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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发布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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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称：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朝阳区泰阳

储蓄所

批准成立日期：1994年08月12日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太阳宫夏家园21号楼3012号

机构编码：B0004V211000062

许可证流水号：00069603

批准终止营业时间：2020年8月14日

名称：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左安漪园支行

批准成立日期：1995年10月06日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左安门内大街左安漪园5号楼

机构编码：B0004S211000299

许可证流水号：00590157

批准终止营业时间：2020年8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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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版编辑 温宝臣 董庆森

本报北京8月20日讯 记者陈果静报
道：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有关负责人
20日在“金融支持保市场主体”系列新闻
发布会（第一场发布会）上指出，金融支
持稳企业保就业政策初见成效，总体实现
融资服务“量增、面扩、价降”，市场主体
经营状况趋于向好。

央行数据显示，今年以来贷款覆盖面
明显提升。7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
13.7万亿元，同比增长27.5%，连续5个
月创有统计以来新高；前7个月增加2.2万
亿元，同比多增8811亿元；支持小微经营
主体3007万户，同比增长21.7%。

与此同时，信用贷款、首贷占比持续
提升。7月末，单户授信1000万元以下小
企业贷款中信用贷款占比17%，比上年末
高了3.8个百分点；前7个月新增首贷户超
167万户，占新发放贷款户数的16%，较
上年末提高10多个百分点。

从价格来看，贷款利率持续下降。7
月份新发放小微企业贷款平均利率
5.27%，较去年同期下降0.91个百分点。

此外，重点领域行业贷款快速增长。7
月末单户授信1000万元以下小微企业贷款
中，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批发零售业贷款余
额 3.5 万亿元，占比 68%；前 7 个月增加
6272亿元，占比63%，有力推动了稳企业保
就业。此外，外贸行业有贷户数、贷款余额分
别较4月末增长76.5%和27.5%。

值得注意的是，债券市场融资支持作
用提升。前7个月，共发行公司信用类债
券7.1万亿元；净融资3.4万亿元，同比多
增1.7万亿元。其中，民营企业发债4762
亿元，同比增长47.9%，净融资1596亿
元，债券发行和净融资规模创近三年新
高。支持25家商业银行发行小微金融债券
2789亿元，已完成全年目标九成以上。

从再贷款、再贴现使用情况看，3000

亿元专项再贷款已基本投放完毕，支持防
疫保供企业 7600 余家；1.5 万亿元再贷
款、再贴现已投放超1万亿元，支持企业
等市场主体超140万户。

6月起，中国人民银行创设了普惠小
微企业贷款延期支持工具和普惠小微企业
信用贷款支持计划两个直达实体经济货币
政策工具。从两个直达工具进展情况看，
6月份至7月份已对50.6万户企业1.44万
亿元到期贷款本金实施延期，其中普惠小
微贷款本金延期4126亿元。3月份至7月
份已发放普惠小微信用贷款1.6万亿元，
同比多发放5017亿元。

当日，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相关负
责人在发布会上介绍，在落实中央支持湖
北发展一揽子金融政策方面，今年前7个
月，全省新增贷款4659亿元，自3月份以
来连续5个月同比多增；发行债务融资工
具1010亿元，同比增长34%；利用再贷

款再贴现发放优惠利率贷款999亿元，支
持企业9.5万户；推进武汉农商行100亿
元、汉口银行 60 亿元小微企业金融债
发行。

据介绍，在用好两项直达实体经济货币
政策工具方面，目前湖北首批普惠小微企业
贷款延期支持工具延期本金61.59亿元，惠
及企业7000余户；前两批普惠小微企业信
用贷款支持计划信用贷款本金52.89亿元，
惠及企业2万户。与此同时，加强配套措施
保障，对金融机构发放普惠小微首次贷款予
以0.5‰的奖励等。

为做好金融支持稳企业保就业工作，
人民银行武汉分行提请湖北省政府实施

“金融稳保百千万”专项行动，即在省级层
面重点对100家以上龙头企业、1000家以
上核心企业以及数万家吸纳就业能力强的
小微企业开展金融支持援企、稳岗、扩就
业等工作，市县层面同步比照实施。

中国人民银行召开金融支持保市场主体发布会——

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连续5个月创新高

本报北京8月20日讯 记者祝君壁
从农业农村部获悉：第三个中国农民丰收
节将于 9月 22日在山西省运城市举行。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于康震在新闻发布会上
表示，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将以“庆丰
收、迎小康”为主题，喜迎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

于康震表示，农民丰收节具有多重功
能，能够产生较强的节庆效应，激发社会
和市场积极性、创造性，并转化成农村经

济社会发展新动能，拉动乡村消费、带动
乡村产业、实现乡村价值。

为了让今年农民丰收节更有声势、更
有影响，农业农村部还将推出一系列节庆
活动。比如，组织黄河流域 9省区联动

“庆丰收、迎小康”系列重点活动、组织
2020年度“全国十佳农民”揭晓活动、组
织金秋消费季、组织农产品产销对接活动
等。据了解，金秋消费季活动拟于9月份
在北京市房山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启

