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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党中央从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出发，着眼于实现“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顺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新要求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作为
我国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国家开发银行助力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既是贯彻落实中央精
神的重要举措，也是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努力方向。

国开行党委书记、董事长胡怀邦日前表示，国开行要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精神，在支持
实体经济、筑牢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坚实基础上下功夫，在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化现
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上下功夫，在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优化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空
间布局上下功夫，在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提高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国际竞争力上下功夫，
全面加强党建、继续深化改革、守住风险底线，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这篇大文章中贡献
开发性金融的力量。

服务实体经济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

济上。在国开行资产中，投向实体经济的贷款、债券、专项基金等占比超过80%，可以说，
国开行是一家名副其实的“实体经济银行”。

十八大以来的五年，在众多实体经济领域健康稳定发展的背后，都有国开行鼎力支
持的身影：大力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累计发放超过3.4万亿元棚改贷款，帮助2000多万
户棚户区居民出棚进楼；助力重大基础设施引领“中国速度”，支持轨道交通建设里程
4700公里、高速公路1.6万公里、高速铁路超过1万公里；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向沿线国
家发放贷款1858亿美元，为中国与沿线各国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2017年，国开行继续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不断夯实经济长远发展基础，积极
培育新的增长动能。国开行加大对 165 项重大工程的开发评审力度，发放中铁总贷款
1294亿元、水利贷款967亿元、新型城镇化贷款3133亿元，助力京津冀协同、长江经济带、
雄安新区建设。为服务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发放战略性新兴产业贷款3443亿元，同比增
长超过50%。2017年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新增发放贷款176亿元，“一带一路”专项贷款
实现授信承诺991亿元。

2018年，国开行将牢牢把握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一基本特征，聚焦社会
主要矛盾变化，紧紧围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这一战略目标，找准支持经济提质增效的
着力点，服务高质量发展。

推进精准脱贫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平均每年减贫1300多万人，脱贫攻坚取得显著成效。这其中，

国开行发挥了脱贫攻坚金融主力军作用。五年来，国开行把脱贫攻坚作为首要任务，全
面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脱贫攻坚的战略部署，成立扶贫金融事业部，坚持“融制、融
资、融智”的“三融”扶贫策略和“易地扶贫搬迁到省、基础设施到县、产业发展到村（户）、

教育资助到户（人）”的“四到”思路方法，累计发放精准扶贫贷款超过1.3万亿元，贷款余
额超过 1万亿元。其中，易地扶贫搬迁贷款惠及 911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助学贷款使
1039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圆了大学梦。2017年，国开行新增发放精准扶贫贷款4445亿
元，覆盖987个国家级和省级贫困县，有效促进了贫困人口增收脱贫。同时，国开行发挥
专家、行业优势，强化规划咨询、人才帮扶、培训引导等融智服务，增强贫困地区内生动
力，构建脱贫攻坚长效机制，助力实现持久脱贫、稳定脱贫。

现在距离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越来越近，实现现行标准下精准脱贫可谓时间
紧、任务重。国开行行长郑之杰表示，2018年，国开行将深入推进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
坚、定点扶贫、东西部协作扶贫“三大行动”，聚焦易地扶贫搬迁、贫困村提升工程、产业扶
贫创新、助学贷款等重点领域，加大精准支持力度，推进脱贫攻坚机制建设，强化融智扶
志，全年发放精准扶贫贷款不低于4000亿元。

发展绿色金融
保卫绿水蓝天，促进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既是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要决策部署，也

是人民群众最迫切的期盼。
2017年，国开行大力发展绿色金融，把“生态环境保护、绿色城乡建设、工业绿色转型”

作为三大主攻板块，发放环保及节能减排贷款3270亿元。积极支持国家储备林基地建设，
贷款承诺近1000亿元。在大力支持绿色环保相关项目的同时，国开行积极通过债券创新，
推广普及绿色金融理念。2017年，国开行在境内先后发行250亿元绿色金融债，覆盖“大气
污染防治”“京津冀协同发展”“绿色循环发展”“粤港澳大湾区清洁交通建设”等专题，为污
染防治引入资金活水的同时也让绿色金融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当年11月，国开行还成功
发行首笔中国准主权国际绿色债券，包括5年期美元债5亿和4年期欧元债10亿，让世界看
到了中国金融助力绿色发展的决心和力量。

尽管取得了积极进展，但我国污染防治依然任重道远。郑之杰表示，国开行将继续
支持生态环保和污染防治领域发展，完善绿色金融体系，推进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和
生态保护，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促进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从源头
降低污染排放，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着力防控风险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位列今后3年抓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三大攻坚战之首。这

其中，重点是防控金融风险。中央要求，要服务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促进形成金
融和实体经济、金融和房地产、金融体系内部的良性循环，做好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和处置。

