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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甘肃陇西至青林
的 7504 次“富民号”列车
上，成筐成筐鲜嫩的大樱桃吸
引了车厢里旅客的眼球。看着
大半筐樱桃被旅客抢购一空，
天水市麦积区渭南镇果农侯进
福露出了满脸笑容。列车长刘
秋梅跟他打趣道：“老侯，你
这不到陇西就卖完了啊，生意
真不错。”侯进福笑着说，这
都得感谢咱们的小慢车啊，坐
着小慢车去卖樱桃，成本低，
收益快，生意红火啊。

这是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
有限公司开行的公益性慢火车
上的一个场景。

侯进福告诉记者，樱桃上
市的时候他每天坐小慢车前往
天水销售，目前樱桃均价一斤
15元，一天按卖出60斤算，
除去吃饭等费用外，一天收入
近800元，乘火车票价便宜还
安全舒适，刮风下雨都不怕，
大大减少了交通成本，自己的
日子也过得有滋有味。

随着脱贫攻坚工作持续深
入，为进一步扩大铁路运输扶
贫辐射面，助力偏远、贫困地
区老百姓脱贫致富，兰州局集
团公司充分发挥运输扶贫的效
力和作用，不断完善公益性

“慢火车”开行方案，按照
“一线一策略”“一车一品牌”
原则，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

“慢火车、优生活”服务品
牌，开行甘肃境内兰州至武威南、长征至白银西、嘉峪关至
敦煌、陇西至青林等方向11对公益性慢火车，以低廉票
价、优质服务和安全便捷为宗旨，有效发挥铁路运输在扶贫
攻坚战中的重要作用，使慢火车真正成为老百姓的“致富
车”“便民车”。

陇西车务段党委书记张琪告诉记者，为了让更多沿线老
百姓分享小慢车交通红利，他们延长了已在天兰线上开行
66年的7504/3次公益性慢火车区段，从陇西开到了天平线
青林站，还在车上提供针线、小剪刀、捆扎绳、胶带等物
品。在车厢打造扶贫文化墙，悬挂帮扶村农特产品照片、电
商二维码。

据介绍，2019年兰州局集团公司开行的11对公益性“慢
火车”累计完成旅客发送量234万人次，日均0.64万人次。

7504/3次列车沿途所经过的武山县、甘谷县、麦积区
均实现脱贫，这与“富民号”公益性小慢车带动沿线经济社
会发展的作用密不可分。兰州局集团公司将继续开好公益性
慢火车，搭起偏远山村与城乡的“连心桥”，跑出乡村振兴
新天地。

“云链通”服务长三角区域产业链
本报记者 李治国

“感谢税务部门牵线搭桥让我们
这么快找到了销路，这在很大程度上
缓解了我们的经营压力，也让我们对
拓展内销有了信心和底气。”财纳福诺
木业（中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春
峰告诉记者，公司是一家位于浙江嘉
善的比利时投资企业，生产的地板主
要销往欧美地区，2019年出口额达17
亿元。今年以来，受到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企业外销基本停滞，急于寻找
国内采购商。经税收大数据匹配，税
务部门为其找到了上海全筑建筑装饰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双方很快达成合
作意愿，目前正就具体项目合作展开
商谈。

如此迅速打开国内销路，背后离不
开税收大数据的支持。据悉，上海青
浦、江苏吴江、浙江嘉善三地税务部门
于今年4月份联合启动了长三角示范

区税收助力打通产业链“云链通”行动，
目的就是要通过一体化运用增值税发
票等大数据，为供需双方搭建产销对接
桥梁，助力企业“全链复工”。

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青浦区税务
局风险管理局局长白金东介绍，长三
角地区经济紧密度高，产业链相对完
整，此次行动主要面向示范区上下游
企业，由税务部门在了解企业实际需
求基础上，依托税收大数据匹配合适
的采购商或供应商，并安排“税务管
家”征询接洽意愿，从而促进产业链
精准对接。

