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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深一度

上海：降成本招招打在“七寸”上
本报记者 李治国

瞄得准才能击得中

强化有效金融供给 服务企业复工复产 ③

□ 陆 敏

□ 上海地区多家银行承诺，目前运用再贷款专用额度资金发放的支农

贷款、小微企业贷款利率低于4.55%。

□ 上海市经信委聚焦“专精特新”企业，推出“千家百亿信用担保融资计

划”，截至今年3月底，累计发放信用贷款2806户394亿元。

各省份一季度经济运行成绩单亮相——

湖北领跌 西藏独秀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林火灿

数据显示，在31个省区市中，除西藏外，其余30个省区市一季度生产总值增速均

同比下降。不过，随着复工复产复市加快推进，工业生产明显恢复，工业经济呈现出积

极向好态势。同时，一季度经济运行中的新兴动能继续累积，并释放出了较强活力，为

经济高质量发展开拓了新空间——

企业融资成本如何降？上海市做
出了积极的探索。举措主要包括，一
是鼓励银行等金融机构减费让利。明
确的数据指标，让各家银行在执行过
程中有“据”可依。二是从制度设计
上着力，让企业享受制度红利。通过
制度设计，让政府有关部门牵头搭平
台，有助于信贷供需双方建立信任关
系，消除信息不对称。三是通过金融
制度创新促融资成本下降。

三类举措从不同层面发力，措施
针对性更强，精准度更高，实际效果
也更好。根据上海市银保监局最新统
计，截至一季度末，辖内小微企业贷
款余额 1.31 万亿元，其中单户授信
1000万元以下的小微贷款余额3860.9
亿元，同比增长23.41%。

在贷款总量增加的同时，进一步
推动企业融资成本下降，有助于提高

信贷资金的使用效率，减轻信贷供需
双方的资金压力。

眼下，不少企业遇到经营困难，需
要信贷资金支持。各地各部门也在推
出各项举措，推动企业融资成本进一
步下降。要通过金融改革，创新金融
产品来提高资金支持企业的精准度。
同时，各方出台的政策举措，还需要形
成合力，实现政策效能的最大化。

实际上，目前不少企业面临的不
仅仅是资金问题，一些线下门店客流
大幅减少，商品卖不出去，上游材料
成本上涨等诸多问题，与企业经营模
式不适应新的消费需求有关。这类企
业的困难可能不仅是一时的，企业发
展模式不变，仅靠银行资金支持也无
法支撑太久。对于这类企业，银行要
注意甄别，好钢用在刀刃上，避免信
贷资金流入僵尸企业。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态势逐渐平稳，
上海全市正在精准有序推动复工复产
复市，持续打出金融“组合拳”，努力降
低企业融资成本。

日前，金融委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
（上海市）印发意见提出，积极落实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LPR）改革，推动金融机
构加快存量浮动利率企业贷款定价基
准转换，适当向实体经济让利，促进企
业综合融资成本下行。

早在3月初，上海银行、上海农
商银行、上海华瑞银行及14家上海地
区村镇银行就承诺，按照风险自担原
则，合理确定再贷款专用额度资金发
放的支农贷款、小微企业贷款利率，
贷款利率低于最近的1年期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LPR）加50个基点，即目
前运用再贷款专用额度资金发放的支
农贷款、小微企业贷款利率低于
4.55%。值得注意的是，人民银行相
关政策规定，银行相关贷款利率应

“不高于”4.55%，“不高于”和“低
于”，两字之差，体现了上海银行业的
主动作为和担当。

在鼓励银行减免利息方面，上海银
保监局鼓励在沪银行机构制定相关细
则，在自身能力可承受的范围内，为受疫
情影响较大的企业和个人贷款减免一定
期限利息，从而减轻其资金成本负担。

与此同时，上海致力于金融制度创
新，在制度设计上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前不久，上海市委统战部举办“发挥行
业协会商会作用，建立‘政会银企’四方
合作机制”专题会。首批参与合作机制
的77个行业协会商会、7家试点银行签
约。“四方合作机制为我们做好民营企
业和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提供了重要
载体。”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行长赵蓉
表示，将继续配置10亿元专项贷款额
度，提供积极的金融支持。

融资担保也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上海市财政局二级巡视员、上海市
中小微企业政策性融资担保基金管理
中心主任卢华表示,疫情发生以来，担
保中心通过增规模、降低担保费率等措

施，确保2020年新增政策性融资担保
规模达到250亿元以上。截至目前，已
享受优惠担保费的项目有1503笔，担
保贷款额41.53亿元。

上海市经信委主任吴金城表示，为
进一步缓解融资难融资贵，上海推动中
小企业信用贷款。聚焦“专精特新”企
业，推出“千家百亿信用担保融资计
划”，截至今年3月底，累计发放信用贷

