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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南监

管局批准，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

予以公告：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锦艺轻纺城支行

机构编码：B0005S241010068

许可证流水号：00587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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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准成立日期：2016年12月23日

住所：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西四环 136 号锦艺国

际轻纺城附1号院2号楼1-2层11

发证日期：2016年12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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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监管局
关于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57号）和《中国银监会外资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中国
银监会令 2015 年第 4 号）的有关规定，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
员会宁波监管局批准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宁波和义支行
更名为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宁波海曙支行，换领《中华人
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变更住所至宁波市海曙区柳汀街230号
1-12、1-13室。现予以公告：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宁波海曙支行
HSBC Bank (China) Company Limited Ningbo Haishu Sub-branch
机构编码：B0047S233020001
许可证流水号：00638308
业务范围：在下列范围内经营全部外汇业务和人民币业务：吸
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票据承兑与贴
现；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买卖股票以外的其他外币有价证
券；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办理国内外结算；买卖、代理买卖
外汇；代理保险；从事同业拆借；从事银行卡业务；代理保险（在
许可证有效期限内经营）；提供保管箱服务；提供资信调查和咨
询服务；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10月12日
住所：宁波市海曙区柳汀街230号1-12、1-13室
邮政编码：315000
电话：0574-87059008
传真：0574-87860255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宁波监管局
发证日期：2017年02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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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监管局
关于外资银行变更事项的公告

下列银行业金融机构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
员会北京监管局批准，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
可证》，现予以公告。

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长安支行
机构编码：B0249S211000006
许可证流水号：00591972
批准成立日期：2008年03月20日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7 号光华长安
大厦101室
邮政编码：100005
电话：（8610）59379366
传真：（8610）65102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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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
局
发证日期：2017年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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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国务院
令第 657 号）和《中国银监会外资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
施办法》（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令2015年第4号）
的有关规定，经向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
局报告，星展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变更营业地
址至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5 号楼 101、2106、2107、
2108-1 号单元及 22 层。换领《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
可证》。现予以公告：

星展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DBS Bank (China) Limited Beijing Branch

机构编码：B0270B211000001
许可证流水号：0059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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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准成立日期：2007年05月18日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5 号楼 101、2106、
2107、2108-1号单元及22层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
发证日期：2017年03月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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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监管局
关于外资银行变更事项的公告
















新年伊始，国务院印发了《“十三五”
市场监管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这是
国务院确定的“十三五”重点专项规划之
一，是第一部全国市场监管中长期规划。

着力营造“三个环境”，明确把改善整

体市场环境作为监管的重点任务

市场监管不仅是微观行政执法、微观
监管，更重要的是营造整体市场环境，为
经济健康运行提供良好的基础。

第一，营造宽松便捷的市场准入环
境。市场准入是企业进入市场的第一道
门槛，是市场是否有活力的关键。目前，
政府部门对微观市场主体的行政干预仍
然过多，各种审批仍然过多，仍然是束缚
经济发展活力的重要体制障碍。

改善我国市场准入环境，关键是要改
革，目的是要放活，进入市场要快捷，退出
市场要方便。《规划》对市场准入制度、商
事登记制度、企业退出制度等进行了一系
列部署，对政府部门的改革提出了更高、
更明确的要求。

第二，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
境。企业要健康发展，需要公平竞争的市
场环境，否则，就不能优胜劣汰，而是劣币
驱逐良币。社会上出现一种向好的趋势，
不仅专家学者呼吁市场公平竞争，市场主
体也迫切期望要有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调查显示，企业对政府优惠政策的期望在
减弱，对市场公平竞争的期望在提升。

目前，由于市场分割、行业垄断、假冒
伪劣、虚假宣传、盗版侵权、垄断与不正当
竞争等，影响着企业的优胜劣汰，制约着
我国大市场优势的发挥。《规划》在加强重
点领域市场监管、强化竞争执法力度、推
动质量监管的同时，把维护全国统一大市
场作为首要任务，这是具有全局意义的重
要部署。

第三，营造安全放心的市场消费环
境。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重要趋势
就是消费需求的新变化。目前，我国已经
进入消费需求持续增长、消费结构加快升
级、消费拉动经济作用明显增强的重要阶
段。2016 年，消费继续作为经济增长的
第一驱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
64.6%。但我国消费环境的改善与百姓
消费能力的提高还不匹配，消费环境不理
想是制约消费潜力释放的重要障碍。

改善消费环境，就是改善供给；维护
消费者权益，就是挖掘消费潜力；保护好
消费者权益，就是保护千家万户百姓的利
益。《规划》从三个层面提出了任务要求。
一是顺应消费变化趋势，强化消费者权益
保护。二是通过改善消费环境，释放消费
潜力，促进消费增长。三是通过扩大新消
费，带动新投资，培育新产业，形成新动
能，实现供给与需求的良性循环。