具体而言，三地税务部门通过多
种渠道发布了需求信息调查问卷。企
业可通过扫描二维码，填写在原材
料、运输、用人、销售等方面的困
难。税务部门由此建立“一企一档”
需求清单，每“档”都由专人负责、

定制服务，在接收到需求后迅速、精
准匹配产业链清单，并在4个工作日
内通过电话联系反馈结果。据悉，目
前三地税务部门已为17户企业匹配28
户上下游企业清单，内容涵盖家具、
通讯器材、电线电缆、五金工具等。

“在深挖数据‘金矿’、为长三角
企业寻找产销对接机遇的同时，我们
也在思考如何进一步利用税收大数据
服务企业发展。”在国家税务总局上海
市青浦区税务局局长丰卫东看来，“云
链通”行动是畅通产业链、供应链的
创新之举，也将为提升长三角经济紧
密度和活跃度提供新动能。他表示：

“我们将持续打通长三角示范区产业链
一体化工作机制，尝试打破行政壁
垒，畅通三地产业链，为稳外贸、扩
内需和更好地服务经济发展提供示范
区税务样本。”

山东沂南：精准施策惠企暖企稳企
本报记者 管 斌 通讯员 麻 杰

松山温泉康养小镇总占地面积
5595亩，总投资82.76亿元。项目所
在地山东沂南县立足复工达产加速提
效，打通“堵点”，补上“断点”，畅
通流通，助力企业抢回被新冠肺炎疫
情耽误的时间。

沂南县全面梳理各项惠企政策，
建立惠企政策数据库，主动上门为企
业送政策送服务，打好复工复产“组
合拳”，确保惠企政策落实落地、尽知
尽享。目前，全县已发放贷款 417
笔，共计29.48亿元。设立政企帮扶服
务热线，“一对一”跟踪服务，已解决
企业反映的困难和问题278个，累计
线 上 办 理 95212 件 ， 窗 口 办 理
21473件。

实现达产达效首先需解决“人”的
问题，指导企业落实好员工佩戴口罩、
逢进必查，体温合格、登记信息、错峰就
餐等是沂南众多复工达产企业的标配。

在山东省舜天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车间内，工人正有序工作。“在抓好疫
情防控前提下，舜天化工歇人不停
机，实行24小时生产，确保订单按时
完成。”舜天化工集团董事长岳清渠
说。受疫情影响，不少企业因缺工无
法正常生产。针对这一问题，沂南成
立县、镇、村三级服务队，服务专员
深入各村居、企业，摸清求职愿望和
用工需求，为企业和群众搭建用工平
台，积极开展“就业服务不打烊、网
上招聘不停歇”的线上春风行动，建
立招聘信息动态发布机制，先后帮企
业推送就业岗位6600个。

当地开通了“沂南县职业培训网
络平台”，在线培训5830人，同时协
助企业开展“点对点、门对门”定制
化服务等。“我们采取招聘信息网上发
布，简历网上投递，面试则通过视频
在线开展。”沂南建设工程公司詹经

理说。
沂南不断优化产业结构，补齐短

板，加快形成新的生产力，支持企业
在逆境中迸发活力，顺势推动产品研
发创新，以龙头企业复产带动全产业
链复产。

东岳机械是首家获得“中国驰名
商标”的沂南本土企业。“前期在自动
化设备和数字化系统方面的投入，很
大程度上缓解了疫情带来的招工难
题。企业销售目标不会调整，新订单
已经排到了今年第三季度。”东岳机械
董事长孙春义说。

山东三和玩具股份有限公司是沂
南县出口龙头企业，也是中国目前填
充毛绒玩具最大的生产商之一。“公司
复工带动了上下游10多家企业开工。
一方面是政府帮扶，另一方面也靠企
业自身内生力。”山东三和玩具股份有
限公司经理郭洪鑫说。