动，届时将开展专场农产品直播带货活
动。随后还将在山西省、上海市、湖北省
等地组织系列活动，并持续到11月下旬。

于康震介绍，农民丰收节期间，农业
农村部还将完善全国农产品产销对接公益
服务平台各项功能，面向益农信息社、合
作社等主体，提供农产品上行销售一揽子
服务。整合农产品电商销售、流量推广、
物流包装、商品检测、信息发布、涉农金
融服务等基本功能，便于农户操作使用；

实施零佣金、零押金、零平台服务年费等
公益服务，有效降低农户成本；通过对接
大型电商企业，对农资农具及新农具进行
打折让利，让农民实惠多、卖得好，让消
费者乐趣多，买得好；在相关电商平台开
设丰收节专区，对农产品进行流量倾斜，
并统一开展丰收券领取及使用。消费者可
以在相关平台丰收节专区领券购买上万款
优质优价农副产品，单笔最高优惠在20元
到200元之间。

9月22日我国将迎第三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消费者可在相关电商平台领用丰收券

本报北京8月20日讯 记者冯其予报
道：在20日举行的网上新闻发布会上，商务
部新闻发言人高峰表示，今年7月份，国内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不断保持向好态势，生产生
活秩序总体恢复正常，市场主体活力逐步复
苏，扩大内需、促进消费各项政策措施发力见
效，我国消费市场持续回升向好。

数据显示，7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同比下降1.1%，降幅比上月收窄0.7个百分
点；前7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45万亿
元，同比下降9.9%，降幅比前6个月收窄1.5
个百分点。

高峰分析，前7个月我国消费市场运行
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消费市场继续向好。7月份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3.22万亿元，环比增长0.85%，
同比降幅连续5个月累计收窄19.4个百分点。

其次，7月份商品零售额达2.9万亿元，
同比增长0.2%，增速今年以来首次实现由负
转正。其中，汽车市场销售明显提升，限额以
上单位汽车类商品零售同比增长12.3%，比
上月大幅反弹20.5个百分点；生活必需品消

费持续增长，粮油食品、日用品、中西药品销
售同比分别增长6.9%、6.9%和5.3%；升级商
品消费延续改善势头，通信器材、化妆品销售
同比分别增长11.3%和9.2%。

同时，服务消费加快复苏。7月份餐饮收
入同比下降11.0%，降幅比6月份收窄4.2个
百分点，比5月份收窄7.9个百分点。住宿、餐
饮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高于上月，业务总量
有所增加。限额以上住宿企业客房收入降幅
比6月份收窄3.8个百分点。全国快递服务企
业业务量、营业收入分别达 69.4 亿件和
723.3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2.2%和18.9%。
网络消费高速增长。前7个月全国网络零售
额6.08万亿元，同比增长9.0%，比前6个月
提高1.7个百分点。

高峰表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居民
消费仍然面临一定制约，餐饮住宿等服务消
费有所复苏，但回升幅度不及商品零售。纺
织服装、家具家电等非生活必需类消费也尚
未恢复至疫情前水平。总体上看，我国消费
市场韧性强、潜力大，消费持续恢复增长基
础坚实。

下一步，商务部将在持续推进已出台的
促消费政策措施落地见效基础上，进一步发

挥政策促进作用，同时积极搭建消费促进
平台。

商务部将积极搭建消费促进平台——

消费持续恢复增长基础坚实

本报北京8月20日讯 记者冯其予报
道：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20日在回应关
于“TikTok被封杀”问题时表示，敦促
美方摒弃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
端打压，多做有利于中美两国经贸合作和
人民福祉的事情。

高峰表示，一段时期以来，美方动辄
以所谓“国家安全”“国家紧急状态”为
由，限制甚至禁止中国企业在美国开展正
常的投资经营活动，以莫须有的罪名对中

国企业施加交易禁令，毫无事实和法律依
据，严重损害企业的正当权益，严重违背
市场经济基本原则。这不利于中国，不利
于美国，也不利于整个世界。美方的制裁
打压，无疑会动摇投资者在美投资的
信心。

高峰表示，中方坚决反对将投资国家
安全审查作为政治工具、泛化和滥用安全
审查的做法，中国政府维护本国企业正当
合法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

商务部回应TikTok被封杀：

敦促美方停止对中国企业无端打压

本报讯 记者马维维摄影报道：8月20日上午，一辆满载26个集装箱的列车从黑龙
江穆棱经济开发区缓缓驶出，标志着穆棱内外贸循环班列正式开通运营。班列常态化运营
后，可为周边150公里半径内企业提供公铁海联运、铁路及码头装卸、报关等全程一体化
综合物流服务，运输时间将由公路运输的2天至3天压减至24小时之内，运输成本降低
20%左右，将在很大程度上缓解黑龙江东南部企业内贸运输及外贸进出口物流瓶颈问题。

