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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银行 （股票代码：601229） 践行“智慧金融、专业服务”理念，2018年以来先后发布科创

金融服务方案、“供应链金融助力普惠金融”服务方案，进一步提升科创金融服务水平，大力支持

上海科创中心建设。近日，上海银行荣膺 2018中国金融创新榜“年度科创金融服务银行”。

上海银行坚持突破性思维，主动创新科创产品服务体系，让服务更智慧。从注重硬资产到挖掘

软资产，上海银行设计了灵活的金融服务产品，除了供应链金融，还有知识产权保、远期共赢利息

业务等产品与服务。同时，上海银行坚持综合性推进，积极构建科创金融服务生态圈，让服务更全

面。2018年初，上海银行与松江区政府、上海双创投资中心、启迪控股共同出资成立 G60科创走廊

母基金，助力松江区科创产业发展，为产业转型提供原动力。此外，联合各类支持科技创新的社会

资源，包括科研院校、产业园区、创投机构、中介服务机构等，加强跨界合作，向科创企业提供开

户、结算、投融资、顾问咨询等一站式系统化的金融服务。

上海银行还通过探索专营机构、完善配套机制，提高科创服务的精度与力度。上海银行设立浦

东科技支行，通过先行先试，为全行科创金融服务提供范本和经验，今后还将继续探索在上海、北

京、深圳等科创企业聚集的地区，设立科创金融特色支行，打造科创金融服务的网络。

上海银行荣膺
“年度科创金融服务银行”

·广告

根据《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中国银监会

令 2006 年第 8 号）和《中国银保监会非银行金融机构

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中国银保监会令 2018 年第

5号）等有关规定，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

中国航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开业，其机构名称为：中国

航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英文名称为“AECC FI-

NANCE CO.,LTD.”。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

可证》。现予以公告：

中国航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AECC FINANCE CO.,LTD.

机构编码：L0266H211000001

许可证流水号：00592403

批准成立日期：2018年12月7日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甲2号院7号楼7层

邮政编码：100048

电话：010-68981833

传真：010-68981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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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10日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冬日的河南省南阳老界岭景区，山脚
下农家乐沿着旅游线路一字排开，游客们
在这里体验着农家乐趣。目前，南阳116
个有特色旅游资源的贫困村全部达到脱
贫退出标准，脱贫7253户22474人。

南阳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同
时也是河南深度贫困村及贫困人口最多
的省辖市，特殊的地理位置给南阳脱贫攻
坚工作提出了严峻考验：既要保证 35.2
万贫困人口如期脱贫，也要满足南水北调
保水质的要求。南阳书写了出色的答卷：
依靠生态产业闯出一条脱贫新路。

在加强生态保护的前提下，南阳大力

发展生态旅游业、特色种养业等生态产
业，通过土地流转、入股分红、合作经营、
劳动就业等方式，让群众“嵌入”生态产业
链，建立利益联结机制，完善收益分配制
度，拓宽群众的增收渠道。

伏牛山区、大别山区等贫困人口集中
区，发展起了“美丽经济”——卧龙区有
20 万亩月季花卉基地；宛城区集中种植
15万亩艾草；南召辛夷成林面积达 24 万
亩，种植规模居全国首位……各县区产业
布局多元，拓宽群众增收路径的同时，也
规避了同质化竞争和产能过剩的风险。

南阳并未止步于生态产业规模化发

展，而是不断向下游延长产业链，增大产
品附加值。漫山遍野的艾草“摇身一变”，
精油、香皂、床垫等各类养生艾产品接踵
而至，在国内一线城市十分畅销，还出口
到多个国家。长期致力于艾草产业研究
的宛城区科技局局长陈增喜介绍，南阳艾
草产品销售占据全国市场的 70%，加工
品种多达5大类3800个品种。

为让贫困群众更好地融入生态产业，
共享发展红利，今年入夏以来，南阳开展了

“双业攻坚”行动。持续以“千企帮千村”活
动为载体，以产业扶贫“八种模式”为支撑，
着力构建“七有”产业就业扶贫体系，即：各

县市区和有贫困人口的乡镇至少有1个扶
贫产业示范园、每个贫困村至少有1个扶贫
就业车间、每个贫困村至少有1个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每户有就业能力或有部分就业
能力的贫困户至少有1人稳定就业，真正让
贫困群众融入产业链，确保持续稳定增收。