款2806户394亿元。
同时，为了进一步降低融资成本，对

银行承担的抵押登记费等附加费用，以
及担保机构开展小微企业担保业务、首
贷担保、中长期贷款担保给予奖补，特别
是对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三大
领域中小企业实现了零保费。在一系列

“组合拳”助力下，上海各类企业主体正
逐步恢复生机。

近期，各地陆续公布了今年一季度经济运
行成绩单。记者梳理发现，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一季度30个省区市经济运行比去年同期出
现不同幅度的下降；西藏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1.0%，是唯一正增长省份。

与此同时，随着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复
工复产复市加快推进，主要领域逐步恢复，部分
经济指标较前两个月明显回升，新动能加速
释放。

经济增速下降

受疫情冲击，一季度，我国 GDP 为
2065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同期
下降6.8%。

“一季度经济下行并非中国经济发展基本
面的正常反应，而是突发严重事件带来的结
果。”国家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司长严
鹏程表示，疫情严重抑制了正常的经济活动，
世界多国经济已出现停摆半停摆状态，国际经
贸往来几近停顿。疫情期间的经济运行与正常
生产生活秩序下的经济运行不具可比性。

在31个省区市中，除西藏外，其余30个
省区市一季度GDP增速均同比下降。其中，
26个省区市同比降幅小于全国6.8%的降幅；
湖北同比下降39.2%，创下最大降幅；天津同
比下降9.5%，黑龙江同比下降8.3%，辽宁同
比下降7.7%，明显大于全国降幅。

湖北是我国中部地区的经济大省，2019
年经济总量在全国排名第七位。因此，湖北经
济增速受疫情防控影响大幅下降，对全国经济
增速形成了明显的下拉作用。

分地区看，在东部地区，北京经济增速
为-6.6%，但工业支柱行业均有好转，服务业
中金融、信息行业优势地位凸显，投资降幅也
在逐步收窄。天津第二产业同比下降17.7%，
受此拖累，经济增速同比下降9.5%。上海同
比下降6.7%，其中第二产业下降18.1%，第三
产业下降2.7%，但第三产业行业内部走势出
现分化，部分行业形成有力支撑。

在中部6省份中，除湖北外，其余5省份
降幅均小于全国同比降幅。其中，湖南经济运
行总体上保持稳定和逐步恢复态势，一季度同
比下降1.9%，降幅小于其他省份。河南降幅
为 6.7%，安徽降幅为 6.5%，山西降幅为
4.6%，江西降幅为3.8%。

在西部省份中，曾经连续37个季度增速
领跑全国的贵州省，一季度增速为-1.9%，虽
然出现负增长，但增速位次仍然靠前，表明贵
州内生动力明显增强，抗风险能力提升。新疆
同比下降0.2%，降幅在西部地区最小；重庆
同比下降6.5%，降幅在西部地区最大。

在东北三省中，吉林的经济增速同比下
降6.6%，降幅比全国水平略窄。

工业生产恢复

随着疫情防控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并持续
巩固，企业复工复产不断加快。特别是3月份
以来，工业生产明显恢复，一些地区、行业、
产品增速由负转正，工业经济呈现出积极向好
态势。

北京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已基本复工，工
业支柱行业均有好转。全市一季度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降幅比1月至2月收窄1.5个百分点。

天津市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
比下降14.8%，其中基础设施投资下降2.7%，降
幅比1月至2月收窄2.8个百分点。基础设施重

点项目陆续复工，带动交通运输和邮政业投资
增长。

江苏省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
降7.8%，降幅比1月至2月收窄9.3个百分点。
3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正增长，增速为
5%，比1月至2月提高22.1个百分点。其中，3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有六成行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

在福建，3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
比增速也实现了由负转正，同比增长3.6%，比前
2个月明显好转。分行业看，38个工业大类行业
中，较1月至2月回升的行业达34个，提升面达
89.5%。

“疫情只会影响经济运行节奏，不会改变
经济运行趋势。”江西省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
统计处处长康冬明介绍说，疫情期间，部分行
业经受住了冲击，如金融业、非营利性服务
业、医护物资相关制造业等。随着复工复产的
提速扩面，生产、消费、投资、物流已基本趋
于常态。

内蒙古自治区统计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
夏荣华表示，3月份，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开
工复产户数比2月份增加463户，工业产出规模
已达到去年同期水平，3月份全区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 0.1%。工业生产得到有序
恢复。

青海统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在全国经济
逐步向好的带动、支撑、辐射作用下，以及青海
生产活动黄金季节的到来，全省企业生产经营
将全面恢复，市场活力将逐步提升，总体经济将
恢复平稳健康发展态势。

