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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上

海监管局批准，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

证》。现予以公告：

上海国际货币经纪有限责任公司
Shanghai CFETS-NEX International Money Broking Co., Ltd

机构编码：P0002H231000001

许可证流水号：0064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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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准成立日期：2007年04月24日

住所：上海市杨浦区荆州路23号2-4层、27号1层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

管局

发证日期：2020年10月14日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网站（www.cbirc.gov.cn)查询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
关于换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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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监管局

批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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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监管局。

现予以公告：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团结镇支行

机构编码：B0018S251010149

许可证流水号：00716655

批准成立日期：1995年07月25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团结镇花石路116号

发证日期：2020年10月26日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贾家支行

机构编码：B0018S251010177

许可证流水号：00716658

批准成立日期：1996年09月16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东部新区贾家街道前进路89-97号

发证日期：2020年10月26日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三岔建国街支行

机构编码：B0018S251010176

许可证流水号：00716657

批准成立日期：2004年11月08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东部新区建国街47、49、51、53、55号

发证日期：2020年10月26日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养马支行

机构编码：B0018S251010174

许可证流水号：00716656

批准成立日期：1996年09月16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东部新区养马街道荷花社区芙蓉街

104-108号

发证日期：2020年10月26日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
关于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

站（www.cbirc.gov.cn)查询

前三季度全国网络零售额超过8万亿元——

在线消费新热点不断涌现

世界黄金协会：

三季度黄金投资需求大幅提振

银保监会举行例行发布会

深化金融企业改革完善公司治理
本报记者 陆 敏 李晨阳

本版编辑 李 瞳 董庆森

本报北京10月29日讯 记者冯其予
报道：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在10月29日
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前三季度我
国网络零售市场形势持续向好，拉动消费势
头不减。

数据显示，前三季度全国网络零售额超
过8万亿元，同比增长9.7%，实物商品网上
零售额达6.6万亿元，同比增长15.3%。

对此，高峰表示，网络零售加快推动市
场主体数字化转型，催生新业态、新模式，提
升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效益，培育数字经
济新动能。

一方面，在线消费新热点不断涌现。
健康消费、绿色消费成为网络消费新趋
势。直播电商、内容电商等娱乐和消费相
结合的新模式受到消费者喜爱。“无接触”
模式成为商品和服务直达消费者的重要
渠道。

另一方面，电商加快推动产业数字化发
展。大型电商企业通过“C2M”模式，以线
上聚集的数据、技术、创意等反哺实体企业，
打造“智能制造平台”，实现了促创新、降成
本、补短板。商务部持续推进全国电子商务
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发起惠民惠企行动，聚
合数据、培训、信用、人才等服务资源，免费

服务市场主体，助力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数
字化转型。

同时，农村电商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据
商务大数据监测，前三季度全国农村网络零
售额达1.2万亿元，同比增长7.8%。全国农
产品网络零售额 2884.1 亿元，同比增长
34.3%。商务部深入推进电子商务进农村
综合示范，打造综合示范“升级版”，在多地
积极开展农特产品品牌建设与推介活动，促
进农村网络零售持续增长。

值得注意的是，跨境电商推动了外贸提
质升级。在跨境电商综试区扩容、B2B出口
监管试点等政策推动下，跨境电商保持良好
增长态势。商务大数据对重点电商零售进
口平台监测显示，跨境电商零售进口额同比
增长超过17%。从产地国看，日本、美国、澳

大利亚进口额排名前三，占比分别为
16.3%、15.1%和8.9%。从品类看，化妆品、
粮油食品和服装鞋帽进口额排名前三，占比
分别为32.7%、24.4%和12.9%。

此外，在线服务消费加速回暖。随着我
国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在线服务消
费增长持续回升。商务大数据监测显示，第
三季度在线餐饮同比增长近10%，在线旅游
增速由负转正。

10月29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称，为维护银行体系
流动性合理充裕，当日以利率招标方式开展了1400亿元逆回
购操作，期限为7天，中标利率为2.2%，与前次持平。当日有
500亿元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900亿元。

记者梳理发现，自10月15日以来，央行连续开展7天逆
回购操作，中标利率均为2.2%。截至10月29日，10月份央
行共开展逆回购操作11次，逆回购规模已增至8300亿元。

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分析师周茂华表示，央行近期连续
开展逆回购操作，主要是为了平抑短期市场资金面波动、稳定
市场预期。最近一段时间，受季节性因素、压降结构性存款、
公开市场操作工具到期及银行负债压力等因素影响，资金面
出现了一定波动。而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进行灵活对冲，
可以确保资金面保持合理充裕。同时，随着国内经济逐步摆
脱疫情冲击，生产生活加快恢复，市场对货币政策转向收紧的
担忧升温，央行通过逆回购等工具与市场持续沟通，有助于稳
定市场预期。