国开行认真贯彻落实中央部署，坚定不移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防控风险和提质
增效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该行加强风险预警，完善授信评审，建立法律风险管控机制，强
化全流程风险防控，推进双名单管理和风险管理责任制，优化集团客户管理，加大不良化
解、核销和批量转让力度，完善集团审计管理体制。2017年，国开行实现不良贷款额、率实
现“双降”。截至当年底，国开行不良贷款率连续51个季度低于1%，保持持续健康发展。

当前，我国金融体系风险总体可控，但由于多种原因，仍然处于风险易发多发期，面
临的形势依然严峻复杂，风险防控的弦必须时刻紧绷。胡怀邦表示，2018年，国开行将认
真贯彻落实中央要求，配合地方政府稳妥处理好债务问题，继续加强重点风险防控，完善
风险防控体系，加强信贷基础管理，严格落实风险管理责任制，创新风险防控手段，持续
推进风险文化建设，深化全流程风险防控，坚决守住风险底线。

新思想引领新时代，新使命开启新征程。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国开行将在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更好地发挥开发性金融优势和
作用，服务高质量发展，助力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国家开发银行强力支持实体经济
郭凯轩

国开行融资支持桂林市“两江四湖”环境改善工程，全面恢复桂林“城在景中，
景在城中”的山水城格局

国开行融资支持桂林市“两江四湖”环境改善工程，全面恢复桂林“城在景中，
景在城中”的山水城格局

国开行融资支持的贵州威宁自治县农户脱贫致富，农民喜笑颜开

冰钓、滑雪、
冬 季 采 摘 、扭 秧
歌、逛庙会、拜妈
祖 …… 从 农 历 腊
月二十八到正月
十五元宵节，河北
省唐山市曹妃甸
区举办了年味儿
十足的传统民俗
文化活动。同时，
还拓展了多样的
旅游项目，热闹的
场景无处不彰显
着浓浓的年味儿，
成为了京津冀地
区冬季休闲旅游
又一个富有特色
的目的地。据有
关部门统计，今年
春节长假期间，全
区共接待国内外
游客 12.7 万人次，
冬季特色民俗文
化旅游受到热捧。

曹 妃 甸 蚕 沙
口天妃宫始建于
元代至元初年，是
北方拥有大规模
的妈祖文化建筑、
古今传承妈祖文
化的唯一一座妈
祖庙。从腊月二
十八开始，以“秧
歌闹新春 红火过
大年”为主题的民
俗秧歌表演在蚕
沙口妈祖文化广
场 拉 开 了 序 幕 。
现场红绸飘飞、唢
呐 震 天 、人 山 人
海。附近十里八
村的乡亲们汇聚
于此，伴着鼓点，
扭起了欢快喜庆
的大秧歌，向世人
展示着浓郁而又
具有特色的滨海
年俗风情。

红 红 火 火 的
大秧歌一扭起来，
就一直跳到了正
月十五元宵节，半
个多月的时间里，
从古老的蚕沙口
到现代化的曹妃
甸城区，秧歌表演一场接着一场，从传统的节目

“跑驴”、“划旱船”到基层群众创编的新时代秧歌
舞，极具乡土特色的秧歌表演不仅烘托出了浓浓
的年味儿，更是引来了众多游客，人们逛庙会，品
地方小吃，拜妈祖，感受着别有风味的民俗气氛。

此外，曹妃甸还举办了“笔墨凝书香，春联送
万家”迎新春送春联活动，吸引了众多村民和游
客。书法家现场挥毫泼墨，引得大家不时的拍手
称赞。当一幅幅写好的大红对联儿送到村民和游
客的手上时，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喜悦的笑
容。这边吉庆的春联刚刚写罢，那边“擂鼓齐鸣迎
新春，欢天喜地庆佳节”擂鼓表演活动又开始了。
震天响的鼓点声伴着表演者的呐喊声，展现出了
人们迎接新春的精神气儿！

曹妃甸区还开展特色冬季亲子游项目。区域
内众多农业采摘园对游客开放，这些冬季水果全
部是从盐碱地培育出来的，各种绿色蔬菜利用了
鱼菜共生技术。绿色蔬菜、各色瓜果吸引了很多
带着孩子来玩的游客，让他们充分享受欢乐的亲
子时光。

运动项目也是冬季里不可或缺的内容。该区
十农场利用冬季闲置稻田，打造了一个面积300亩
的滑冰场，15 亩的儿童滑雪场，命名为曹妃甸“稻
草人冰雪运动场”。这种在稻田内滑冰滑雪的冬
季运动，冰层厚实光滑，雪质优，适合亲子游玩，春
节期间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体验，单日最高游客
接待量达到2900人次。李硕研小朋友从雪坡上滑
下来后高兴得合不拢嘴：“坐着大轮胎从上边冲下
来，真好玩!”30 多岁的李勇也找到了小时候的感
觉：“能带着孩子体验我们小时候的玩法，真是挺
开心的。”玩雪圈、开雪地摩托、滑冰车，好玩的游
乐项目给游客们带来了欢笑声和愉快的心情。同
时，曹妃甸湿地度假区依托资源优势举办了“冰钓
文化周”活动，吸引众多冰钓爱好者前来垂钓。虽
然天气十分寒冷，但是依然阻挡不了人们在结冰
厚度安全的湖面上凿冰垂钓的热情。截至目前，
该区冰雪运动共接待游客近2万人。