国际制造名城广东东莞5月15日举行
了第二季度重大项目集中开工仪式，从5G
智能制造到机器人装备，从新材料到先进医
疗器械……128个项目总投资近659亿元，
引领“东莞制造”加速转型升级步伐。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出口严峻形势难
以在短期内扭转，这让外贸大市东莞意识
到，实现经济复苏，必须释放投资活力。

开工仪式当日，东莞宣布出台《关于强
化投资松绑 加快项目落地 稳定经济增
长的实施意见》（简称“投资松绑30条”）和

“50亿元专项资金方案”，提出从主体、空间、
成本、资金、审批、配置等方面为社会投资松
绑、减负，将东莞打造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投
资热土，形成内外温差，以抵御疫情对经济
的影响。

“云招商”拓展产业链

近日，东莞市启动了“云招商、云问暖”
活动，市委书记梁维东、市长肖亚非分别通
过网络视频对话，向道达尔集团、京东集团、
日本DIC油墨集团等海内外重点客商传达
招商诚意、传递政策礼包，力促项目加快签
约落地。

在此次“投资松绑30条”的政策目标
中：东莞将统筹50平方公里产业用地在全
球招商，重点布局重大创新载体、新兴产业
集群和产业链关键环节，力争到2022年累
计招商引资额超6600亿元，固定资产投资
突破1万亿元。

当前，拓展空间已成为东莞把握湾区机
遇、释放投资活力的突破口。去年东莞获批
建设广东省制造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
实验区之时，就将“拓空间”作为重中之重，
着力解决产业发展空间严重不足的痛点。

“投资松绑30条”实现了“拓空间”举措
升级。除了50平方公里产业用地，东莞还将
从多方面为投资空间松绑，包括配置3000亩
用地支持企业增资扩产，推出100万平方米
低成本产业空间、100万平方米市企联合招
商基地、100万平方米高成长性企业联合体、
100万平方米保税业务高端产业空间。

根据新政策，东莞将启动首批战略性新
兴产业基地建设。东莞市大湾区办专职副

主任任奎介绍，东莞正积极打造全球一流先
进制造中心，探索解决核心技术“卡脖子”问
题的“东莞方案”，促进产业集群发展。为
此，东莞将在全市范围内整合50平方公里
产业用地，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今年
内将整合松山湖东部工业园、银瓶合作创新
区、水乡功能区启动区等连片地块，推出首
批10平方公里面向全球招商，启动首批战
略性新兴产业基地建设。

对于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高成长性企
业，“投资松绑30条”也规划了极具吸引力
的承载空间。东莞市投资促进局副局长陈
顺娇介绍，东莞将在松山湖、水乡等片区试
点推出100万平方米高成长性企业联合体，
以破解其用地难问题。

破解投资落地难题

近日，为推动vivo全球总部项目早日
落地，长安镇委书记叶孔新带领该镇各部门
负责人，前往vivo新工业园，开展现场办

公，针对vivo公司提出的项目道路改造、报
建手续等11项诉求，或现场解决，或由相关
负责人现场“领单”，限期解决。

此次“投资松绑30条”所打造的政策工
具箱，升级了原有降成本、强扶持、优服务的
相关政策，以一套“快准狠猛”的组合拳，破
解当前投资项目落地难问题，打造湾区投资
洼地。

“在降低成本方面，新政对在2020年投
资的项目给予特别优惠。”东莞市政府副秘
书长陈东成介绍，东莞对新投资或增资扩产
项目按综合贡献度今年给予全额奖励扶持，
明年奖励减半；对设备投入给予最高500万
元奖励。

在强化扶持方面，“投资松绑30条”与
“50亿元专项资金方案”衔接，将从银行贷
款、融资租赁等方面为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企
业“输血”，解决惠企“最后一百米”问题。

在优化服务方面，东莞也推出了多项创
新举措，在行政审批、事权下放以及中介管
理等方面为投资项目提速。

强产业培育新动能

随着东莞新一批128个项目集中开工，
曾经的“世界工厂”涌起了创新澎湃动能：沙
田镇东唯新材料公司特种高性能陶瓷板材
项目，建成后将针对消费者个性化需求实现
大规模定制生产；南城街道石鼓亚创智慧城
项目将建设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智慧硬件创
新中心、广深科技创新走廊节点……