新兴动能蓄力

“尽管疫情冲击较大，但是新动能较快成长
的态势没有改变。”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毛盛
勇此前表示，目前，整个产业的生产能力包括配
套能力得到了很好发挥，产业没有受到大的影
响，以新产业、新产品和新商业模式为代表的新
动能逆势增长。

从各地披露的成绩单看，一季度经济运行
中的新兴动能继续累积，并释放出了较强活力，
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开拓了新空间。

在北京，高精尖领域正在加快复苏。一季

度，全市高技术制造业、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在电
子、医药制造业及信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相关
项目带动下，分别增长46.1%和12.9%。工业中
的高技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降幅
分别比1月至2月收窄4.1个和4.4个百分点，收
窄幅度明显大于规模以上工业平均水平。

在福建，线上消费和智能经济较快增长，对
冲了部分负面影响。一季度全省限额以上批发
和零售企业网上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0.9%，占
全省线上零售额的比重为15.8%，占比同比提
高2.7个百分点。部分高技术产品保持增长。
一季度，半导体分立器件、集成电路、单晶硅等
上游高技术产品增速分别为104.9%、12.4%、
11.9%。

在上海，一季度，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比去年同期下降17.4%，但工业战略性新兴产
业总产值同比仅下降3.6%。其中，新一代信息
技术产值增长 15.3%，新能源汽车产值增长
5.7%。智能手机、碳纤维及其复合材料、工业机
器人、集成电路圆片产量分别增长 33.7%、
25.5%、8.9%和7.5%。

在山西，一季度全省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
23.6%，增幅快于全部投资21.1个百分点。疫情
催生网络相关投资成倍增长。全省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2.4倍。其中，
占比75.4%的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投资增长
4.1倍。

在宁夏，一季度，全区煤化工产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 7.2%，比规模以上工业增速高 6.6
个百分点，拉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0.7
个百分点。信息消费释放潜力。1月至2月，
全区电信业务总量增长30.2%，移动互联网接
入流量增长 41.8%，互联网接入用户增长
12.6%。

在贵州，以网络购物、共享平台、远程办公、
在线教育等为代表的消费模式在疫情冲击下逆
势上扬，保持快速增长。前3个月，全省限额以
上企业（单位）网络商品零售额增长44.4%。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司长赵同录表
示，一季度，尽管国民经济受疫情冲击影响出现
负增长，但新兴产业表现活跃，新动能领域仍保
持增长甚至较快增长，显示出强大的活力和动
力，表明整体经济正呈现出恢复势头，中国经济
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发生改变。

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英文名称：Standard Chartered Bank（China）Limited Bei-
jing Branch
机构编码：B0048B211000001
许可证流水号：00592624
批准成立日期：2007年03月20日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1号1幢1单元1101、1201
内1-5、15-16号
发证日期：2020年03月24日

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环球金融中心支行
英文名称：STANDARD CHARTERED BANK (CHINA)
LIMITED BEIJING WORLD FINANCLAL CENTER SUB-
BRANCH
机构编码：B0048S211000012
许可证流水号：00592623
批准成立日期：2020年03月13日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1号1幢01层（01）111单
元
发证日期：2020年03月24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城市副中心分行
简称：华夏银行北京城市副中心分行
机构编码：B0008B211000002
许可证流水号：00592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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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院三层3001室
发证日期：2020年04月17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大兴自贸支行
机构编码：B0002S211000350
许可证流水号：00592674
批准成立日期：1998年12月02日
住所：北京市大兴区礼贤镇小马坊村南200米路东机场征
地拆迁指挥部大楼一层
邮编：102604
电话：010-89277023
发证日期：2020年04月23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阜成门支行
机构编码：B0002S211000089
许可证流水号：00592614
批准成立日期：2004年06月21日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28号楼1层101-01至101-
05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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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10-63134972
发证日期：2020年01月16日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神华支行
简称：平安银行北京神华支行
机构编码：B0014S2110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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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成立日期：2000年09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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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证日期：2019年08月12日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旧宫东路支行
简称：平安银行北京旧宫东路支行
机构编码：B0014S211000075
许可证流水号：00592621
批准成立日期：2020年03月10日
住所：北京市大兴区旧桥路1号院3号楼1至2层106
发证日期：2020年03月18日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十里河支行
简称：平安银行北京十里河支行
机构编码：B0014S211000039
许可证流水号：00592617
批准成立日期：2014年09月17日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周庄山水文园202号楼105
发证日期：2020年03月12日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平谷支行
简称：平安银行北京平谷支行
机构编码：B0014S211000074
许可证流水号：00592595
批准成立日期：2019年12月16日
住所：北京市平谷区迎宾街1号院21号楼
发证日期：2019年12月19日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光彩支行
机构编码：B0152S211000011
许可证流水号：00592592
批准成立日期：2019年12月16日
住所：北京市丰台区光彩路66号院1号楼1至2层01
发证日期：2019年12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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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