从资金面来看，当日银行间市场隔夜利率和7天期利率
下行，14天期利率保持不变，其他期限利率有所上行。29日
发布的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显示，隔夜利率、7
天期利率分别为2.125%、2.353%，较上一个交易日分别下行
25.4个、3.2个基点；14天期利率为2.852%，保持不变；一年期
利率为3.167%，上行1个基点。

“随着货币政策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到回归常态，同时叠
加政府债券要在10月底前发行完毕等因素影响，市场中长期
资金面偏紧。”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表示，央行加大公开
市场操作，采取“逆回购+MLF”组合，既能使市场短期利率保
持在央行政策利率水平附近，也能保持市场长期利率水平总
体稳定，满足金融机构加大对实体经济支持和降低融资成本
的需求。

温彬表示，未来两个月，已发行政府债券的资金将加快支
出，有助于年底前流动性改善。同时，由于CPI和PPI数据显
示通胀仍在合理区间，预计短期内降准和降息概率下降，央行
将继续利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组合保持市场流动性合理
充裕。

“进入11月份后，资金面整体情况有望得到改善。”周茂
华表示，随着专项债券发行度过高峰期，以及结构性存款压降
的拖累逐步减弱，再加上央行采用多种工具灵活对冲，资金面
得到了有效呵护。

央行近期连续开展逆回购

确保资金面保持合理充裕
本报记者 姚 进

公司治理是金融企业深化改革，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首要
任务，也是社会各界关注的重点。在10月29日召开的银保
监会例行发布会上，恒丰银行、杭州银行、中国太平洋保险集
团和平安集团四家金融机构分别介绍了近期公司治理情况。

“2017年底，恒丰银行启动风险化解、改革重组工作。”恒
丰银行党委副书记、行长王锡峰表示，近3年来，恒丰银行新
一届党委按照剥离不良、引进战投、股改上市“三步走”的工作
思路，积极推进改革重组，有效实现了国有金融资产保值
增值。

近年来，中小银行风险事件时有发生。对此，杭州银行党
委书记、董事长陈震山表示，中小银行要把握好健全治理架构
与清晰职责边界的关系，确保各个治理主体在位不缺位、到位
不越位。

据介绍，杭州银行成立以来，通过引进境外投资者、发行
上市、定向增发等方式，构建了包括国有资本、境外资本、民营
资本、专业机构投资者及社会公众资本在内的多元股权结
构。“这样的股权结构既有利于防止股权过于集中可能出现的
股东干预，也有利于防止股权过于分散可能带来的股东缺位
和决策效率低下。”陈震山说。

值得注意的是，金融科技迅猛发展，极大助力了金融机构
的公司治理。平安集团总经理兼联席首席执行官谢永林说：

“当前，数据化经营贯穿了公司治理的方方面面，通过人工智
能、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实现先知、先觉、先行，公司治理工作
可以更加高效、更加智慧。”

据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总裁傅帆介绍，太平洋保险集团
通过改制上市，建立了持续的资本补充机制，从之前的国有控
股超过九成，逐渐转变为内外资优势互补、风险共担、相互约
束的多元化股权结构，目前公司主要股东基本稳定，层级清
晰。“通过组建国际化、专业化、多元化的董事会团队，形成了
对管理层有效的制衡和监督。”傅帆说。

本报北京10月29日讯 记者温济聪报道：10月29日，
世界黄金协会发布了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报告显示，年初至
第三季度末，全球黄金总需求为2972.1吨，同比下滑10%。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影响下，第三季度全球黄金需求为
892吨，同比下降19%。

尽管黄金整体需求有所下降，第三季度全球黄金投资需
求却大幅提振，同比增长 21%。全球投资者共计购买了
222.1吨金条和金币，并通过黄金ETF增持了272.5吨黄金。

值得关注的是，尽管7月份金价上涨打击了国内消费者
购买金饰的积极性，但由于金价从8月份的峰值回落了10%，
第三季度后期的金饰需求有所回升。对此，世界黄金协会中
国区董事总经理王立新表示，虽然许多原定于今年早些时候
举行的婚礼被延期安排，但许多新人的婚礼在三季度和四季
度集中举行，而这也成为三季度金饰需求的主要增长动力。

本报北京10月29日讯 记者曾金华
报道：财政部10月29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
示，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运行企稳向
好趋势进一步巩固，在营业总收入、利润
总额连续4个月实现月度同比增长的基础
上，1月份至9月份国有企业营业总收入已
恢复至去年同期的99.3%。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巨大冲击和复杂
严峻的国内外环境，各地区各部门扎实做
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
务，生产需求逐步恢复，产业循环持续改
善。9月份，国有企业营业总收入、利润
总额、净利润均较去年同期有较大幅度增
长，充分表现出运行持续企稳向好。”北
京国家会计学院财税政策与应用研究所所
长李旭红说。

据统计，9月份国有企业营业总收入较
去年同期增长9.2%。1月份至9月份，营业
总收入440846.4亿元，同比下降0.7%。其
中，中央企业营业总收入249472.7亿元，同
比下降 3.9%；地方国有企业营业总收入
191373.7亿元，同比增长3.7%。

