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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牌督战地区脱贫攻坚成效显著——

52县“三保障”问题全部解决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黄俊毅

上海启动新一轮早餐工程建设

满足企业精细化风险管理需求，提升市场竞争力

铝期权和锌期权挂牌上市

原产地证书智能审单试点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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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银行在深上线抵押登记新模式

本报北京8月10日讯 记者彭江报道：10日，中国银保
监会发布的银行业保险业主要监管指标数据情况显示，2020
年二季度，银行业和保险业总资产平稳增长，银行业和保险业
持续加强金融服务，商业银行流动性水平保持稳健。

数据显示，2020年二季度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
资产309.4万亿元，同比增长9.7%。其中，大型商业银行本外币
资产126.0万亿元，占比40.7%，资产总额同比增长10.1%；股
份制商业银行本外币资产55.7万亿元，占比18.0%，资产总额
同比增长11.8%。

2020年二季度末，保险公司总资产22.0万亿元，较年初增
加1.4万亿元，较年初增长6.9%。其中，产险公司总资产2.4万
亿元，较年初增长5.3%；人身险公司总资产18.6万亿元，较年
初增长 9.6%；再保险公司总资产 5133 亿元，较年初增长
20.5%；保险资产管理公司总资产643亿元，较年初增长0.5%。

银行业和保险业持续加强金融服务。2020年二季度末，
银行业金融机构用于小微企业的贷款（包括小微型企业贷
款、个体工商户贷款和小微企业主贷款）余额40.7万亿元，
其中单户授信总额1000万元及以下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
余额13.7万亿元。保障性安居工程贷款6.6万亿元，同比增长
为2.7%。

2020年上半年，保险公司原保险保费收入2.7万亿元，同
比增长6.5%。赔款与给付支出6308亿元，同比增长1.2%。保
单件数快速增长。2020年上半年新增保单件数239亿件，同
比增长28.0%。

目前，商业银行流动性水平保持稳健。2020年二季度末，
商业银行流动性覆盖率为142.46%，较上季末下降9.08个百
分点；流动性比例为58.19%，较上季末下降0.38个百分点；人
民币超额备付金率1.90%，较上季末下降0.61个百分点；存贷
款比例为74.60%，较上季末下降0.33个百分点。

（上接第六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危和机总是同生并存的，

克服了危即是机。”任何事物都是在矛盾的对立统
一中发展的，在化解矛盾中实现螺旋式发展。人类
发展历史一再表明，顺境中有挑战，逆境中有机遇，
挑战和机遇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关键是要
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善于把握时机，积极创造条
件，促进事物朝好的、进步的方向发展。

新冠肺炎疫情对我们来说是一次危机，也是
一次大考。只要我们保持迎难而上的信心和勇
气，变压力为动力，善于化危为机，有序恢复生产
生活秩序，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
任务，加大政策调节力度，把我国发展的巨大潜能
和强大动能充分释放出来，就能够如期完成决战
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化危为机，“机”从强产业来。产业是经济的
骨骼，支撑起国民经济的整个肌体。目前，我国企
业已基本复工复产，接下来的重点是落实好相关
保障措施和支持政策，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为主线，积极推进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加大科
技创新力度，积极发展智能制造、在线消费、医疗
健康等新兴产业，推动生物医药、医疗设备、5G网
络、工业互联网等加快发展，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
链和价值链中的地位。

化危为机，“机”从扩内需来。近几个月来，不

少地方给当地居民发放消费券，通过政府引导和
商家促销相结合的方式，刺激消费回暖，效果十分
明显。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尽快把被抑制、被冻结
的消费释放出来，把在疫情防控中催生的新型消
费、升级消费培育壮大起来，使实物消费和服务消
费得到回补。加快在建、新开工和新型基础设施
建设，加强用工、用地、资金等要素保障，优化投向
结构，注重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发挥有效投资对
经济的拉动作用。

化危为机，“机”从稳外贸来。当前，全球许多
国家的疫情仍在蔓延，世界经济将会更为糟糕，我
国在外贸压力犹存的情况下，又面临更严峻的挑
战。必须用足用好合规的外贸政策工具，开拓多
元化国际市场，稳定国际市场份额，稳住外贸基本
盘。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必须保障外贸产业链供应链畅通运转，全力维护
全球产业链安全。落实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政策，继续优化营商环境，增强外商长期投资经营
的信心。