同时，南阳创新扶贫模式，实现精准
“输血”“造血”。在光伏扶贫方面，采取“政
府+公司+金融+贫困户”的方式，利用学
校、荒山荒坡安装光伏设施，全市共投资32
亿元，建成光伏扶贫电站6782个，发电总
规模57.63万千瓦，惠及8.2万户贫困户。
在电商扶贫方面，借助互联网营销等手段，
成功打造了西峡香菇猕猴桃、方城黄金梨、
桐柏茶、新野绿色蔬菜等一批特色农产品
品牌，帮助2.96万贫困人口就业创业。

如今的南阳，特色农业多元高效，产
业基础牢固。青山绿水间生长出的生态
产业，为南阳人民摆脱贫困注入了活水，
如甘霖一般滋润贫困山乡。

翻越秦岭，逆嘉陵江而上便到了凤
县，这座位于陕西省宝鸡市西南部的小县
城山多地少，是典型的“九山半水半分
田”。虽然农业规模不大，但特色鲜明，凤
县不仅是陕西省苹果产业基地县，还享有

“中国花椒之乡”的美名。当地人民正是
靠着这些品质优良的农产品，走出了一条
产业扶贫的致富路。

在凤州镇马鞍山村，宝鸡市现代农林
资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与当地86户建档
立卡贫困户建立了帮扶关系，采用“公
司+互联网+合作社+农户”的产业扶贫模
式，吸纳贫困户为合作社成员，通过带领
他们开展花椒、木耳、苹果等农副产品种
植提高收入。

“我们与贫困户达成长期供货协议，

并以高出市场价 5％至 10％的价格收购
贫困户符合标准的农副产品。”宝鸡市现
代农林资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曹
新会告诉记者，公司将经过加工包装后的
农产品冠以“古凤州”品牌，并利用电商平
台拓宽销售渠道，从而解决了贫困户农产
品滞销问题。而产品加工、包装等流程又
为当地贫户困提供了工作岗位，真正实现
了在家门口就业脱贫。

“以前只能靠打零工维持生计，收入
很不稳定。”在宝鸡市现代农林资源科技
开发有限公司的加工厂里，马鞍山村村民
杨红艳告诉记者，“自从2017年来到这里
上班后，每个月都能拿到 2000 元的工
资，而且离家只有10分钟的路程，中午还
能回去给孩子做做饭。”

“我们除了提供固定岗位以外，在每
年花椒、苹果收购季用工需求量较大的时
候，还会优先雇用当地贫困户，每人每天
可收入 70 元左右。这样一来，既不耽误
他们平时务农，也解决了公司人手不足的
难题。”曹新会说。

除了特色农产品种植，特色养殖业也
为凤县带来了明显效益。

林麝分泌的麝香是一种名贵药材，素
有“软黄金”之称，国内市场价格为每公斤
40 万元。目前，凤县共有林麝养殖公司
20家，年产值超过 2亿元，养殖规模居全
国之首。

立足良好的养殖产业基础，凤县县
委、县政府出台了《凤县林麝养殖产业助
力脱贫攻坚实施方案》，为建档立卡贫困

户提供了多种脱贫模式：一方面，贫困户
可以通过种植、采摘林麝饲草，到养殖企
业务工等方式实现增收；另一方面，贫困
户可以利用扶贫贷款购买林麝，由企业代
养，企业给贫困户分红。据悉，凤县农商
行已经为53户贫困户提供了280万元的
贷款用于购买林麝。

位于凤县黄牛铺镇石窑铺村的林麝
产业扶贫基地就是由一家林麝养殖企业
建立的。“我们与35户贫困户签订了林麝
饲草种植收购协议，并招聘2名贫困户到
基地务工。”该基地负责人蒋本模介绍说，
公司还与 28 户贫困户达成了 44 只林麝
代养的初步意向，贫困户每年可从每只林
麝身上获得1800元的分红。

随着凤县林麝养殖规模的不断扩大
和全产业链发展模式的形成，林麝产业
助力脱贫攻坚效益不断彰显。2017 年，
凤县林麝产业共带动 426 户贫困户增
收，人均增收 1800 元。“今年有望通过饲
草供给、林麝养殖和务工带动 500 余户
贫困户实现脱贫致富。”凤县林业局有关
负责人说。

兴办经济特区，是我们党和国家为推
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
的重大决策。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
南 5个经济特区不辱使命，在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历史进程中谱写了勇立
潮头、开拓进取的壮丽篇章，在体制改革
中发挥了“试验田”作用，在对外开放中发
挥了重要“窗口”作用，为全国改革开放和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30周年大会讲话中，系统总结了创办经济
特区的历史贡献和宝贵经验，提出了新时
代经济特区新的战略定位和历史使命，并
对海南省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
自由贸易港提出了明确要求。我们要认真
学习这一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办好经济
特区，继续发挥特区的示范带动作用。