李旭红认为，前三季度地方国有企业营
业总收入实现增长，表明我国直达基层的资
金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激发市场活力的效应
逐步显现。

9月份，国有企业营业总成本较去年
同期增长7.6%。1月份至9月份，国有企
业营业总成本 429352.4 亿元，同比增长
0.5% 。 其 中 ， 中 央 企 业 营 业 总 成 本
238165.3亿元，同比下降2.9%；地方国有
企业营业总成本191187.1亿元，同比增长

5.2%。
统计显示，国有企业利润持续稳定恢

复。9月份，国有企业利润总额较去年同期
增长 52.5%。1 月份至 9 月份，利润总额
22833亿元，同比下降16%，较1月份至8月
份收窄8.2个百分点。

9月份，国有企业税后净利润较去年同
期增长60.9%。1月份至9月份，税后净利
润16533.8亿元，同比下降18.5%，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9181亿元。

据悉，9月当月，利润总额、净利润同
比增幅较高，既有企业生产经营加速恢复
的因素，也有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与国家
管网集团正式完成油气管道等资产交易和
交割的因素。

9月份，国有企业应缴税费较去年同期

增长10.5%。1月份至9月份，国有企业应
缴税费33947.3 亿元，同比下降2.3%。其
中，中央企业应缴税费24509亿元，同比下
降2.5%；地方国有企业应缴税费9438.3亿
元，同比下降1.7%。

“9月份，国有企业应缴税费在8月份的
基础上实现了进一步增长，说明国有企业在
减税降费等以‘六稳’‘六保’为发力点的宏
观经济政策作用下恢复态势良好，且具有较
强发展后劲。”李旭红说。

9月份，国有企业成本费用利润率较去
年同期提高2.4个百分点。1月份至9月份，
国有企业成本费用利润率5.4%，同比减少1
个百分点。其中，中央企业成本费用利润率
为6.5%，同比减少0.9个百分点，地方国有
企业成本费用利润率为3.9%，同比减少1.2
个百分点。

“随着内循环产业链的逐步畅通和减税
降费政策效应的持续发挥，国有企业积极
降本增效，复工复产情况持续向好，盈利
能力稳步增强，整体表现出较好的增长潜
力。下一阶段，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要
通过进一步落实各项宏观政策，激发市场
活力，推动国有企业持续稳定向好发展。”
李旭红说。

营收已恢复至去年同期的99.3%

国企运行企稳向好趋势进一步巩固

本报北京10月29日讯 记者祝君壁
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今年前三季度，我
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以下简称软件
业）持续恢复，业务收入、利润总额、从业人
员工资总额增速逐步回升，从业人数稳步
增加。

数据显示，前三季度我国软件业完成软
件业务收入58387亿元，同比增长11.3%，
增速较去年同期回落3.9个百分点；全行业
实现利润总额7066亿元，同比增长7.0%，增

速较上半年提高 5.7 个百分点；实现出口
336亿美元，同比下降0.2%，增速同比回落
3.0个百分点，比上半年降幅收窄0.2个百分
点。其中，外包服务出口收入同比增长
4.8%，增速较上半年提高0.2个百分点；嵌入
式系统软件出口同比增长1.8%，增速较上
半年回落3.6个百分点。

工资总额增速稳步上升。前三季度，我
国软件业从业平均人数达687万人，同比增
长1.6%，增速较去年同期回落3.5个百分

点；从业人员工资总额同比增长6.4%，增速
较上半年提高5.0个百分点。

分领域来看，软件产品收入稳步增长。
前三季度，软件产品实现收入15901亿元，
同比增长7.9%，增速较上半年提高4.6个百
分点，占全行业收入的比重为27.2%。其
中，工业软件产品收入达到1363亿元，同比
增长9.1%，增速较上半年提高3.9个百分
点，占软件产品收入比重为8.6%。

分地区来看，东、西部地区软件业收入

保持较快增长。前三季度，东部地区完成软
件业务收入46891亿元，同比增长11.5%；
中部地区完成软件业务收入2641亿元，同
比增长1.2%；西部地区完成软件业务收入
7119亿元，同比增长18.1%；东北地区完成
软件业务收入1736亿元，同比下降1.9%。

主要软件大省业务收入增速持续回
升。前三季度，广东、北京、江苏、浙江和上
海软件收入分别居前5名，5省市合计软件
业务收入占全国比重为65.4%，较上半年下
降0.7个百分点。

中心城市软件业务收入增速稳步上
升。前三季度，全国15个副省级中心城市
实现软件业务收入31120亿元，同比增长
10.8%，增速较上半年提高4.5个百分点，占
全国软件业务收入比重为53.3%，较上半年
提高0.1个百分点；中心城市软件业利润总
额4326亿元，同比增长5.8%，增速较上半年
提高5.6个百分点。

前三季度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1.3%

软件业持续恢复 从业人数稳步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