化危为机，“机”从激活力来。微观主体是市
场经济的细胞。目前我国各类市场主体已达到上
亿级，它们活力充足，既是经济景气的“信号灯”，
又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2020年5月，中共中
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对激发微观经济活力提出了

明确要求。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
置为重点，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快完善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实现产
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
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加大对民营经济、劳动
密集型行业和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充分发挥
企业家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发他们干事创业
的热情和劲头。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中国经
济不是一个小池塘，而是一片汪洋大海，有着容纳
百川的宽广胸襟和激浊扬清的强大力量。我们有
理由相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光辉照耀
下，中国经济大海的浪潮澎湃奔涌，必将冲破绝壁
的阻挡夺隘而出，奔向更加辽阔更加壮美的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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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上海8月10日电 记者沈则瑾报
道：10日，上海举行早餐工程新闻通气
会，正式公布上海市委、市政府办公厅联
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推进上海市早餐工
程建设的意见》，上海将聚焦流动餐车、网
订柜取等新模式，全力推进新一轮早餐工
程建设，为市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多样化
的早餐解决方案。

目前，上海全市共有早餐供应网点2万
多家。《意见》明确提出7项制度创新措施：
支持流动餐车合法有序运营，明确点位设
置、经营时段、车身标识、安全卫生环保等管

理措施；探索实施“一证多址”“一地多证”；
优化小型餐饮服务提供者临时备案管理；放
宽便利店经营品种限制；放宽早餐门店外宣
形象限制；简化开业检查许可事项；优化早
餐时段交通组织管理，增加早餐时段道路临
时停车点位，对物流配送车辆试点定车定点
定时短时停放卸货等。

此外，《意见》还提出给予税收优惠、鼓
励各类企业和相关单位对承租其物业提供
早餐服务的给予房租优惠、鼓励第三方平台
对入驻的商户降低早餐外卖的服务佣金等
3项降成本措施。

本报讯 记者杨阳腾从华夏银行深圳
分行获悉：日前，华夏银行深圳分行与深圳
市不动产抵押登记中心举行“互联网+不动
产登记”合作单位授牌仪式，共同上线抵押
登记服务新模式。据悉，该模式通过政银合
作和系统对接互联，实现企业和市民办理抵
押登记、打印不动产登记证书、办理抵押注
销等全流程线上化，极大节约了时间成本，以
更加高效的金融服务助力“稳企业保就业”。

据华夏银行深圳分行相关工作人员介
绍，在线上抵押登记服务模式下，客户只需
跑一趟银行，交一次材料，在向银行提交资

料后，客户无需前往不动产登记中心窗口现
场办理，直接在线申请抵押登记，出证时间
从原来的3天缩减为1天。办理抵押权注
销登记只要符合条件，系统就能自动完成抵
押权注销手续，实现“秒批”“零跑动”“24小
时不打烊”自助办理。

据悉，当前华夏银行深圳分行积极响应
国家全面推进“六稳”“六保”工作，支持“稳企
业保就业”政策，系统建立了专项信贷额度、
专项利率优惠、专项资源配置、专项考核激
励、专项审批通道“五个专项”支持举措，集中
信贷资源，对企业进行精准滴灌扶持。

本报讯 记者顾阳报道：8月10日上
午，随着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界面显示

“审核通过”，常州年轮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从提交原产地证书申请到审核通过全程不
到5秒钟，这是智能审单试点后，南京海
关签发的全国首份原产地证书。

从8月 10日起，海关总署正式在杭
州、宁波、上海、深圳等海关开展原产地
证书智能审单试点，旨在进一步优化营商
环境，推进原产地证书签证智能化、标准
化、规范化。据介绍，证书类型包括普惠
制证书、非优惠证书以及各类自贸协定原

产地证书共计16种。据杭州海关统计，实
行原产地证书智能审单后，证书审核时长
将由原先人工4小时审核完毕缩减到系统

“秒放”，大大提升了审核效率。
据悉，海关总署此前已实施16种原产

地证书自助打印，再加上此次原产地证书
智能审单的重大改革效果叠加，企业真正
实现“足不出户”“立等可取”。据南京海
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共签发各类原产地
证书39万份，涉及货值200.88 亿美元，
预计可为出口企业减免关税约 6.03 亿
美元。

