 日开始，我国北方地区大气扩散条件持
续不利，预计华北、东北及西北部分地区空气质量将出现
中至重度污染过程。

中国环境监测总站与长三角、珠三角区域空气质量
预报中心和相关省级空气质量预报部门，基于现有污染
源监测、环境空气质量实时监测、大气污染过程模拟分析
和联合会商。

13 日至 14 日，我国南方地区大气扩散条件较为有
利，华南大部和西南地区空气质量以良至轻度污染为主，
其中四川盆地个别城市空气质量可能出现中度污染。北
方地区大气扩散条件不利，华中及长三角北部空气质量
可能出现中度污染；东北部分地区及新疆天山北坡城市
群空气质量可能出现中至重度污染；华北中南部及西北
关中地区空气质量以中至重度污染为主，部分地区可能
出现严重污染。15 日，南方大气扩散条件一般，华南及
四川盆地个别城市空气质量可能出现中度污染。北方地
区大气扩散条件持续不利。

在京津冀及周边区域，13 至 15 日，大气扩散条件不
利，污染物逐步积累，预计区域中南部将出现重度或以上
污染过程。其中14日至15日范围最大，影响北京、天津
以及河北、山西、山东、河南部分城市。16 日，受冷空气
影响，区域污染形势有所缓解。预计18日至20日，大气
扩散条件一般，部分地区可能出现重度污染。21 至 22
日，大气扩散条件较有利，区域大部空气质量较好。

本报北京 2 月 13 日讯 记者吴佳佳从国家卫计委
获悉：国家卫生计生委高度重视浙江省中医院医源性艾
滋病病毒感染事件。接报后，国家卫生计生委负责同志
立即批示责成当地了解情况，查清原因，对患者迅速进行
检测，及时采取应急预防措施，全力进行阻断和诊治，对
责任人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2 月 3 日、12 日，国家卫计委先后召开专题会议，指
出医疗安全关系群众生命健康，容不得半点麻痹疏忽。
要本着对人民健康高度负责的态度，高度重视事件处置
工作，加强对当地的指导和督促，组织专家细化诊疗方
案，尽最大努力减少伤害。对负有责任的单位和人员绝
不姑息，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和问责。并要求举一反三，正
视问题，进一步加强全国医疗机构内部管理，严密制度，
狠抓落实，严格规范操作。1月31日、2月7日，国家卫生
计生委副主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带领国家
卫生计生委、国家中医药局有关司局负责同志赶赴浙江
进行督导调查，了解并指导浙江省开展事件处置工作，提
出督导要求。近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国家中医药局将再
次派出联合督查组，赴浙江督查事件调查处理。

针对近期发生的医疗安全事件，2月4日和10日，国
家卫计委两次组织专家进行专题研究，深刻分析事件原
因，认为应当进一步落实医疗机构主体责任，完善管理机
制，加强安全隐患排查，加大全员培训教育力度，切实保
障患者健康权益。

本报上海 2 月 13 日电 记者沈
则瑾、通讯员邵永表 韩强从 2017
年上海口岸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上获
悉：在国际贸易总体低迷的形势下，
2016 年上海口岸运行保持平稳增
长，货物贸易呈现增长，集装箱量保
持增长，出入境旅客和邮轮业务大
幅攀升。据上海市口岸服务办公室
统计，上海口岸 2016 年进出口货物
总值 6.9 万亿元，同比增长 1.5%，占
全国的 28.3%，其中出口 4.1 万亿
元，增长 0.3%；进口 2.8 万亿元，增
长3.3%。

上海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
设有力支撑了上海口岸去年运行逆
势上扬。上海在 2016 年实现了国
际贸易“单一窗口”三年建设方案
的目标任务，全面实施了“单一窗
口”2.0 版，23 个部门参与建设，
形成了“监管+服务”的 9 个功能
板块。上海口岸 95%的货物申报、
全部船舶申报通过“单一窗口”办

理，平台用户近 5000 家，服务企
业数17万家。

上海自贸试验区分线分类监管
的有效运行，在服务经济转型、服务
企业通关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口
岸监管单位不断探索实施“一线放
开、二线管住、区内自由”监管制度，
形成了一批可复制推广、具有国际
竞争力的口岸监管创新制度和模
式。自贸区一线进境货物入区通关
时间平均缩短 2 至 3 天、成本平均降
低 10%。积极扩大货物状态分类监
管试点，物流业务类型的试点范围
覆盖自贸区所有海关特殊监管区，
试点企业扩大到 35 家，贸易企业也
已开展试点，赋予企业一般纳税人
资格。

此外，上海口岸查验单位积极
推进的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
助“三互”大通关建设也全面提升了
执法效能和贸易便利化水平。上海
海关率先启动全国通关一体化改革

试点，试点的范围已拓展至长江经
济带区域海关，“一次申报、分步处
置”通关模式基本实现。深化完善
长三角、上海与中部六省、川渝沪区
域大通关建设。

上海各口岸单位深化“放管服”
改革，优化监管服务流程，提效降本
也不断优化了上海口岸服务环境。
在“单一窗口”公布通关流程和作业
时限，提高可预期性，建立进出口货
物口岸放行时间指标。取消各类口
岸申报数据处理等收费约 2.8 亿元/
年，政府承担海关查验作业服务费
约2亿元/年。海关、检验检疫、海事
不断推进全程无纸化，边检建设 26
条自助查验通道，邮轮旅客自助通
关率达到30%。

据悉，上海口岸今年将全面实
施上海国际贸易“单一窗口”3.0 版，
进一步优化平台和扩展口岸服务功
能，深化“三互”大通关建设，不断加
强口岸服务协调保障。

进出口货物总值6.9万亿元，同比增长1.5%

上海口岸去年运行逆势上扬

环保部：

北方部分地区将遭遇空气污染

国家卫计委：

彻查浙江艾滋病病毒感染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