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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发布厅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通州区新华支行
机构编码：B0018S211000191
许可证流水号：00592632
批准成立日期：1998年12月02日
住所：北京市通州区新华西街57号
发证日期：2020年04月01日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通州区中仓支行
机构编码：B0018S211000193
许可证流水号：00592633
批准成立日期：1995年12月30日
住所：北京市通州区车站路28号
发证日期：2020年04月01日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通州区支行
机构编码：B0018M211000006
许可证流水号：00592634
批准成立日期：1995年08月30日
住所：北京市通州区运河西大街174号
发证日期：2020年04月01日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大兴区支行
机构编码：B0018M211000007

许可证流水号：00592630
批准成立日期：1995年08月30日
住所：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兴丰大街三段88号
发证日期：2020年04月01日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通州区分行
简称：华夏银行北京通州分行
机构编码：B0008B211000002
许可证流水号：00592615
批准成立日期：2020年01月16日
住所：北京市通州区新华东街11号院2号楼三层3001室
发证日期：2020年01月19日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昌平支行
简称：华夏银行北京昌平支行
机构编码：B0008S211000082
许可证流水号：00592567
批准成立日期：2019年10月09日
住所：北京市昌平区鼓楼南街37号北侧1、2层
发证日期：2019年10月16日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
关于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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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监管局批准，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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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现予以公告：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www.
cbrc.gov.cn)查询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沿海赛洛城社区
支行
机构编码：B0008S211000062
许可证流水号：00590982
批准成立日期：2015年02月03日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百子湾东里226号楼1
层107号
批准终止营业时间：2019年4月23日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公主坟支行
机构编码：B0008S211000015
许可证流水号：00068747
批准成立日期：2004年06月07日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甲14号楼华鹰大
厦G座
批准终止营业时间：2019年4月23日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阜外支行
机构编码：B0008S211000025
许可证流水号：00068757
批准成立日期：2004年03月29日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4号泰阳大
厦

批准终止营业时间：2019年3月12日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远洋山水社区
支行
机构编码：B0008S211000065
许可证流水号：00591030
批准成立日期：2015年03月09日
住所：北京市石景山区玉泉西里二区36号楼
1层商业07
批准终止营业时间：2019年7月16日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万年花城社区
支行
机构编码：B0008S211000060
许可证流水号：00590912
批准成立日期：2014年12月25日
住所：北京市丰台区万芳园一区18号楼1层
03单元商业01号
批准终止营业时间：2019年4月23日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东恒时代社区
支行
机构编码：B0008S211000063

许可证流水号：00590983
批准成立日期：2015年02月03日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十里堡甲3号院17楼1
层0103号
批准终止营业时间：2019年4月23日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旭辉奥都社区
支行
机构编码：B0008S211000068
许可证流水号：00591630
批准成立日期：2015年08月31日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锦芳路1号院6号楼1层
14
批准终止营业时间：2019年7月16日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青年汇社区
支行
机构编码：B0008S211000066
许可证流水号：00591029
批准成立日期：2015年03月09日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甘露园中里13号楼1层
3单元103
批准终止营业时间：2019年4月23日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
关于银行业金融机构终止营业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批准予以终止营业，注销《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
以公告：

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新闻发布会回应社会关切——

有信心有能力有条件克服眼前困难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顾 阳

4月20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新
闻发布会，就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
的热点话题，回应了社会关切。

今年一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下
降6.8%，为1992年有季度统计以来的首
次负增长。对此，国家发展改革委国民
经济综合司司长严鹏程表示，分析当前
经济形势，要放在百年不遇疫情冲击的
大背景下综合衡量。一季度经济下行并
非中国经济发展基本面的正常反映，而
是突发严重事件带来的结果。