上图 黑龙江穆棱内外贸循环班列开通仪式现场。

黑龙江省穆棱市

内外贸循环班列开通

本报海口8月 20
日电 记者潘世鹏报
道：20日，海南自贸港
第二批开工重点项目之
一、海口市江东新区标
志性项目工程——文明
东隧道正式建成通车。
文明东隧道作为海口市
中心城区组团与江东新
区组团的重要联系通
道，对江东新区建设将
起到重要推动作用，有
助于增加越江通道容
量，缓解琼州大桥压力，
加密越江通道布局，适
应过江交通需求，并能
提升城市功能，助力城
市发展。

据了解，海口市文
明 东 隧 道 项 目 全 长
4380米，其中隧道段全
长2720米，接线道路全
长1660米。隧道主线
建设规模为双向六车
道、两孔一管廊，设计速
度为60千米/小时，匝

道40千米/小时。隧道采用明挖法施工，
最大开挖深度超过23米，穿越南渡江区域
采用两期钢板桩围堰施工，确保防洪过水
断面要求。项目于2018年12月28日开
工建设，经过500多个日夜紧张施工，建成
了海南首条跨南渡江隧道。

海
南
跨
南
渡
江
隧
道
建
成
通
车

本报北京8月20日讯 记者曾金华报道：财政部20日发
布统计数据显示，前7个月全国发行地方政府债券37586亿
元。其中，发行一般债券12902亿元，发行专项债券24684亿
元；按用途划分，发行新增债券28291亿元，发行再融资债券
9295亿元。

在发行相关指标方面，前7个月地方政府债券平均发行期
限15.1年。其中，一般债券14.4年，专项债券15.4年；地方政
府债券平均发行利率3.28%。其中，一般债券3.15%，专项债
券3.34%。

统计显示，7月份全国发行地方政府债券2722亿元。其
中，发行一般债券1764亿元，发行专项债券958亿元；按用途划
分，发行新增债券422亿元，发行再融资债券2300亿元。

经全国人大审议批准，2020年安排新增专项债券3.75万亿
元。财政部要求，对近期下达及后续拟下达的新增专项债券，与
抗疫特别国债、一般债券统筹把握发行节奏，确保专项债券有序
稳妥发行，力争在10月底前发行完毕。

截至7月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241616亿元，控制在
全国人大批准的限额之内。其中，一般债务124704亿元，专项
债务116912亿元；政府债券239701亿元，非政府债券形式存
量政府债务1915亿元。

前7个月发行

地方债37586亿元

本报讯 记者佘颖报道：教育部近日印发 《关于做好
2020年秋季学期教育教学和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要求各个
学校按照“错区域、错层次、错时、错峰”“属地统筹”等原
则，周密安排2020年秋季学期开学工作，全面恢复正常教育
教学秩序。

根据通知，学校要在开学前建立完善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做
好防疫物资储备和校园环境卫生整治，“一人一档”制定返校学
生信息台账，确保学生返校全程可追溯。开学后，要严格日常管
理，严格把好校门，严格活动管控，强化教室、食堂、宿舍、实验室
等重点场所疫情防控及安全管理。

此前，国家卫生健康委和教育部已联合出台《高等学校秋冬
季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技术方案（更新版）》《中小学校秋冬季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技术方案（更新版）》和《托幼机构秋冬季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技术方案（更新版）》。根据常态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要
求进行了相关调整。记者注意到，技术方案（更新版）取消了原技
术方案中关于“学生宿舍床位重新分配，减少人员并拉开距离”

“用餐桌椅同向单人单座并保持间隔1.5米”“每个宿舍居住人
数原则上不超过6人，人均宿舍面积不少于3平方米”“每名学
生（课桌）前后左右间距保持1米”等硬性隔离条件，以更好地保
障正常教育教学秩序和全面复学复课。

教育部发文要求全力恢复

秋季学期正常教育教学秩序

本报潍坊8月20日电 记者王金虎报道：山东省政府和社
会资本合作（PPP）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现场会今天在潍坊市举
行。记者从会上获悉，按照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的要求，山东
财政部门在农业农村领域探索运用PPP模式加大投资，取得明
显成效。截至目前，山东省乡村振兴领域安排PPP项目66个，
总投资额346亿元，政府拟出资8亿元，预计吸引撬动社会资本
338亿元，撬动比例超40倍。

据介绍，山东乡村振兴PPP项目覆盖全省15市50个县区，
涵盖了市政工程、交通运输、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等13个行
业。山东各级普遍建立了政府主导、财政牵头、各部门密切配合
的组织领导机制，围绕“三农”领域，研究解决项目推进中的重大
问题，保障项目规范运作。

山东将充分发挥PPP优势，继续加大农业农村领域PPP模
式推广力度，有效整合政府、社会资本、金融机构三方资源，在高
标准农田、现代农业产业园、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领域运作一批
精品项目，弥补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

山东探索运用PPP模式

加大农业农村领域投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