“投资松绑30条”的出台不仅成为东莞
打造粤港澳大湾区投资热土的新起点，更为
其实现产业升级、建设大湾区先进制造业中
心实现了良好开局。

据悉，东莞将加快推动238个重大产业
项目建设，力争今年实际投资突破1000亿
元。重点推动150家重点工业企业实施技术
改造，建设一批5G基站、充电桩、工业互联网
以及总部型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抢抓
机器人、可穿戴设备、生物医药、数字经济等
产业风口，培育新型产业链和产业集群。

出台“投资松绑30条”

东莞释放粤港澳大湾区投资活力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郑 杨

图为东莞滨海湾新区。 （资料图片）

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东路115号
机构编码：B0162B211000001
批准成立日期：2020年4月29日
邮政编码：100102
联系电话：010-64822836

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常营支行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常惠路6号楼1层
116
机构编码：B0162S211000003
批准成立日期：2020年4月29日
邮政编码：100024
联系电话：010-50959595

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大红门支
行
住所：北京市丰台区马家堡东路101号
院2号楼2-9
机构编码：B0162S211000004
批准成立日期：2020年4月29日
邮政编码：100068
联系电话：010-57704118

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方庄支行
住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紫芳园四区5
号楼102
机构编码：B0162S211000002
批准成立日期：2020年4月29日
邮政编码：100078
联系电话：010-56175727

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劲松支行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劲松南路1号1幢1
层106号
机构编码：B0162S211000005
批准成立日期：2020年4月29日
邮政编码：100021
联系电话：010-84596657

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通州支行
住所：北京市通州区九棵树东路150号
机构编码：B0162S211000006
批准成立日期：2020年4月29日
邮政编码：101100
联系电话：010-60552271

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望京支行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望京西路47号楼
机构编码：B0162S211000007
批准成立日期：2020年4月29日
邮政编码：100102
联系电话：010-64790032

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关村支
行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彩和坊路8
号110、111、210、211号
机构编码：B0162S211000008
批准成立日期：2020年4月29日
邮政编码：100190
联系电话：010-60190690

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大红门服
装城小微支行
住所：北京市丰台区骏景园北区29号楼
101室
机构编码：B0162S211000009
批准成立日期：2020年4月29日
邮政编码：100068
联系电话：010-84596637

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华纺易城
社区支行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青年路29号院20
号楼1层20-7
机构编码：B0162S211000010
批准成立日期：2020年4月29日
邮政编码：100025
联系电话：010-58779311

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惠新里社
区支行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惠新里218、219号
楼1层1-6
机构编码：B0162S211000011
批准成立日期：2020年4月29日
邮政编码：100029
联系电话：010-64816235

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嘉园里社
区支行
住所：北京市丰台区草桥东路14号楼商
业1D

机构编码：B0162S211000012
批准成立日期：2020年4月29日
邮政编码：100068
联系电话：010-84596763

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三环新城
社区支行
住所：北京市丰台区丰桥路8号院甲14
号1层16
机构编码：B0162S211000013
批准成立日期：2020年4月29日
邮政编码：100070
联系电话：010-84596734

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芍药居社
区支行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芍药居北里318号
楼-1至1层318-2
机构编码：B0162S211000014
批准成立日期：2020年4月29日
邮政编码：100028
联系电话：010-84596754

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万科星园
社区支行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仰山路万科星园甲
3号1层C4
机构编码：B0162S211000015
批准成立日期：2020年4月29日
邮政编码：100107
联系电话：010-84596738

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乔庄北街
社区支行
住所：北京市通州区乔庄北街228号1
层全部
机构编码：B0162S211000001
批准成立日期：2020年4月29日
邮政编码：101101
联系电话：010-84596648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
关于颁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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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