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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将出台稳住汽车、家电等热点产品消费措施的消息引发行业热议

本轮稳消费 重点大不同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宁吉喆就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接受采访时表示，将制定出台稳住汽车、

家电等热点产品消费的措施。这一消息引发市场普遍关注，股市更是闻风而动。1月9日，汽车、家电板块集体走强，

多家相关上市公司股票涨停。

企业做足准备

瞄准创新产品
本报记者 周 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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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国内第一钢

铁大省，河北以创新为

动力，不断在高端产品

领域发力

□ 河 钢 集 团 从

2014 年到 2017 年，以

汽车用钢为代表的高

端产品从 438 万吨增

长到 1600 万吨，增幅

达265%

目前，外界对于政府层面将采
取何种措施众说纷纭。对此，一些
专家和企业对记者发表了自己的
看法。

汽车行业分析师钟师说，发改
委的表态对汽车产业释放了积极信
号。汽车产业是我国重要的支柱性
产业，规模仅次于房地产，其对促
进经济增长、强化技术创新、解决
社会就业、增加地方税收、推动经
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虽然
目前我国汽车年销量已经接近 3000
万辆规模，面临 28 年以来首次负增
长，但并不意味着没有潜力，关键
是措施要对路。

事实上，业内早有“开拓农村
市场”的呼声。中国汽车流通协会
副秘书长罗磊表示，2018 年 9 月份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就曾建议有关部
门着手解决二手车税改问题，提升
汽车消费金融渗透率，开拓农村市
场，“此次极有可能包括这些措施，
或者是以此为基础加以扩展”。

寄希望于降低或取消车辆购置
税也是业内一个期待。需要指出的
是，2018 年年底，车辆购置税征收
正式写入 《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辆购
置税法》，并确定为10%。唯一例外
的就是新能源汽车，根据相关部委
发布的公告，在 2018 年至 2020 年
期间，对入选相关目录的新能源汽
车免征车辆购置税。

“如果车辆购置税不再减免，要
促进汽车消费，首先要调整的就是
各地汽车限购政策。”中国汽车流通
协会常务理事贾新光提供的一份数
据显示，由于全国 7 个城市和海南
省限购，导致每年汽车销量减少
200 万辆左右，这一数字约占全国
汽车年销量的8%。不少业内人士也
认为，汽车限购政策可以根据各地
实际情况作出更为灵活的安排。

“实话讲，全面刺激政策我们不
想要，今天多卖了车，属提前消
费，对于企业可持续发展没有好
处，我们更期待政策能给市场和企
业一个稳定的预期。”东风本田汽车
有限公司执行副总经理郑纯楷在接
受经济日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我们
希望国六排放标准实施的区域和时
机能尽快明确，也最好有一定延
期，避免客户观望等待；新能源汽
车‘双积分’政策，积分比例增长
应循序渐进，符合企业技术进步规
律，提升太快，如果大家都做不
到，就没有意义，反过来又会影响
政策的严肃性。”

长期稳定的政策才能真正有利
于产业健康发展。中汽协副秘书长
师建华表示，“无论是减税，还是下
乡，或者其他，车市都欢迎长期有
效的激励政策，促进长期制约产业
发展深层次问题的解决，最好不要
出短期的、可能引起市场波动的刺
激政策。”

期待对路措施

激发市场潜力
本报记者 杨忠阳

日前，全球首卷2000MPa
（兆帕）级薄板坯流程热成型汽
车钢在河钢唐钢成功下线。这
是目前世界上利用薄板坯连铸
连轧工艺生产的最高强度级别
钢种，堪称钢铁制造业“皇冠上
的明珠”。这一品种的诞生，为
河北钢铁抢占高端汽车钢市场
增添了重要砝码。

作为国内第一钢铁大省，
近年来河北省持续引导现有钢
铁企业转型升级，在加快退出
落后产能的同时，以创新为动
力，不断提升高技术含量、高附
加值产品比例，优势产能得到
了有效发挥，企业市场竞争力
不断增强。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让企
业摒弃规模导向，把精力更多
地放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上。”
河钢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于
勇说，该集团正加快由生产产
品向提供钢铁材料解决方案
转变。从 2014 年到 2017 年，
河钢品种钢比例由 29%提升到 65%，以汽车用钢为代表
的高端产品从 438 万吨增长到 1600 万吨，增幅达 265%。
2018年，河钢集团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品种钢比例将突
破 70%。在 2018 年通车的港珠澳大桥上，河钢集团就供
应高强钢 24 万吨，全部用于海底隧道、桥梁基础、钢箱梁
承重等核心关键部位。

2018 年 11 月 6 日，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
河钢集团分别与三家世界一流企业普锐特冶金技术有限
公司、西门子公司和 FMG 公司签署合作协议，共同开展
新技术、新产品研发。为什么国际顶尖钢铁企业纷纷联
手河北钢铁企业？这说明，河北钢铁企业无论生产科研，
还是质量管理已经接近国际一流水平。

