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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德胜支行
机构编码：B0004S211000048
许可证流水号：00591997
批准成立日期：2003年04月25日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大街 13 号院 1
号楼1层108、109B，2层205
发证日期：2017年03月30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万柳园支行
机构编码：B0004S211000298
许可证流水号：00591979
批准成立日期：1995年07月01日
住所：北京市丰台区南三环西路 91 号院 1 号
楼1层104
发证日期：2017年02月22日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东三环支行
机构编码：B0009S211000234
许可证流水号：00591982
批准成立日期：2017年03月01日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甲 26 号楼 1
层105、106、107、108，2层204、205
发证日期：2017年03月02日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西二环支行
机构编码：B0009S211000035
许可证流水号：00591971
批准成立日期：2004年05月25日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平安里西大街26号楼新
时代大厦首层101-01
发证日期：2017年02月21日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新源里支行
机构编码：B0009S211000233
许可证流水号：00591983
批准成立日期：2017年03月01日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新源南路 8 号院 4 号楼 1
层103单元
发证日期：2017年03月02日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宋家庄支行
机构编码：B0003S211000295
许可证流水号：00591986
批准成立日期：2017年02月27日
住所：北京市丰台区顺八条8号院三区3号楼
F1-017、F2-033
发证日期：2017年03月08日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总部基地东区支
行
机构编码：B0003S211000296
许可证流水号：00591987
批准成立日期：2017年02月27日
住所：北京市丰台区汽车博物馆东路1号院3
号楼1层101
发证日期：2017年03月08日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朝阳区
太阳宫营业所
机构编码：B0018A211000020
许可证流水号：00591995
批准成立日期：1995年08月30日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太阳宫中路12号楼2层203

发证日期：2017年03月30日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房山区
长阳营业所
机构编码：B0018A211000431
许可证流水号：00591989
批准成立日期：2017年02月24日
住所：北京市房山区长阳镇悦盛路 5 号院芭
蕾雨悦都苑1号楼底商
发证日期：2017年03月13日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海淀区
首体南路支行
机构编码：B0018S211000242
许可证流水号：00591990
批准成立日期：2008年12月03日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首体南路 9 号主语家园
17号楼底商10－12号
发证日期：2017年03月13日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密云区
十里堡营业所
机构编码：B0018A211000432
许可证流水号：00591988
批准成立日期：2017年02月24日
住所：北京密云区十里堡镇十里堡村中心街
道北
发证日期：2017年03月13日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海淀支行
机构编码：B0006S211000008

许可证流水号：00591980
批准成立日期：1996年08月26日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北一街 2 号一层东
侧、三层
发证日期：2017年02月24日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西山壹号院支
行
机构编码：B0006S211000085
许可证流水号：00591962
批准成立日期：2017年02月13日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德惠路 1 号院 13 号楼 1
层2-101
发证日期：2017年02月13日

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常营支行
机构编码：B0121S211000015
许可证流水号：00591950
批准成立日期：2017年01月17日
住 所 ：北 京 市 朝 阳 区 常 惠 路 6 号 楼 1 层
116
发证日期：2017年01月20日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富华支行
机构编码：B0049S211000004
许可证流水号：00591959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08月04日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8 号富华
大厦5-1
发证日期：2017年02月10日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北潞园社区支行
机构编码：B0014S211000068

许可证流水号：00591974

批准成立日期：2017年02月16日

住所：北京市房山区西潞街道北潞冠家园 34

号1层102

发证日期：2017年02月22日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南湖南路社区支
行
机构编码：B0014S211000069

许可证流水号：00591975

批准成立日期：2017年02月16日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南湖南路 16 号院 4 号楼

1至2层106

发证日期：2017年02月22日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西马场路社区支
行
机构编码：B0014S211000070

许可证流水号：00591976

批准成立日期：2017年02月16日

住所：北京市丰台区西马场路 6 号院 3 号楼 1

层106

发证日期：2017年02月22日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关于颁发、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批准、核准，颁发、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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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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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北京 4 月 10 日讯 记者
韩秉志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获悉：今年 4 月至 5 月，人社部将
联合58同城、前程无忧、智联招聘
等人力资源服务企业，在河北、山
西、辽宁、吉林、黑龙江等5省开展
联合招聘行动。此举旨在缓解东
北等困难地区就业压力，帮助去产
能职工等重点群体就业。

