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3032016年4月4日 星期一要闻·财经2019年2月26日 星期二
责编：聂传清 梁益琴 邮箱：hwbjjb@163.com责编：聂传清 梁益琴 邮箱：hwbjjb@163.com

财
经
财
经
财
经

2月25日，国新办就坚决打好
防范金融风险攻坚战有关情况举行
发布会。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
员会副主席王兆星表示，防范金融
风险攻坚战取得阶段性成果，各种
金融乱象得到有效遏制。

两年来，银保监会始终坚持强
监管、出重拳、治乱象、守底线、
补短板、立规矩。既加大了监管力
度，也加大了对“有照驾驶”但属
于“违规驾驶”的违纪违规的经营
活动进行严肃查处。同时，对“无
照非法驾驶”从事违规乃至违法的
金融活动也给予严厉的惩治和禁
止。两年内共处罚违规银行保险机
构 近 6000 家 ， 处 罚 相 关 责 任 人
7000 多人次，禁止一定期限乃至
终身进入银行保险业的人员300多

人次，取消一定期限直至终身银行
保险机构董事及高管人员任职资格
454人次。

王兆星表示，让金融更好地服
务实体经济是出发点和落脚点，金
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支持经济健
康高质量发展是最高使命。在加大
监管力度、严厉治理金融乱象，并
严厉进行问责的过程中，积极引导
支持和促进银行保险机构加大对实
体经济、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和双
创的支持，大力推进普惠金融、绿
色金融。

经过努力，在解决民营企业融
资难、融资贵问题上，已取得一定
成果。一是信贷投放增量扩面方
面，小微企业的贷款余额达到33.5
万亿元，其中单户授信 1000 万元

及以下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达到
9.4万亿元，同比增长21.8%。二是
贷款利率有明显下降。去年第四季
度银行业新发放的普惠型小微企业
贷款利率比一季度下降 0.8 个百分
点，6家大型银行包括邮储银行比
一季度下降1.1个百分点。

王兆星表示，目前防范化解金
融风险攻坚战的进展只是阶段性的
进展，很多风险隐患尚未完全消
除。因此，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既要
打好攻坚战，同时也要做好打持久
战的准备。

下一步，银保监会将紧盯以下
几个重要的风险领域：

一是继续加大力度处置银行机
构不良资产，同时控制新的不良贷
款增长。二是防范中小银行保险机

构在经济下行和金融市场波动情况
下的流动性风险。三是继续紧盯进行
监管套利、加通道、加杠杆的影子银
行活动，进一步巩固前期治理成果。
四是继续紧盯房地产金融风险，对
房地产开发贷款、个人按揭贷款继
续实行审慎的贷款标准，严格控制
带有投机性的开发和个人贷款。五
是做好地方政府债务的处置工作，
特别是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处置。

王兆星表示，银保监会也要练
好内功，加强抵御风险能力的提
高，加强风险防控能力的提升，更
好地应对外部风险的传染。“金融
要想长治久安，要从根本上防范化
解风险，还要建立严密的、审慎的
监管制度和内控制度。所以要进一
步加强监管制度的补短板工作。”

防范金融风险取得阶段性成果
本报记者 徐佩玉

2月25日，国务院新闻办召开政策例行吹风会，工
信部、国资委、财政部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就清理拖欠
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阶段性工作答记者问。据介
绍，近3个月来，全国政府部门、大型国有企业共清偿
民营企业账款超过 1600亿元。业内专家评价，清理拖
欠民企账款工作取得显著进展，有助于呵护广大民营企
业和中小企业成长，也释放了加快完善市场秩序的信
号，将对增进民企信心、提高经营活力起到积极作用。

形成合力优先清偿

吹风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
近期清欠工作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各部门各司其职，联席会议办公室加强统筹
协调和督促指导，财政部、国资委组织中央部门、监
管企业开展清欠，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牵头开展农民
工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执法行动，形成了工作合力；二
是各地区强化主体责任，全面开展排查，建立账款台
账和清偿计划，扎实推进清欠工作；三是相关部门加
强监督惩戒，审计署加大审计监督力度，发展改革委
清理政务失信案件，联席会议办公室完善督办制度，
推动拖欠问题的解决。其中，农民工工资、民生安全
工程欠款得到了优先清偿。