健全市场监管体制机制，为实现市场

监管的目标任务提供保障

实现市场监管的目标任务，要靠监管
体制机制作保障，这是提高市场监管科学
性和有效性的关键。《规划》强调要与时俱
进、开拓创新，不断完善市场监管体制机
制，创新市场监管方式方法，适应市场经
济发展变化趋势。《规划》强调了五个方面
的改革创新。

一是创新监管政策。首次系统阐述
了竞争政策的重要地位，提出把竞争政策
贯穿到经济发展的全过程，用竞争政策推
动我国经济转型和体制完善。强调把竞
争政策作为制定经济政策的重要基础，作
为制定改革政策的重要导向，作为完善法
律法规的重要指引，作为社会文化的重要
倡导。并进一步完善了公平竞争审查制
度，强调适时组织开展第三方评估，建立
公平竞争后评估制度。同时，明确提出推
动产业政策从选择性向功能性转型，建立
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协调机制。这些
都是重大突破，重大政策创新，表明市场
监管不仅要规范企业的竞争行为，更要规
范政府部门的不公平竞争行为，破除地方
保护和行政垄断。

二是健全监管机制。《规划》提出健全
企业信用监管机制，强调发挥信用在经济

运行中的基础性作用，让信用创造财富，
用信用积累财富，要求完善企业信息公示
制度，强化企业信息归集机制，健全信用
约束和失信联合惩戒机制，全面推行“双
随机、一公开”监管。

三是丰富监管手段。《规划》提出加强
大数据监管，强调运用大数据推动“互联
网+监管”，降低监管成本，提高监管效
率，增强市场监管的智慧化、精准化水平，
要求加强大数据广泛应用，加强大数据基
础设施建设，发展大数据信用服务市场。

四是改革监管体制。《规划》提出建立
协调配合、运转高效的市场监管体制机
制，强调理顺市场监管体制，推动形成大
市场、大监管、大服务的新格局，要求推进
综合执法，强化部门联动，加强基层建设，
推动社会共治。

五是强化法治保障。大力推动市场
监管法治建设，强调依法依规监管，营造
良好的法治环境，要求完善法律法规体
系，规范执法行为，强化执法监督，加强行
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

制定好《规划》非常重要，实施好《规
划》更为重要，这是能否实现预期目标任
务的关键，也是实现国家“十三五”规划

《纲要》的重要支撑。
作为市场监管的综合性、基础性和战

略性规划，贯彻落实好《规划》，对我国经济
转型和体制完善将发挥重要的推动作用。

加强市场监管改革创新 促进经济社会繁荣发展
国家工商总局局长 张 茅

“喝酒、打牌、二人转，
唠嗑、瓜子、两顿饭”，这曾
是东北部分地区尤其是东
北农村冬季生活的写照。
受冬季寒冷气候的限制，
过去，不少东北人往往是
冬季“半年闲”，“猫冬”成
了主要生活方式。如今，
这样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很
大改变。

记者在黑、吉、辽部分
基层地区采访时发现，不
少人一改过去“猫冬”的旧
习，在传统冬闲时节发展
种植养殖、冰雪旅游、电子
商务等多种产业，经济发
展打破了冬日的“冰封”，
人们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
明显改善。

刚刚过去的冬季旅游
季，吉林省辉南县金川镇
的农家乐老板李凤梅忙得
不亦乐乎。来自全国各地
的游客在赏雪景、玩冰雪
的同时，也会到她的店里
体验东北美食，一天最多
接待游客达到200多人。

李凤梅告诉记者，开
农家乐之前，她和很多村
民一样，到了冬天就“猫”
起来。“村里人不少都是喝
酒、打牌、打麻将，实在没
啥事儿干。”这两年镇里兴
建了冰雪乐园和滑雪场，
带动了冰雪旅游发展，游
客越来越多，李凤梅开起
了农家乐，一年四季客流
不断，冬天再也闲不住了。

记者走访东北一些农
村地区发现，随着农村旅
游服务、种植加工等产业
的发展，不少农民都像李
凤梅一样忙起来。

在辽宁省辽阳县刘二
堡镇前杜村，记者看到，万
亩连片的温室蔚为壮观。

“这几年村里瞄准了
高端果蔬反季种植，借助
村里轧钢厂生产的大棚
设备，兴建了一大批种植
基地。”前杜村党支部书

记王绍永说，冬季陆续上市的草莓等蔬果广受欢迎，远
销京津乃至南方地区。一个冬天卖出了将近 2000 万
斤草莓，带动村里村外千余人就业。

在黑龙江省泰来县，电商产业让当地农民连忙里偷
闲的时间都没有。“每天光快递单就要千余件，小半天
就要拉走一车货。”在泰来县东北网贸港电子商务运营
中心，坐在电脑前的工作人员一边打印快递单一边对记
者说，元旦前后搞促销时，发单量比平时更多，没有十
几个壮小伙帮忙，根本忙不过来。