本次行动通过整合社会招聘
和用工信息，筛选出一批工作岗
位，组织企业集中开展现场招聘活

动，帮助东北等困难地区去产能中
失业人员和高校毕业生就业，帮助
长期停产停工企业职工获得转岗
就业信息。其中，每省将举办两场
现场招聘活动，覆盖省会城市、去
产能任务重地区和资源枯竭型城
市。据悉，活动实施期间还将同步
开展重点群体就业需求调查，与相
关去产能企业、去产能职工及高校
毕业生进行座谈，探索公共就业人
才服务机构同人力资源服务企业
合作新模式。

人社部将在东北等地开展联合招聘行动

4月10日，江西龙南县龙南恋依工业有限公司员工正在组装晾衣架。
近年来，该县大力实施“返乡创业工程”，积极做好产业园区企业配套设施，
推动务工人员返乡创业务工。 叶伟贤摄

本报讯 最近，河南省扶沟县
汴岗镇遍地红辣椒专业合作社理
事长于海军心里一直暖暖的。新
的生产季节资金有些“吃紧”，仅仅
通过一个电话，没费多大周章，镇
里的帮扶干部就为他争取到了
155万元的辣椒烘干项目资金。

为及时了解群众意愿，畅通民
意诉求渠道，扶沟县汴岗镇印制了
便民服务卡 11000 张，将书记镇
长热线、镇纪委监督举报电话、便
民服务中心电话、微信公众号和服
务群众事项印制在卡片上，由各村
民组组长负责发送到群众手中，有
任何困难，都可直接联系相关人员
反映。同时，他们还将全镇农户户
主电话号码收集后装订成册，便于
通过电话调查的方式，了解群众对
公众安全感指数、镇村两级党风政
风满意度等工作，这样就可以对今
后的工作做到有的放矢。

为坚定不移地落实全面从严
治党要求，推动党的基层组织建
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增强政府
服务能力，畅通联系服务群众最
后一公里，当地出台了《关于加强
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实
施方案》。深入推进“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把学党
章党规、学系列讲话与学《准则》、

《条例》融会贯通，在务求实效上
下功夫，做到真学真信真懂真用,
切实把党的思想政治建设抓常、
抓 细 、抓 长 。 严 肃 党 的 组 织 生
活。把“三课一会”作为基本制度
依托，发挥党支部自我净化、自我
提高的主动性，开展党员活动日、
智慧党建、微党课等丰富多彩的
主题党日活动，提升党组织的吸
引力、凝聚力、战斗力，增强党员
干部的归属感。切实推行“四议
两公开”制度。把与农民群众切
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村内重要事务
决定、重要项目建设、重要资金使
用、重要救助和补贴资金发放等
事项作为工作重点，按照“四议两
公开”程序实行民主决策。建立
完善的议事内容报备、议事事项
纪实、现场指导、检查考核等制
度，提高科学化、规范化水平。

今年1月至3月，当地共收到群
众反映涉及危房改造、公路建设、群
众安全饮水、信用贷款等相关诉求
61件，解决43件次，排查解决矛盾
纠纷 31 起，真正做到群众有“呼
声”，干部就有“呼应”。（高 杰）

河南扶沟：

群众有“呼声”干部有“呼应”

本报北京 4 月 10 日讯 记者曹
红艳报道：据环保部 10 日发布的今
年一季度全国重点区域以及 74 个城
市空气质量状况，京津冀区域 13 个
城市一季度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52.1%，同比下降 7.5 个百分点；珠三
角区域 9 个城市一季度平均优良天
数比例为 90.0%，同比下降 5.5 个百
分点。京津冀区域大气污染防治联
合研究总体专家组表示，今年一季度
空气质量和去年同期相比不容乐观。

环保部环境监测司司长刘志全
介绍，74 个重点城市中一季度空气
质量相对较差的后 10 位城市 （从第
74 名到第 65 名） 依次是：石家庄、
保定、邢台、邯郸、乌鲁木齐、西
安、太原、衡水、郑州和唐山市。
前 10 位城市依次是：海口、拉萨、
舟山、丽水、深圳、福州、惠州、
珠海、台州和贵阳市。

一季度，京津冀区域 13 个城
市 PM2.5 浓度为 95 微克/立方米，同

比上升 26.7%；PM10 浓度为 147 微
克/立 方 米 ， 同 比 上 升 17.6% ； 长
三角区域 25 个城市 PM2.5 浓度为 57
微 克/立 方 米 ， 同 比 下 降 13.6% ；
PM10 浓度为 84 微克/立方米，同比
下降 17.6%；珠三角区域 9 个城市
PM2.5 浓度为 44 微克/立方米，同比
上升 25.7%；PM10 浓度为 62 微克/
立方米，同比上升 19.2%。