不久前，冶金工业质量经营联盟公布了 2018 年度
“冶金行业品质卓越产品”名单，河钢集团有 9 项产品榜
上有名。据悉，该奖项设置以来，河钢已有 71 项产品获
此荣誉。

不仅如此，首钢迁安钢厂生产的硅钢，邢台钢铁公司
生产的重熔钢、拉线钢等产品质量都在国际国内一线市
场处于一流水平。

数据显示，2018年前三季度，河北省钢铁行业主营收
入完成 8651.72 亿元，同比增长 12.87%，占全省工业主营
业务收入的 28.73%；钢铁行业利润完成 713.51 亿元，同
比增长 54.95%，占全省工业利润的 37.73%，吨钢利润达
406元……河北钢铁正朝着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前行。

本版编辑 王薇薇 杜 铭

我国将制定出台稳住家电产品消
费措施的消息一出，引发了业内普遍
关注，家电企业的信心得到提振。

“政策的推出有望带动行业发
展，并给消费者带来实惠。”奥维云
网副总裁董敏表示，家电行业面临着

“失速”挑战。实际上，中国消费者
收入和购买力持续增加，各种新技术
应用为家电结构升级提供了支撑。可
以说，目前家电内需市场的表现与产
品升级、居民收入增长态势是相背
离的。

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我国经
济面临下行压力，家电市场表现欠
佳。工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
1 月份至 9 月份，家电行业产销率为
96.6%，同比下降 1.5%；9 月份，家电
行 业 产 销 率 为 96.8% ，同 比 减 少
2.2%。据奥维云网监测，2018 年

“双11”促销未能有效提振彩电销售，
彩电市场三周累计零售量仅为360万
台，同比下降8.4%，零售额121亿元，
同比下降22.1%，创下新低。

“新的一年，即将出台促进家电
消费相关政策措施，这无疑是一大利
好消息。”康佳集团负责人表示，在
2018 年彩电行业整体步入“寒冬”
的情况下，得益于转型升级战略顺利

实施，康佳集团业绩实现了逆势增
长。康佳有信心在未来2年至3年保
持 30%以上年复合增速。但是，整
个家电行业下行态势的不利影响也是
客观存在的。康佳将在第一时间响应
国家政策，推出一系列更加优秀的创
新产品，服务广大消费者。

前些年，我国曾接连推出家电下
乡、以旧换新、节能惠民工程等促进
家电消费政策，为扩大内需发挥了积
极作用。目前，距离上一轮政策退出
已有6年，促进家电消费政策再度提
上日程，恰与大家电更新换代周期相
吻合，也让业界人士抱有新的期待。

创维有关人士认为，尽管新政策
措施尚未出台，但从以往实施家电下
乡等政策的效果来看，做到了正规企
业受益、广大消费者受惠，促进了技
术创新和结构调整，山寨产品市场被
大大压缩，相信新政策同样能实现
多赢。

当前，国家稳住家电产品消费，
有利于中国家电品牌巩固主场优势，
更有底气地“走出去”，在海外市场
赢得更大发展。创维近日宣布，依靠
多年积累的全球领先技术与制造能
力，在全球推进高端品牌战略，以高
端系列产品抢占全球高端电视市场。

长虹有关人士分析认为，由于大
量家电到了更新换代期，促进家电消
费的新政策可能涉及以旧换新，品牌
产品力强、具有家电回收资质的企业
将处于有利位置。长虹集团已与阿里
巴巴、闲鱼、花呗达成合作，启动

“焕新2019”以旧换新活动，积极响
应国家节能减排、资源回收政策。

有关行业专家表示，新政策促进
消费升级、绿色消费的概率很大，侧
重点或与上一轮政策不同，并非简单
大面积刺激需求，而是着力创新技术
产品，通过政策推动以及引导产业结
构升级，从而刺激创新驱动。

“企业要抓住机会，在产品升级
方面抓住用户痛点，避免冗余功能简
单叠加，并结合 IOT、新型显示、
5G 等技术，完成自身升级。”董
敏说。

河钢集团石家庄钢铁公司锯切工李小会（右二）给刚从
生产线上切下来的钢棒称重。

新华社记者 殷博古摄

11月月1010日日，，观众在海口国际新能源汽车展上观看新能源车观众在海口国际新能源汽车展上观看新能源车。。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杨冠宇杨冠宇摄摄

20182018年年1111月月66日日，，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观众在了解一种可以观众在了解一种可以
防烫伤的智能熨斗防烫伤的智能熨斗。。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王建华王建华摄摄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
关于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

监管局受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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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监督管理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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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常熟支行

Mizuho Bank (China), Ltd. Changshu Sub-Branch

机构编码：B0071S232050002

许可证流水号：00581040

批准成立日期：2014年04月21日

住所：江苏省常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东南大道33

号科创大厦701-704室

邮编：215500

电话：0512-67336888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

发证日期：2018年12月24日

附件 标的资产清单：
债权标的资产清单（单位：人民币 元）

1、借款人：深圳市天绮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借

款合同编号及名称：宝银（2017）年【金融创新部】流

资借字第178905D2100033号、178905D2100034

号、178905D2100036 号、178905D2100039 号、

178905D2100044 号 、178905D2100048 号 、

178905D2100051号、178905D2100053号《人民币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公司类）》；担保人：深圳市中海