新冠肺炎疫情给各国经济社会正常
运行带来重大影响，也给我国发展带来
前所未有的冲击。在党中央坚强领导

下，我国迅速果断采取超常规防控举措，
在较短时间内阻断了本土疫情传播，有
力保障了14亿人的基本生活，保持了社
会秩序安全稳定。

“中国经济经受住了疫情带来的空
前考验。”严鹏程表示，目前各地在做好
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同时，正有序推进复
工复产、复商复市进程。从3月份以来
的情况看，各项经济指标正在逐步好转。

严鹏程说：“依托强大国内市场支
撑，通过宏观政策对冲，畅通经济循环，
发挥各类市场主体作用，我们完全有信
心、有能力、有条件克服眼前的困难，推
动经济发展尽快恢复到正常轨道，完成

好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这是基
于我国强大国内市场以及宏观对冲政策
仍有较大发力空间而作出的判断。”

不过，严鹏程也指出，受境外疫情
“二次冲击”影响，国内供需循环尚未完
全畅通，一些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生
产经营仍面临较大困难，一些个体工商
户停业歇业问题还比较突出。

为应对疫情影响，前一阶段，各地区
各部门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
在帮扶企业、稳定就业、扩大内需等方面
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举措，为保基本、
稳大局发挥了积极作用。

严鹏程表示，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

前提下，党中央、国务院作出明确部署，
在加大“六稳”工作力度、稳住经济基本
盘的基础上，在财政金融、投资消费、就
业民生等方面，将抓紧推出一批更有力
度、更有针对性的政策举措，以更大的宏
观政策力度对冲疫情影响，努力保持经
济平稳运行。下一步，一是抓复产达产，
二是抓宏观政策对冲，三是抓扩大内需，
四是抓企业帮扶，五是抓就业民生。

“总体看，我国宏观政策空间十分充
足。我们将密切跟踪国内外经济形势发
展变化，加强经济监测预测预警，根据全
球疫情变化和我国经济运行情况，适时
对宏观政策进行调整完善。”严鹏程说。

4月20日，农业农村部发布了一季度农
业经济数据。农业农村部负责人介绍，今年
以来，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各地全力做好“菜
篮子”产品稳产保供，不误农时抓好春季农业
生产，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应充足、市场稳
定，农村生产生活正常秩序加快恢复，农业农
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向好。

夏收粮油长势较好，春播进展顺利。农
业农村部组织开展“奋战100天夺夏粮丰收
行动”，着力打牢夏粮丰收基础。今年小麦面
积基本稳定，目前多处于孕穗抽穗期，长势好
于去年和常年。今年早籼稻与中晚籼稻最低
收购价提高，财政加大对双季稻主产区的支
持力度，调动了早稻种植积极性。目前早稻
育秧基本结束，大田播栽过七成，预计有望遏
制连续7年面积下滑的势头。

生猪生产持续恢复，家禽、水产生产形势
明显好转。在政策激励与市场拉动的双重作
用下，生猪生产延续去年10月份以来持续恢
复向好态势。据统计，一季度末生猪存栏
32120万头，比去年四季度末增长了3.5%，
其中能繁母猪存栏 3381 万头，增长了
9.8%。受前期产能下降较多影响，猪肉产量
同比下降，由于消费也有所下降，猪肉供需偏
紧态势有所缓解、价格回落。家禽产销秩序
基本恢复，禽蛋产量同比增长4.3%。水产品
生产加快恢复，长江流域以南地区投苗面积
达5500多万亩，渔船出海捕捞作业数量基本
达到往年同期水平。

粮油价格保持稳定，“菜篮子”产品价格逐
步回落。粮油及成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保持
稳定，百姓米面无忧、副食充足。据农业农村
部300个价格网点县监测，3月份，稻谷、小麦、
玉米3种粮食集贸市场月均价每百斤120.77元，同比基本持平。肉蛋、蔬菜、
水果等农副产品供应增加，价格总体回落。3月份猪肉价格环比下降6.9%，4
月上旬猪肉集贸市场均价每公斤53.84元，已连续7周下降，降幅累计达到
9%；主产省份鸡蛋均价每公斤6.77元，同比下降8.3%；28种蔬菜和6种水果
批发市场均价分别为每公斤4.49元和5.88元，同比分别下降3%和3.8%。