本报讯 记者祝惠春报道：8月10日9时，
铝期权和锌期权在上海期货交易所正式挂牌交易。

至此，上期所已先后推出铜、铝等常用有色
金属及黄金、白银等贵金属期货品种8个，铜和黄
金、铝、锌4个期权品种。

铝和锌是有色金属行业重要的金属品种，广
泛用于建筑、交通运输、电力电子、消费品等行
业和领域。我国作为全球最大的铝、锌生产国和

消费国，是带动全球铝、锌产业发展的重要力
量。今年以来，随着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蔓延，有
色金属价格波动加剧，有色金属企业在开展生产
经营决策时面临更大的市场风险，迫切需要更加
多样化的风险管理工具，保障企业平稳运行。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副会长尚福山表示，
当下，电解铝和精炼锌的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不
断发生变化，市场波动加大，铝、锌两个期权的

上市交易，将对企业提升应对风险能力和市场竞
争力产生积极作用。

中铝集团党组成员、副总经理刘建平表示，
中铝集团通过铝期货和锌期货，积极开展套期保
值，有效规避了价格大幅波动风险，确保了稳定
经营。铝期权和锌期权的上市，将与铝期货、锌
期货形成合力，为有色金属产业链企业提供更加
多样化的风险管理工具，进一步增强企业的竞
争力。

上海期货交易所理事长姜岩表示，下一步上
期所将持续推出现有期货品种的期权产品，加快
推出航运指数等衍生品的步伐，稳步扩大标准仓
单可交易品种；加快现有品种的国际化，不断提
升市场开放度和投资便利度。对此，尚福山表
示，希望稳步推进有色金属期货国际化进程，加
快镍、铅、白银等期权的上市步伐。

本报北京8月 10日讯 记者黄鑫报
道：工信部10日发布《关于扎实做好民爆行
业储存安全专项整治等工作的通知》（简称
《通知》），指出要深刻吸取黎巴嫩贝鲁特重
大爆炸事件教训，严防民爆行业生产安全事
故发生，将在民爆行业开展储存安全专项整
治等工作。

《通知》要求，各级民爆行业主管部门要
立即组织对本辖区生产、销售企业的民爆物
品、半成品及易燃易爆原材料储存情况进行
全面检查。重点检查是否严格按照国家规
定在民爆物品专用仓库设置技术防范措施，
督促企业确保有关冷却喷淋、监测报警、消
防系统等装置设施完好有效；是否建立健全

并严格执行出入库检查、登记制度，督促企
业确保账目清楚、账物相符；是否严格按规
定存放民爆物品，督促企业严禁超过储存设
计容量储存，严禁在非专用仓库储存，严禁
相互禁忌物质混放混存，严禁在库房内存放
其他物品等。

《通知》还要求，严禁将硝酸铵出售或者
以其他方式转让给个人和其他单位。销售
硝酸铵时，必须严格依法查验审核证件，严
禁销售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或法定手续不齐
全的单位或者个人。各省级民爆行业主管
部门要严把硝酸铵销售许可审批关，加强硝
酸铵销售安全监管，确保账证相符、账物相
符，流向可查可追溯。

民爆行业将开展储存安全专项整治

8月10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
会，介绍挂牌督战工作成果情况，并答记者问。

挂牌督战进展顺利

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欧青平介绍，今年1月
25日，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印发了《关于开展
挂牌督战工作的指导意见》。经过半年努力，挂牌
督战地区脱贫攻坚工作进展顺利。挂牌县村一大
批制约脱贫攻坚的难点问题都得到了解决，成效
显著。

一是截至 7月底，52个挂牌督战县解决了
15.6万贫困人口的饮水安全、住房安全、义务教育
和医疗卫生保障方面的问题。到目前为止，52个
县贫困人口“三保障”和饮水安全的存量问题已全
部解决。

二是已完成剩余11万贫困人口的搬迁任务，
至此，52个县约120万贫困人口易地扶贫搬迁任
务已全部完成。

三是今年52个挂牌督战县有285万贫困劳动
力外出务工，是去年外出务工规模的112%，这一
比例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7个百分点。

四是52个县的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机制已
初步建立，52个县共识别了87万脱贫不稳定的人
口和边缘易致贫的人口，并对这些人口全部落实
了帮扶措施，有效防止他们陷入新的贫困。