随着越来越多电商村在东北发展起来，夏天忙种
植，冬天忙销售，农民一年四季都闲不住。吉林省敦化
市商务局副局长林哲说，电商进村打通了农产品上下行
的渠道，也改变了农民固守一亩三分地的陈旧思维方
式，带来了农民精神面貌的改变。

在吉林双阳、柳河等现代农业示范区，有机粮食蔬
果等现代农业项目不仅在产销环节不断创新，还带动了
都市农业休闲旅游蓬勃发展。温室大棚采摘四季客流不
断，冬闲时节的农民变身为导游、服务员。由于发展的

“火力”很旺，一些地区还要到外地招聘。
随着东北振兴脚步的加快，类似“猫冬”这样的旧

习惯已经逐渐丧失了根植的土壤，新的发展理念正在带
动农民摆脱陈旧思维，成为振兴东北经济的新动力。

“当前东北经济社会正从农村最基层逐步发生转
变。”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付诚说：

“从‘猫’到‘忙’，虽然只是一个字的转变，却意味
着长期以来占据主导地位的僵化思维被打破。‘忙
冬’不仅带来了更广阔的市场，也带来了东北人精神
状态的提升。”

大连海事大学交通运输管理学院教授时建人等长期
关注东北经济发展的专家学者认为，由于一些历史原
因，东北计划经济包袱沉重，东北人尤其是农民的市场
意识不强，让更多东北人从“猫冬”走上“忙冬”之
路，依然任重道远。未来还需要让具备发展活力的

“点”连成“片”，让市场思维驱动振兴步伐。
文/新华社记者 刘 硕 王炳坤 梁 冬

（据新华社电）

东北经济新观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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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在天津，有一支被市民们亲切地
称为“海河岸边好八路”的公交车队，它就
是天津市公交集团三公司8路车队。

8 路车队始建于 1960 年，走过了 57
年的历程，担负着天津站至体育中心的客
运任务，目前拥有11条运营线路，日运营
10420公里。179名职工中党员有30名，
共青团员7名，各级标兵先进面达80%。

57年来，8路车队先后培养出了戴爱
兰、刘思秀、丁禄峰等 12 位各级劳动模
范，10次荣获“天津市特等模范集体”，14
次荣获“天津市模范集体”，被中共中央组
织部命名为“全国先进基层党支部”，被中

华全国总工会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状”
“全国工人先锋号集体”和“社会主义劳动
竞赛先进班组”等一系列荣誉。

57年来，8路车队在天津市公交行业
书写了无数个第一：第一个打出“共产党
员车组”标志，亮明身份争当服务先锋；第
一个开通支教车、把公交车开进大学校
园；第一个开通支农线，服务社会主义新
农村建设；第一个推行双语服务，以及哑
语服务；第一个全员持红十字会颁发的急
救员证上岗⋯⋯

2015 年夏天，一场罕见的大雨造成
了大寺场站被水淹泡，车队所有班子成员

连续几个小时浸泡在齐腰深的雨水中疏
导车站秩序，服务乘客。8 路车队还成立

“张建生学雷锋志愿者服务队”，组织职工
认养 5000 平方米绿地，参与环境保护。
他们与河东区阳光老人院开展联谊活动，
10 多年来上门服务 30 余次，弘扬了尊老
敬老美德；为天津理工大学、天津师范大
学、天津公用技师学院等 10 余所院校学
生提供社会实践活动基地；建立了助学帮
困基金，资助天津尖山小学的困难农民工
子女完成学业。

2016 年初，天津体育中心场站服务
功能整体提升改造完成，8 路车队在候车

大厅设立了“学雷锋志愿服务岗”。据记
者了解，多年来，该车队共参与各类志愿
服务560余次，参与活动达到1000人次，
赢得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赞誉。

8 路车队队长董喆告诉记者，2017
年，第十三届全国运动会将在天津召开，
8 路车队将深入开展“迎全运，踏寻中国
梦、铸就温馨车、幸福市民行”主题活动，
继续弘扬伟大的劳模精神和雷锋精神，
带领广大干部职工，全力打造智能公交、
绿色公交、平安公交和文明公交，让“海
河岸边好 8 路”成为一道传承雷锋精神
的风景线。

海河岸边好“8 路”
本报记者 武自然

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

限公司日前与广东佛山市高明现代

轨道交通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签订了

工程总包供货合同，将为项目提供

8列氢能源现代有轨电车等设备。

据了解，佛山市高明区现代有

轨电车示范线是全国首条以氢能源

为动力的有轨电车线路，采用氢能

源有轨电车作为运营车辆。线路规

划全长约 17.4 公里，设车站 20 座。

首期工程总投资约7.6亿元（不含加

氢站），采用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

式（PPP）进行融资建设，首期工程将

于2018年年底建成。

张进刚摄

氢能源有轨

电车将落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