“一季度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有效发挥了压舱石作用。但也要
看到，小麦条锈病等病虫害偏重发生，新冠肺炎疫情对农民收入影响较大，
国际上疫情扩散蔓延导致农产品进出口的不确定性增加，需要采取有力措
施应对。”农业农村部负责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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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季度全国财政收入45984亿元，同比下降14.3%——

二季度税收收入降幅将逐步收窄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曾金华

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多重因素

叠加影响，今年一季度全国财政

收入明显下降。展望二季度，受

国际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形势发展

变化影响，财政收入仍将呈下降

态势。但随着我国生产生活秩序

加快恢复，复工复产正在逐步接

近或达到正常水平，财政收入降

幅将会逐步收窄。

4月20日，财政部举行一季度财政
收支情况新闻发布会。统计显示，一季
度，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5984亿元，
同比下降14.3%；支出55284亿元，同比
下降5.7%。

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预计二季
度财政收入仍呈下降态势，但随着我国
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财政收入降幅
会逐步收窄。

多重因素叠加导致收入下降

据统计，一季度累计，全国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45984亿元，同比下降14.3%。
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1157亿元，
同比下降16.5%；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
收入24827亿元，同比下降12.3%。全国
税收收入39029亿元，同比下降16.4%；非
税收入6955亿元，同比增长0.1%。

“全国财政收入下降受多重因素叠
加影响。”财政部国库支付中心主任刘金
云分析，一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税基
减少，以及为支持疫情防控保供、企业纾
困和复工复产采取减免税、缓税等措施，
拉低全国财政收入增幅约10个百分点；
二是巩固减税降费成效，增值税翘尾减

收效果持续释放，拉低全国财政收入增
幅约5个百分点；三是上年末延至今年
初缴纳入库的税收收入同比减少。

由于多数税种根据上月情况申报纳
税，新冠肺炎疫情对财政收入的影响从2
月份开始明显显现，3月份有所扩大，1
月份至3月份各月全国财政收入分别下
降3.9%、21.4%、26.1%。

值得关注的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较大的行业税收降幅较大。分行业
看，一季度，住宿餐饮、交通运输业、文化
体育与娱乐业税收分别下降 33.2%、
27%和19.6%。

疫情发生以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
有针对性的减税降费政策，有力支持疫
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帮助各类企业特别
是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财政部税政司
副司长陈东浩表示：“下一步，将会同有
关部门继续落实落细已出台的减税降费
政策措施。同时，密切跟踪疫情与宏观
经济形势变化，进一步研究完善税费政
策措施。”

“展望二季度，受国际国内新冠肺炎
疫情形势发展变化影响，财政收入仍呈
下降态势。但随着我国生产生活秩序加
快恢复，复工复产正在逐步接近或达到

正常水平，财政收入降幅会逐步收窄。”
刘金云说。

已安排防控资金1452亿元

财政部社保司副司长王新祥介绍，
截至4月19日，各级财政共安排疫情防
控资金1452亿元，各地疫情防控经费得
到较好保障。

“为支持疫情防控，尤其是保障人民
群众生命健康，财政部会同相关部门出
台了关于患者救治费用补助、一线医务
人员临时性工作补助等一系列政策措
施。”王新祥说。

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形势逐步好转，
财政部在继续抓好疫情防控相关工作的
同时，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重点工作，全面支持复工复产，出台了
减税降费、财政贴息、政府兜底采购收
储、促进就业等方面的政策。

“为帮助各地做好困难群众兜底保
障工作，同时落实好国务院关于阶段性
加大价格临时补贴力度的要求，财政部
进一步加大对困难群众的保障力度。”王
新祥表示，截至目前，中央财政累计下达
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1560亿元，已超