40 年来，经济特区在以下几个方面
作出了重大贡献：一是打开计划经济体
制缺口。培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素，
推动建立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 ，促 进 形 成 势 不 可 挡 的 改 革 开 放 大
潮。二是培养大批外向型人才。经济特
区成为培养各类外向型人才最好的学校，
现在许多驰骋于国际市场的中国企业家
都是从经济特区起步的。三是推动经济

转型升级。经济特区是我国最早对外开
放的地区，是对外经济交流最活跃的地
区，通过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再创
新，在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技术的同
时，也推动了对外贸易从加工贸易向一般
贸易、产业从劳动密集型为主向资本和知
识技术密集型为主的转型升级。四是带
动全国经济腾飞。在经济特区示范效应
和带动作用下，我国经济焕发出巨大活
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成功结
合，我国快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创造了中国经济奇迹。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已
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要紧紧抓住社会主要矛盾，努力解决人民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
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不平衡不充分主要
表现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经济与社会
之间发展不平衡以及发展质量效益还不
高、创新能力不够强、实体经济水平有待
提高、生态环境保护压力较大等方面。解
决这些问题，必须通过加快改革开放，增
强发展活力和动力；通过建立城乡融合发
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实现乡村振
兴；通过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基本公
共服务均等化；通过加大环境保护力度，

改善生态环境。经济特区应围绕解决新
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继续发扬敢闯敢
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在技
术创新和体制创新方面走在前列，率先
打开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突
破口。

应当看到，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
已经发生明显变化，美国单方面挑起贸易
战给我国经济以及世界经济发展都增加
了不确定性。我们应积极开拓多元化国
际市场，同时注重扩大国内需求，为经济
增长注入强大动能。美国挑起贸易战的
根本目的是要抑制我国发展，以长期保持
其在科学技术上的领先地位和垄断利
润。我们必须加大研发投入，对行业共性
关键技术进行协同攻关，带动行业整体进
步。经济特区应力争在关键技术和关键
零部件研发上率先突破，努力建成世界一
流的技术创新中心；还应在开拓全球市场
上发力，增加高附加值产品出口，特别是
增加服务贸易出口，为对外贸易稳定增长
再立新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形势、新任
务、新挑战，赋予经济特区新的历史使命，
经济特区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伟大
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中寻
找新的方位，把握好新的战略定位。”他还
指出，“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征程
上，经济特区不仅要继续办下去，而且要
办得更好、办出水平”。经济特区要按照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总结经验，相
互学习，朝着更高目标开拓前进，努力成
为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试验平台、开拓
者、实干家。

在第一批创办的 4 个经济特区中，深
圳已成为全国的技术创新中心。应认真
研究借鉴国际经验，加大研究型、创新型
大学和重点实验室建设力度，完善风险投
资体系，使风险投资与技术研发成为推动
技术进步的两个车轮，努力在数字经济、
人工智能、基因工程、新材料等方面培育
一批世界领先企业，引领带动全国产业升
级。珠海、汕头、厦门也各有优势，发展潜
力巨大。在新时代，这 4个特区应把握好
新的历史使命和战略定位，为全国提供更
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努力成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示范城市。

海南是我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地理位
置独特，拥有全国最好的生态环境，同时
又是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在改革开放和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局中具有特殊地
位和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海南
要努力成为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
新标杆，支持海南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探索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要求
海南着力打造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试验区、
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国际旅游消费中
心、国家重大战略服务保障区，赋予海南
经济特区新的重大责任和使命。相信海
南人民一定会不负众望，使海南成为带动
全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经济特区的历史贡献和新的使命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郑新立

河南南阳：

青 山 绿 水 间 长 出 生 态 产 业
本报记者 夏先清 通讯员 袁延德

陕西凤县:

秦 岭 深 处 发 展 优 质 品 牌 农 业
本报记者 李芃达

陈中柱，字退之，江苏
建湖人。1906 年 10 月出
生于建湖县草堰口乡堰东
村一个农民家庭。1925
年到上海电车公司工作。
1927年北伐军进入江苏，
他返回家乡，参与筹建国
民党支部和农会组织，与
地方土豪劣绅进行斗争。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到
南京进入江苏警官学校学
习。1928 年入黄埔军校

第 6 期学习。1931 年毕业后，在国立中央大学、天津
北宁铁路、江苏津浦铁路等处任职。

1937年全国性抗日战争爆发后，陈中柱被委任为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地特种团第 3 总队少将团长，
参加了台儿庄战役。1938年底，任鲁苏皖边区游击总
指挥部第 4 纵队司令，在苏北从事抗日活动。他非常
重视军队文化宣传，在部队组织政工队，编辑出版《战
地新闻》《新群报》等，并组织当地中学师生演戏唱歌，
宣传国共两党合作抗日。1939年秋，率部进驻江苏泰
州，同新四军配合和日军进行游击战，曾设伏击沉日军
汽艇2艘。