京津冀区域大气污染防治联合
研究总体专家组表示，今年一季度

部分地区和城市污染出现了不降反
升现象。其主要原因：一是污染气
象条件总体不利。研究表明，北极
海冰的融化等原因，改变了北方地
区的冷空气活动路径，减小了冷空气
南下强度，区域温度明显偏高，易
形成大范围静稳、高湿及逆温等不
利气象条件。二是工业生产和需求
回暖，京津冀及珠三角部分区域的
工业和机动车排放强度居高不下，
给空气质量改善带来较大压力。

环保部发布一季度空气质量状况

部分地区和城市污染不降反升

（上接第一版） 会议强调要统筹用好
支持性政策和资源，在用地专项保
障、财税资源支持、能源资源倾
斜、减负强企扶持等方面加大对民
营企业的支持力度，形成支持民营
企业成长壮大的一揽子政策体系。

去年 6 月 28 日，广东省政府在
民营市场主体占全市市场主体总数
95.9%的佛山市召开民营经济工作现
场会，并公布 《广东省促进民营经
济大发展若干政策措施》：从全面实
现省定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零收
费”，到民企内部创新创业孵化器投
资失败可以得到财政补偿，再到定
期调整公布企业投资项目负面清
单，降低民间资本的准入门槛⋯⋯
25 条实实在在的措施从融资、准
入、平台、扶持和服务 5 个方面支
持广东民营经济大发展。

广东各地纷纷出台因地施策的
措施。在珠海，推动民营经济新一
轮大发展的“冲锋号”2016 年 8 月吹
响，出台 28 条推动民营企业创新发
展措施；在汕头，《关于促进民营经
济大发展大提升的若干措施》 出
台，共有 50 条“干货”；在阳江，
建市以来最大规模的民营经济发展
大会举行，出台 145 条举措⋯⋯据
统计，广东各地出台以民营经济或
中小企业为主题的政策扶持文件超
过70个。

广东省工商联副主席、广东明
阳能源投资控股集团董事长张传卫
说，由于许多改革都有效落实，企
业真实感受到了变化，“很多‘玻璃
门’‘弹簧门’都被拆掉了”。

降成本解难题，金融
活水“精准滴灌”

“降成本是广大企业最容易有获
得感的方面，今年我们还要加大力
度，给企业更多的礼包。”佛山市市
长朱伟透露，今年佛山将从 4 个方
面为企业降成本，包括继续降税清
费、取消“年票制”、建设一体化公
共资源交易平台、进一步降低企业
综合运营成本等。

数据显示，2016 年，佛山市取
消的 50 多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免征

小微企业 40 多项行政事业性收费、
全市堤围防护费下调 20%等 4 条降
成本举措，为企业减负280亿元。

同为制造业大市的东莞也频频
“出招”。东莞市经信局提供的数据
显示，2016 年该市共为企业减负
221.1 亿元，其中降低企业税费负担
142.4亿元，降低财务、电力等生产
要素及物流成本78.7亿元。

广东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切
实帮助企业降低各类成本，激发了
市场主体的活力。2016 年全省打出

“组合拳”，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人工成本、税负成本等，全年为企
业减负约1940亿元。

广东为企业减负降成本的力度
在持续加码。3月初，广东省政府印
发 《广东省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
工作方案的通知》，提出从税费负
担、融资成本、制度性交易成本、
人工成本、用能用地成本、物流成
本等方面降低企业综合成本。经过1
至 2 年努力，将为全省企业年均减
负约2000亿元。

同时，广东各地出实招解决中
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在惠
州，受益于扶持民企发展的“惠 42
条”，这一困局正通过一场“政银联
手”助企行动得以破解。惠州市创
新设立了中小微企业贷款风险补偿
基金，基金从首期2000万元增加到
2016 年的 6000 万元，可为企业提
供高达 12 亿元的贷款。佛山市出台

《佛山市政府关于提振民营企业家信
心促进创业创新的若干措施》，设立
100 亿元的“互联网+”产业引导基
金，15 亿元规模的企业融资专项资
金和总额超过 2 亿元的科技型中小
企业信贷风险补偿基金等。

记者从广东省中小企业局、民
营经济发展服务局了解到，自广东
省政府 2015 年出台 《关于创新完善
中小微企业投融资机制若干意见》，
提出 18 条举措缓解民营企业融资难
融资贵问题以来，广东已有 21 个地
市、顺德区及 20 个县 （区） 设立了
信贷风险补偿资金，中小企业信贷
风险补偿机制在各地级以上市已实
现全覆盖。同时，广东中小微企业
政策性融资担保和再担保机构建设