“做好清欠工作也是稳定就业、保障和改善民生的
重要举措。拖欠问题如果久拖不决，不仅会影响企业
正常的生产经营，甚至会导致企业关闭破产、员工大
量失业，影响国计民生和社会稳定。开展清欠工作，
就是要进一步激发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的创新创业活
力，稳定就业和居民收入，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确保

经济社会大局稳定提供重要的支撑。”辛国斌表示，开
展清欠工作，就是要通过积极作为、靠前服务，帮助
企业解决实际困难，同时也督促政府部门、大型国有
企业做重合同、守信用的表率，健全诚信体系和法治
环境，为完善市场经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发挥积
极的作用。

完成阶段性目标任务

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大型央企率先
推进。国资委财务监管局局长邬红兵介绍，从摸排情
况看，中央企业作为甲方，与民营企业在执行合同近

700万份，金额超过10万亿元，共清理出逾期欠款1116
亿元，占在执行合同金额的 1.1%。同时，中央企业每
年发放农民工工资约 2500亿元，大多数企业能够按时
发放农民工工资，并按规定缴纳农民工工资保证金超
过180亿元。其中，有少数中央企业存在拖欠农民工工
资的情况，拖欠金额8.2亿元。

邬红兵说，经过 3 个月的紧张工作，对标对表国
务院有关要求，中央企业清欠工作已按时完成阶段性
目标任务。截至 1月末，拖欠农民工工资 8.2亿元已全
部清零；拖欠民营企业账款已清偿 839 亿元，清欠进
度达75.2%。

天津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丛屹在接受本报记者

采访时指出，近几个月来，各级政府部门和很多国有
企业在清理拖欠民企账款问题上采取了比较有效的措
施，传递出政府呵护、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信号。“很
多时候，民营企业遭遇的困境并非因为自身技术不行
或干得不好，而是在于项目款项结算较慢导致的资金
周转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与其通过银行贷款解决资
金紧张，还不如先扎实做好欠款清理工作。”丛屹说。

防止“边清边欠”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拖欠民
企账款的同时，也存在着民企自身拖欠国企账款、民
企之间互相拖欠的情况，形成了各种各样的“三角债”。

辛国斌强调，这些问题相互交织，也在一定程度
上增加了解决问题的复杂性和难度，需要在今后的工
作中从机制上完善和解决。这其中，最关键、最核心
是要解决法律缺失的问题，要建立法律保障制度。“这是
保障上下游企业、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最关键的措施。”

对于下一步的清欠工作，辛国斌表示，今后在加
大问责方面，对推动清欠工作不力的地方和部门将予
以通报，实施联合惩戒措施；在长效机制建设方面，
要加快相关法律法规的立法工作，从账款的支付时
限、支付责任、处罚措施等方面做出明确规定。同
时，要加强政府工程项目的审核，要完善工程进度款
支付的相关规定，要防止“边清边欠”“清完又欠”等
现象。

“必须看到，不少遭遇账款拖欠的企业都是资质和
基础比较好的民营企业。加快解决各级政府、国有企
业和广大民营企业之间的账款拖欠问题，显然找到了
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关键。”丛屹说。

不让拖欠账款绊倒民企
本报记者 王俊岭

新华社北京2月 25日电 （记者
刘羊旸） 记者25日从中国海洋石油集
团有限公司获悉，我国渤海天然气勘
探获重大突破——渤海油田渤中19-6
凝析气田天然气探明地质储量超过千
亿方，凝析油探明地质储量超亿方。

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长杨华表示，渤中 19-6 气田的成功

发现，打开了富油型盆地天然气勘探
的新局面，落实了新的油气富集区带。

近年来，中国海油通过产学研一
体化联合攻关方式，研究确定“油型
盆地”在某些特殊的地区具备形成大
型天然气田的条件，渤中凹陷就是这
样的特殊地区，经科研人员反复论
证，终于发现渤中19-6气田。