1941 年 6 月，日、伪军分多路“扫荡”陈中柱所在
的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其主要矛头指向陈中柱
的第 4 纵队。由于敌人来势迅猛，第 4 纵队未能及时
转移，遭到日军包围。陈中柱率部边打边退，损失惨
重。退至兴化武家泽一带时被日、伪军拦截。战斗中，
陈中柱身中数弹，壮烈牺牲。时年35岁。

陈中柱牺牲后，残暴的日寇割走了他的头颅。当
地百姓将陈中柱尸身殡殓埋葬，并插一块木牌，上面书
写“陈中柱将军”。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陈中柱被国民政府追晋
为中将军衔。1987 年，经江苏省人民政府批准，被追
认为革命烈士。同年，盐城市人民政府将陈中柱烈士
墓从泰州迁至盐城市烈士陵园。2014年9月，陈中柱
名列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文/新华社记者 邱冰清

（据新华社电）

陈中柱：一掷头颅救万夫

杨忠，又名欧阳吉善、
欧阳忠。1909年9月出生
于江西安福县金田乡南江
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少
年时代就参加革命，曾任大
桥乡少儿部儿童团支部书
记、乡苏维埃主席。1930
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
5 月 加 入 中 国 共 产 党 。
1934年10月参加长征。

1937 年全国抗战爆
发 后 ，杨 忠 任 八 路 军 第

115 师民运工作团团长。1938 年 9 月抵达山东乐陵，
成立八路军济阳支队，任支队政委。1940年任鲁北支
队司令员兼政委。他鼓励干部战士说：“哪怕为鲁北抗
战血洒疆场，肝脑涂地，也要将抗战旗帜插到黄河岸
上，插到鹊山之巅！”

1941年，冀鲁边区的津南支队与鲁北支队合编为
第 115 师教导 6 旅兼冀鲁边军区，杨忠任政治部主
任。为执行上级要求冀鲁边区开辟鲁北东部，打通与
清河区的联系，将两个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的指示，教
导 6 旅连续两次“打通”行动受阻。同年 7 月，杨忠率
旅政治部机关、宣传大队、十七团等执行第三次“打通”
任务。沿途大造抗战声势，宣传和发动群众。

1941年9月3日，杨忠率部达惠民县淄角镇、夹河
一带。就在再进一步便可以过黄河与南岸清河军区取
得联系时，遭到日军包围。9月 4日上午，杨忠在激战
中壮烈牺牲，时年32岁。

为了缅怀先烈，惠民、济阳、商河三县在杨忠烈士
战斗、牺牲的地方建立烈士陵园，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
式，并在杨忠烈士的墓碑上镌以“精忠报国”四个大
字。1946年12月，为了纪念杨忠，冀鲁边区在他率领
部队开辟的游击区——商、济、惠三县交界处，新设置
一个县，并命名为“杨忠县”。

文/新华社记者 高一伟

（据新华社电）

杨 忠：精忠报国留英名

本报北京12月27日讯 记者韩秉志报道：民政
部27日召开新闻通气会，发布由民政部、中组部、全国
妇联等 7 部门联合出台的《关于做好村规民约和居民
公约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20年全国所有村、社
区普遍制定或修订形成务实管用的村规民约、居民公
约，推动健全党组织领导下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
现代基层社会治理机制。

《意见》明确，村规民约和居民公约的制定或修订
工作应遵循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合法合规、坚持发扬民
主、坚持价值引领、坚持因地制宜等 5 个原则，包括规
范日常行为、维护公共秩序、保障群众权益、调解群众
纠纷、引导民风民俗等 5 方面内容。村规民约和居民
公约要针对当前一些地方存在的滥办酒席、天价彩礼、
薄养厚葬、攀比炫富、铺张浪费，“等靠要”、懒汉行为，
家庭暴力、拒绝赡养老人、侵犯妇女特别是出嫁、离婚、
丧偶女性合法权益，涉黑涉恶、“黄赌毒”等突出问题进
行抵制和约束，并针对违反情形提出相应惩戒措施。

《意见》对村规民约和居民公约的制定程序进行了
详细规定，明确一般应经过征集民意、拟定草案、提请
审核、审议表决、备案公布等5个步骤。

7部门联合出台指导意见

到2020年实现“村规民约”全覆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