也在加快。据悉，目前已设立或正
在筹建的地市政策性融资 （再） 担
保机构共 26 家，共计投入资本金超
过80亿元。

此外，广东省金融部门发挥资
本市场直接融资、优化资源配置等
功能，推动骨干企业通过整体上
市、利用货币信贷政策工具、发行
公司债等方式募集资金，为温氏股
份、广发证券等 14 家大型骨干企业
成功募集资金 1853.7 亿元。创新新
型债券承销服务，为粤海控股、广
州万宝集团等国有大型企业承销债
券近30亿元。

广东正在集聚一汪汪金融的活
水，针对企业不同的需求，实行

“精准滴灌”。

壮规模强实力，“培土
施肥”育大树

广东把扶持企业做大做强提到
促进经济转型的战略高度。广东省
委、省政府出台了 《关于鼓励和支
持我省大型骨干企业壮大规模增强
实力的指导意见》，广东省经济和信
息化委制订了 《鼓励和支持大型骨
干企业壮大规模增强实力的分工方
案》 ⋯⋯4 年来，广州、珠海、东
莞、阳江、云浮等多个地市根据自
身情况，纷纷出台相关配套政策，
积极为大型骨干企业的发展提供实
实在在的支持和服务，加快培育大
型骨干企业。

在东莞，市政府出台 《东莞市
大型骨干企业认定及扶持暂行办
法》，计划每年认定30家，3年内共
认定 100 家以上大型骨干企业。经
认定的企业，最高可一次性奖励
300 万元。此外，东莞实施市镇两
级领导挂点服务大型骨干企业，实
现政企“一对一”服务，确保企业
诉求及时得到回复、跟踪和解决，
形成服务大型骨干企业的长效工作
机制。

作为培育大型骨干企业的主要
经济职能部门，广东省经济和信息
化委以“一企一策”为原则，强化
企业服务，深入开展重点工业项目
和大型骨干企业督查，组织地方政

府和经信、国土、环保等职能部
门，深入了解重点工业项目建设情
况和大型骨干企业遇到的困难，现
场协调解决企业提出的问题。仅
2016 年就收集整理并办理大型骨干
企业和后备骨干企业诉求 136 项，
并做到诉求办理“件件有着落、事
事有回音”。

同时，广东省加大财政支持，
统筹各类省级专项资金，近年来，
省级企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2.3亿元
支持 28 家大型骨干企业中央研究院
建设项目，拉动企业新增研发投入
超 100 亿元，有力促进大型骨干企
业整合创新资源，提升创新能力。

广 东 对 大 型 骨 干 企 业 不 仅 扶
“真金”补“白银”，还加强了要素
保障。惠州、肇庆、阳江等地为骨
干企业提供用电“绿色通道”服
务，保障用电供给。国土部门鼓励
大型骨干企业盘活土地资源，参与
城市更新和“三旧”改造，汕头、
惠州、阳江等地统筹安排本市工业
用地，对大型骨干企业土地需求实
行优先保障。

各项举措发力，各地各部门加
大工作力度，营造大型骨干企业发
展良好环境，助广东省民营大型企
业、骨干企业数量快速增长。2016
年广东省全国 500 强民营企业达 50
家，较上年增加 10 家，企业数量首
次入围全国前三名，新增企业数量
全国第一，年营业收入超千亿元企
业数量全国第一，纳税大户全国第
一。全省民营大型骨干企业达 96
家，较上年增加了 16 家，其中年主
营业务收入超1000亿元的企业已达
14家。

“ 既 要 星 斗 满 天 ，也 要 众 星 拱
月”，“既要蚂蚁雄兵，也要大象跳
舞”。一个“大企业顶天立地，中小企
业铺天盖地”的企业生态正在广东
形成。

从降成本、减负担到缩短行政
审批时间、流程；从优化营商环
境，到降低准入门槛；从注入金融
活水，到促进创新发展⋯⋯广东扶
持民营经济发展的一揽子利好政策
不断为企业注入活力，点燃了企业
家们的发展激情，增强了企业家们
的投资信心。2016 年，广东省民间
投资增长 13.5%，比全国民间投资
增速高 10.3 个百分点，对整体投资
增长的贡献率为 73.0%。广东继续
成为民间的投资热土。

民 营 经 济 何 以 撑 起 半 边 天

返乡创业工程“引凤还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