渤海探明千亿方大型凝析气田

据新华社上海2月 25日电 （记
者桑彤） 延续上周的连续上攻行情
后，本周首个交易日沪深两市大幅跳
空高开，放量上涨。四大股指涨幅均
逾 5%，上证综指突破 2900点，券商
保险掀涨停潮。

当日上证综指以 2838.39 点跳空
高 开 ， 全 天 大 幅 走 高 ， 最 终 收 报
2961.28 点，较前一交易日涨 157.06

点，涨幅为5.60%。
深 证 成 指 收 报 9134.58 点 ， 涨

483.38点，涨幅为5.59%。
创业板指数收报 1536.37 点，涨

幅达 5.50%。中小板指数涨 5.21%至
5985.31点。

沪深股市成交大幅放量，两市成交
额分别达4659.91亿元和5745.89亿元，
总成交时隔三年再超1万亿元。

沪深两市大涨成交破万亿元

本报广州 2 月 25 日电 （孔祥
文、杨辉） 从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获悉，由中铁二十二局等单位承建的
广州北站综合交通枢纽建设目前顺利
推进。广州北站集合了高铁、城际、
普铁三种功能，并依托于白云机场的
空铁联运形成“珠三角交通中心”。

广州北站综合交通枢纽是广州市
一级综合交通枢纽，目前已经引入京
广线、武广高铁，以及正在建设的广清
城际、地铁 9 号线，未来还将引入穗
莞深城际、地铁8号线等。

中铁二十二局集团市政工程公司
副总经理谢芳君说，广州北站综合交
通枢纽率先开工建设的市政部分，包
括 4条道路和 2座桥，以及安置房建
设等。这里地质复杂，岩溶发育突
出，地下水丰富，钻孔揭露溶洞最深
27.2米。建设者通过精心组织，科学
施工，保障工程质量和进度。

作为近邻白云机场国际空港的高
铁站，广州北站综合交通枢纽将成为
广州面向全球的门户，对于加速广州
融入“一带一路”具有重要的意义。

广州北站交通枢纽建设顺利广州北站交通枢纽建设顺利

华为公司2月24日在
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产品
发布会，首次推出基于第
五代移动通信技术（5G）
的商用手机 Mate X。图
为2月25日，参观者在巴
塞罗那世界移动通信大会
华为展台拍摄华为Mate X
手机。

新华社记者
郭求达摄

华为推出
5G 手 机
华为推出
5G 手 机

今年以来，为支持民
营企业发展，河北省衡水
市冀州区人民检察院通过
在民营企业设立“检察联
络点”，定期开展普法宣
传、网上服务推广等活
动，增强民营企业员工法
治观念，保障民营企业合
法权益。图为 2 月 25 日，
检察官向一家民营企业员
工介绍检察机关服务民企
的职能。

新华社记者
李晓果摄

2月 25日，广西
南宁市中小学正式开
学上课。

图 为 孩 子 们 在
南宁市玉兰路小学
开学典礼上表演情
景剧。

新华社记者
周 华摄

开
学
了

新华社北京2月 25日电 （记者
张辛欣） 工信部赛迪研究院等 25 日
在京发布的 《2018 家电网购分析报
告》 显示，2018 年，我国家电网购
市场增长平稳，B2C 家电网购市场

（含移动端） 规模达到5765亿元，同
比增长17.5%。

报告显示，2018年我国家电网购

规模已占到整体家电市场的 35.5%，
用于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的小家电实现
爆发式增长，市场规模突破千亿元。

其中，手持式吸尘器、扫地机器
人等产品零售额增幅均在 50%以上，
按摩椅、眼部按摩仪、电动牙刷等增
长超过 80%，结构优化、产品升级、
品质提升趋势明显。

家电网购市场规模超5000亿

2 月 25 日，国家税务总
局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
局在福州马尾区举办“减税
降 费 春 风 行 动 ” 宣 讲 活
动，来自福建自贸区福州片
区的 400 多名纳税人和企业
家代表参加活动。图为税务
工作人员在活动现场为一家
企业的出纳 （右一） 讲解税
收优惠政策。

新华社记者
魏培全摄

减税降费
春风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