当前，曹妃甸正在全力推进“一港双城”建
设，依托优良的资源禀赋，大力发展全域旅游，建
设国际贸易旅游综合性大港。2017年该区旅游接
待人数突破150万人次，预计2018年将突破225万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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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妃甸元宵节秧歌展演活动上，舞狮
表演赢得阵阵喝彩

曹大庆 摄

加多宝为乡村振兴爱心助学不停步加多宝为乡村振兴爱心助学不停步
加 萱

“这篇报告通篇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十九大精神，是一份鼓舞人心、催人奋进的好报
告。”3月 5日上午，加多宝集团党委书记庞振国在电视
机前一边收看李克强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一边说。

中共十九大报告和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都提出了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和具体方向。庞振国说，只有通过
产业扶贫和教育扶贫相结合，促进农村贫困人口就业增
收，才能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和乡村振兴。

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脱贫攻坚期内，职业教育培训要重点
做好。一个贫困家庭的孩子如果能接受职业教育，掌握一技之
长，能就业，这一户脱贫就有希望了。

加多宝集团从2001“加多宝·学子情”项目出资5.3万
元资助温州 13名贫困学生起，年复一年从未间断。截止
到2017年，加多宝集团已累计捐助了8000万元善款，资助
贫困学生的总数达到了16700余名。2017年，资助了来自
云南、湖南、江西、广西、广东、新疆、西藏等地以及泰国、尼
泊尔共计 1106 名寒门学子圆梦大学，这是加多宝集团积
极响应“一带一路”号召所做出的重大举措。

对于一个家庭而言，教育是实现幸福安康的重要途
径，一个优秀的孩子可以改变一个家庭的命运。加多宝集
团自成立之初,积极参与公益事业。十年树木，百年树
人。每年的夏至前后，加多宝坚守了许多年的爱心助学行
动“加多宝·学子情”就会如期启动。2017年 6月 22日,注

定成为加多宝值得铭记的一天。在
这个充满夏日阳光的日子里，加多
宝集团再一次将公益的光芒洒向了
那些求学路上的寒门学子。

由中国爱心工作委员会作为指
导单位，加多宝集团主办的2017年度

“加多宝·学子情”爱心助学行动在湖
南省举行。中国国际文化传播中心
资深顾问唐天标，全国政协外事委员
会委员、中国国际文化传播中心执行
主席、中国爱心工作委员会主席龙宇
翔，泰国前副总理、泰中文化促进委
员会主席披尼·扎禄颂巴，中国爱心
工作委员会副主席艾米尔，加多宝集
团党委书记庞振国等领导出席了本
次活动。龙宇翔在启动仪式上致辞
并表示，一定要积极响应当前国家对
精准扶贫的号召，把善款用在需要的

地方，帮助更多的学子圆梦大学，为祖国培养更多的人才！
艾米尔与庞振国共同向来自受助区域代表发放捐助款。

为了让乡村孩子们能够享受运动的快乐，2016年加
多宝投入100万元，为25所贫困地区的乡村小学援建“阳
光操场”；为解决乡村孩子无住宿、住宿难等基础问题，加多
宝援助200万人民币，帮助4所贫困、偏远地区学校搭建宿舍
楼。2015年，为帮助贫困革命老区的高考学子，“加多宝·学子
情”公益助学活动还先后深入到江西瑞金、福建武平、陕西延
安、湖北黄冈等革命老区，以公益助学支援老区发展。

“‘加多宝·学子情’给我的不仅是经济上的帮助，更是
一种精神上的鼓励和指引，让我学会感恩，学会时刻做一
些力所能及的好事，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一位受到
加多宝资助的学子有感而发。

加多宝集团品牌管理部一位领导这样说：“企业做公
益的最终目的不是帮了多少人、捐了多少钱，而是让公益
力量‘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穷’。”

这就是加多宝的公益理念——“以善促善，人人公
益”，加多宝人将其根植于心，汇聚于行。

“通过帮助贫困学子，使其人生观产生积极的变化，继
而也投入到公益事业中，使爱心传递形成良性循环。”加多
宝集团党委书记庞振国讲述助学的内涵。

加多宝通过发展型助学模式，在帮助贫困学子解决上学
难题的同时，体系化引导学子从单纯的受益者升级为助学理念
的传承者和实践者，实现“受助、自助、助人”的成长性发展。

加多宝集团以17年的公益恒心为万余名贫困学子打
开了希望之门，用大爱助力人才成长。毋庸置疑，加多宝
正在用17年的公益坚守验证这样一个道理：坚持，让梦想
的实现更有力量！以加多宝之善行，大力支持公益传播，
倡导全民参与，从而做到“以善促善，人人公益”，这是加多
宝的另一个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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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多宝·学子情爱心助学活动走进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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