五是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回头看大排查、成效

考核等方面发现的问题都已基本整改到位，脱贫
攻坚的成色和质量进一步提高。

欧青平表示，下一步，将进一步健全完善防止
返贫的监测预警和帮扶机制，有效防止返贫和新
致贫情况的发生。

疫情与洪灾影响可控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和洪涝灾害对脱贫攻坚的
负面影响广受关注。

欧青平说，今年脱贫攻坚本来任务就比较
重。突如其来的疫情给脱贫攻坚带来了很大的挑
战和困难。52个挂牌督战县总体处于偏远地区，
虽没有出现暴发性疫情，但还是给脱贫攻坚增加
了难度。一是贫困家庭劳动力外出务工受阻。特
别是疫情发生时期，劳动力出不去；二是贫困地区
生产经营活动受阻，生产资料进不来，农产品卖不
出，出现了滞销；三是受疫情影响，驻村工作队下
不去；四是扶贫龙头企业、扶贫项目、扶贫车间开
工复产推迟。

对此，中央和地方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含金量
高、针对性强的政策举措，随着疫情缓和以及有关
政策举措的逐步到位，疫情对脱贫攻坚的影响已
逐步克服。目前，52个挂牌督战县外出务工人数、
扶贫项目开工和扶贫资金支付率都高于全国平均
水平。这52个县共认定扶贫产品2522个，已销售
了61亿元，扶贫产品滞销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
疫情对52个挂牌督战县脱贫攻坚的影响总体是
可控的。

在洪涝灾害方面，截至7月底，洪涝灾害给贵
州、广西、四川等省份的部分挂牌督战县带来了一

定的损失。52个挂牌督战县有1万多贫困人口饮
水安全和住房安全产生了新的问题，各地都采取
了积极解决措施，目前贫困人口的住房安全和饮
水安全问题都基本得到了解决。灾情对挂牌督战
县、挂牌督战村的影响也在可控范围内。

贫困人口全部进医保

针对贫困地区基本医疗问题，欧青平表示，国
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医保局等部门出台了一系列
倾斜性政策举措。对贫困人口参加城乡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个人缴费部分按规定由财政给予补贴，
实行倾斜性的医疗费用报销举措。对贫困人口执
行起付线降低50%，支付比例提高5个百分点的
倾斜政策，并全面取消了封顶线。同时，对患有大
病、长期慢性病的贫困人口实现分类分批救治。
截至目前，累计有1800多万名贫困患者得到了有
效救治。

欧青平说，国家卫生健康委组织全国的三级医
院对口帮扶贫困县的县级医院，帮助提高其临床服
务能力。目前，共有1007家各地的三级医院与
1172家贫困县的医院开展了结对帮扶。目前，所
有贫困人口都已纳入了基本医疗保险的范围。

此外，乡村医疗机构和人员的空白点都实现
了清零，让老百姓能看上病。纳入基本医疗保险，
让老百姓能看得起病。基本医疗有保障目标已接
近实现。目前，存量问题总体已解决，但在因贫困
劳动力工作变动或者失业导致原来的医保断档，
新生儿加入贫困家庭人口等方面还存在着动态的
增量问题，国务院扶贫办将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
指导各地解决好这方面的问题。

8月10日，由中国能建葛洲坝集团投资建设的山东枣
庄至菏泽高速公路（枣菏高速）正式通车。全长9889米的
微山湖特大桥是枣菏高速的项目控制性工程。

（王轶辰 张开明 罗雅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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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马维维、通讯员张学鹏报
道：10日，牡佳（牡丹江到佳木斯）高铁建
设迎来关键性节点，经过1036天的不懈奋
斗，最后一座隧道峻山隧道顺利贯通，至此，
牡佳高铁全线34座隧道已全部贯通。此外，
目前牡佳高铁路基、桥梁架设均已完成。

峻山隧道位于黑龙江省双鸭山市集贤县福
利镇，全长 4525 米，洞身最大埋深约 190
米。隧道沿线地形起伏较大，所处地区冬季漫
长，可施工时间短，围岩极不稳定，施工难度
较高。

牡佳高铁是国家“十三五”规划的铁路工
程、全国高速铁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

“中蒙俄经济走廊”龙江陆海丝绸之路经济带
大通道组成的重要一环。通车后，将与哈佳铁
路和哈牡高铁共同构筑黑龙江省东部铁路环
线，与哈尔滨形成“两小时”经济圈。

牡佳高铁全线

34座隧道全部贯通

枣菏高速正式通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