过去年的实际执行数，积极支持各地切
实保障好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

“受疫情影响，一些地方基层保基本
民生、保工资、保运转面临较大压力。但
疫情的影响是阶段性的，随着疫情得到
有效控制，企业加快复工复产，经济社会
发展各项工作走上正轨，财政收入回归
正常，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的压
力也将逐步减轻。”财政部预算司一级巡
视员王克冰说。

据悉，在去年四季度已提前下达转
移支付6.1万亿元的基础上，今年以来预
拨均衡性转移支付700亿元、县级基本
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406亿元，增强
地方财政经费保障能力，支持地方做好
疫情防控和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
工作。同时，下达部分中央基建投资、促
进企业复工复产等方面的资金，促进经
济社会平稳发展。

近期再下达1万亿专项债额度

财政部前期提前下达了2020年部
分新增地方政府债券额度18480亿元，
地方债发行使用情况备受关注。

在回答经济日报记者相关提问时，
王克冰表示，截至4月15日，全国各地发
行新增地方政府债券15691亿元，占提
前下达额度的85%。其中，发行一般债
券 4624 亿元、占 83%，发行专项债券
11607亿元、占90%。

统计显示，今年以来地方债发行规
模大、进度快。截至4月15日，全国新增
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规模同比增长26%。
北京、天津、辽宁、安徽、福建等15个地
区已全部完成提前下达新增地方政府债
务限额发行工作。

地方债顺利发行使用，有效带动扩
大投资。截至4月15日，各地发行新增
专项债券11607亿元，主要用于新建和
在建项目建设。

“按照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经履行
法定程序，近期拟再提前下达1万亿元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额度。”王克冰表示，
目前正指导各地尽快将专项债券额度对
应到具体项目，组织做好债券发行准备
工作，力争5月底发行完毕。

本报讯 记者周骁骏 童政报道：近日，广西南宁市印发《南宁国家物
流枢纽建设实施方案（2020—2025年）》。南宁市将集中力量有序推进国家
物流枢纽建设，力争2020年基本建成南宁陆港型国家物流枢纽。

据了解，《实施方案》设定2020年、2025年两个时间节点目标，以及建
设陆港型、商贸服务型、生产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的3个分目标。

围绕发展目标，《实施方案》明确要大力构建以南宁为中心的“南向、北
联、东融、西合”的物流大通道，强化与其他城市的合作，打造功能健全的物流
网络，搭建互联共享的物流信息平台，大力发展多式联运促进运输方式有效衔
接。扶持培育本土物流和快递龙头企业，引进知名物流企业在南宁落地投资。

南宁国家物流枢纽建设方案印发

包头签约31个重点招商引资项目
本报讯 记者余健报道：4月20日，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招商引资网络

直播推介会暨重点项目集中签约仪式举行。
推介会上，包头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通过网络平台发布的形式介绍了

包头市投资环境和重点招商引资项目。活动现场，集中签约了《年产15万
吨螺旋焊管项目》《千吨级原位功能化石墨烯粉体项目》等31个重点招商引
资项目，涉及12个合作领域，总投资595.5亿元。

永定河下游生态补水全面启动
本报北京4月20日讯 记者吉蕾蕾报道：4月20日8时，官厅水库正

式开闸放水，将向下游永定河流域北京段生态补水2.6亿立方米。本次补
水后，断流25年的永定河平原南段有望通水。这也意味着，京津冀晋四省
市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合作取得实质性进展和成效，实现永定河综合治
理与生态修复的第一阶段目标。

当前，“投资主体一体化带动流域治理一体化”的体制机制创新，在永定
河流域正发挥越来越显著的作用。永定河流域投资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表
示，为实现2020年生态补水目标，京津冀晋四省市在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
会统筹协调下，开创了全流域生态治理的全新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