鑫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市保千里电子有限公

司、深圳市图雅丽特种技术有限公司、庄敏；担保合

同名称：最高额保证合同（公司类）、个人最高额保

证合同；基准日债权余额：42,534,386.60元[本金

余额：40,000,000.00元、利息（含罚息、违约金）余

额：2,534,386.60元]。

2、借款人：深圳市中海鑫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及名称：宝银（2017）年【金融创新部】

流资借字第178905D2100031号、178905D2100032

号、178905D2100037 号、178905D2100038 号、

178905D2100045 号 、178905D2100047 号 、

178905D2100050号、178905D2100052号《人民币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公司类）》；担保人：深圳市中

海鑫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市保千里电子有

限公司、深圳市图雅丽特种技术有限公司、庄敏；

担保合同名称：最高额保证合同（公司类）、最高额

抵押合同、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基准日债权余额：

42,525,309.78元[本金余额：40,000,000.00元、利

息（含罚息、违约金）余额：2,525,309.78元]。

3、借款人：深圳市晶锐显科技有限公司，借款合

同编号及名称：宝银（2017）年【金融创新部】代银承

协字第170106201002049332号《代理银行承兑汇

票业务承兑协议》；担保人：深圳市同威盛世科技有

限公司、深圳市保千里电子有限公司、深圳市图雅丽

特种技术有限公司、庄敏；担保合同名称：最高额保

证合同（公司类）、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基准日债权

余额：38,951,607.58元[本金余额：34,865,528.26

元、利息（含罚息、违约金）余额：4,086,079.32元]。

4、借款人：深圳市同威盛世科技有限公司，借款
合同编号及名称：宝银（2017）年【金融创新部】代银
承协字第170106201002049332号《代理银行承兑
汇票业务承兑协议》；担保人：深圳市晶锐显科技有
限公司、深圳市保千里电子有限公司、深圳市图雅丽
特种技术有限公司、庄敏；担保合同名称：最高额保
证合同（公司类）、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基准日债权
余额：38,951,770.48元[本金余额：34,865,674.10
元、利息（含罚息、违约金）余额：4,086,096.38元]。

5、借款人：深圳市睿盟贸易有限公司，借款合同
编号及名称：宝银（2017）年【金融创新部】代银承协
字第170106201002049332号《代理银行承兑汇票
业务承兑协议》；担保人：深圳志豪供应链有限公司、
深圳市保千里电子有限公司、深圳市图雅丽特种技
术有限公司、庄敏；担保合同名称：最高额保证合同

（公司类）、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基准日债权余额：
38,473,464.18元[本金余额：34,437,575.98元、利
息（含罚息、违约金）余额：4,035,888.20元]。

6、借款人：深圳志豪供应链有限公司，借款合同
编号及名称：宝银（2017）年【金融创新部】代银承协
字第170106201002049050号《代理银行承兑汇票
业务承兑协议》；担保人：深圳市睿盟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市保千里电子有限公司、深圳市图雅丽特种技
术有限公司、庄敏；担保合同名称：最高额保证合同

（公司类）、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基准日债权余额：
38,788,666.69元[本金余额：34,696,902.11元、利
息（含罚息、违约金）余额：4,091,764.58元]。

7、借款人：深圳市中海鑫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及名称：宝银（2017）年【金融创新部】
银承协字第178905E1100023号《银行承兑汇票协
议》；担保人：深圳市中海鑫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保千里电子有限公司、深圳市图雅丽特种
技术有限公司、庄敏；担保合同名称：最高额保证
合同（公司类）、最高额抵押合同、个人最高额保证
合同；基准日债权余额：38,650,981.04 元[本金余
额：34,574,458.95元、利息（含罚息、违约金）余额：

4,076,522.09元]。

深圳南山宝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深圳市招商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深圳南山宝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生银

行”）与深圳市招商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招商平
安”）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宝生银行已将其对公告标的资产清单所
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包
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及转让方
已经缴纳的诉讼费、保全费等），依法转让给招商平安。宝生银行与
招商平安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招商平安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标的资产清
单（附件）中的全体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招商平

安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
责任。

注：1、截至2018 年11 月16 日，标的资产的债权本息合计为
人民币贰亿柒仟捌佰捌拾柒万陆仟壹佰捌拾陆元叁角伍分

（￥278,876,186.35），其中本金为贰亿伍仟叁佰肆拾肆万零壹佰叁
拾玖元肆角（￥253,440,139.40），利息（含罚息）为贰仟伍佰肆拾
叁万陆仟零肆拾陆元玖角伍分（￥25,436,046.95），具体情况详见
附件。

2、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

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向
招商平安履行义务或履行清偿责任。

3、招商平安联系人：李睿阳 联系电话：18688835806
联系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后海滨路中海油大厦B座40楼
特此公告。

深圳南山宝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招商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二〇一九年一月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