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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7月 4日电 （记
者许晟） 中国银行全资子公司中银
理财有限责任公司4日在北京开业。

中银理财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
亿元，注册地为北京，主要从事发行公
募理财产品、发行私募理财产品、理财

顾问和咨询等资产管理相关业务。
当天，中银理财还推出五大理

财新品，分别是“全球配置”外币
系列、“稳富——福、禄、寿、禧”
养老系列、“智富”权益系列、“鼎
富”股权投资系列以及指数系列。

中国银行理财子公司开业中国银行理财子公司开业

本报北京 7月 4日电 （王峥）
日前，2019普惠金融高峰论坛在京
举行。会上，中国平安集团旗下成
员平安普惠与海南省农业信贷担保
有限责任公司、遵义市农业信贷担
保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合作协议，推
动低息“三农”借款产品在海南、
贵州落地。

据介绍，2018 年起，平安普惠
与长期扎根农村的农业信贷担保公
司及其他专业机构协作，推出面向

“三农”人群的低息借款产品，帮助
当地农民返乡创业、扩大生产。今
年初，平安普惠与重庆市农业融资
担保集团有限公司合作的低息“三
农”借款产品正式实现了放款。

平安普惠推“三农”借款产品

本报北京7月 4日电 （记者邱
海峰） 应急管理部 4 日发布的数据
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各类生
产安全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同比
分别下降 19.8%和 18.9%，较大事故
起 数 和 死 亡 人 数 同 比 分 别 下 降
13.9%和18.3%。

据应急管理部介绍，今年元
旦、春节、元宵节、清明节、五
一、端午节及全国“两会”期间，
全国未发生重特大事故，大部分行
业领域、大部分地区安全生产形势

均保持总体稳定。
“虽然上半年全国安全生产形势

总体平稳，但影响安全生产形势的
隐患依然大量存在，一些不稳定、
不确定的风险在增加。”应急管理部
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狠抓
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继续加强
烟花爆竹、煤矿、非煤矿山等重点
行业领域安全监管；打击违法违规
行为，对工作不落实不到位、排查
风险不认真不彻底、重大隐患问题
久拖不决的，严肃追责问责。

上半年全国生产安全事故下降

据新华社北京7月 4日电 （记
者王立彬） 作为社会创新扶贫项
目，亚朵村茶项目运作一年多来，
采购成品茶逾 400 万元，茶香飘溢
157座城市350家亚朵酒店，合作社
村民惠及面不断扩大。

记者 4 日在此间获悉，2019 新
一季“亚朵村的茶”日前正式全国
发布，同时云南怒江州福贡县石月

亮乡亚朵村茶厂正式揭幕、“亚朵幸
福银行”项目计划启动。亚朵村茶
项目运作一年多来，依托当地优质
高山茶源，结合亚朵品牌优势和生
态运作，阶段性成果显著——第一
个 茶 季 的 2018 年 4 月 至 2019 年 4
月，亚朵向亚朵村采购成品茶总金
额超过400万元，153户村民参与茶
叶合作社。

亚朵村茶叶飘香157座城市本报中宁7月 4日电 （记者
刘峰） 记者日前从在宁夏中宁县
举办的第二届枸杞产业博览会上
获悉，目前宁夏全区枸杞种植面
积达 100 万亩，占全国枸杞总面
积的 33%，年枸杞干果产量达 14
万吨，综合产值 130 亿元，良种
覆盖率达 95%以上。全区建成国
家级研发中心 4 个、国家级枸杞
种质资源圃 2 个，扶持培育枸杞
生产、加工、流通经营主体 730
余家，已成为全国枸杞产业基础

最好、生产要素最全、品牌优势
最突出的核心产区。

据介绍，本届枸杞产业博览
会以“创新·融合·品牌·绿色”为
主题，共有来自宁夏、青海、甘
肃、新疆、内蒙古等国内枸杞主
产区的产业主管部门和 476 家企
业参展。博览会展馆面积1.5万平
方米，共设置 321 个展位，比第
一届增加 153 个展位，是近年来
国内规模最大、参展商最多、展
品最丰富的枸杞产业盛会。

宁夏枸杞产业产值超130亿元宁夏枸杞产业产值超130亿元本报北京7月4日电（记者孔德晨） 近期，国务
院办公厅《关于加强非洲猪瘟防控工作的意见》（以下
简称《意见》）正式对外公布。4日，国新办召开国务院
政策例行吹风会，农业农村部副部长于康震和农业农
村部畜牧兽医局局长杨振海介绍了相关情况。

记者从会上获悉，非洲猪瘟疫情防控取得了阶
段性成效。“总体看，非洲猪瘟疫情发生势头明显减
缓，正常的生猪生产和运销秩序正在逐步恢复。”于
康震介绍，截至7月3日，全国共发生非洲猪瘟疫情
143起，扑杀生猪116万余头。今年以来，共发生非
洲猪瘟疫情44起，除4月份外，其他5个月新发生疫
情数均保持在个位数。目前，全国 25个省区的疫区
已全部解除封锁。

同时，国内非洲猪瘟防控形势依然复杂严峻。
于康震介绍，此次出台的 《意见》 围绕疫情防控和
稳产保供，明确了一系列政策措施。

疫情防控方面，《意见》对全面加强生猪生产各
环节非洲猪瘟防控监管提出明确要求。在养殖环
节，明确禁止直接使用餐厨废弃物喂猪，对因使用
餐厨废弃物喂猪引发疫情或造成疫情扩散的，不给
予扑杀补助并追究责任。在运输环节，完善生猪运
输车辆备案管理，建立指定通道运输制度。在屠宰
环节，落实屠宰厂 （场） 非洲猪瘟自检和驻场官方
兽医两项制度。对不符合条件的，一律吊销生猪定
点屠宰证。在加工经营环节，要求市场监管部门加
强监督检查并开展抽检。

在稳产保供措施上，《意见》强调落实好“菜篮
子”市长负责制，并特别指出，“对超范围划定禁养
区、随意扩大禁养限养范围等问题，要限期整改”，“不
得层层加码禁运限运、设置行政壁垒”。地方财政、银
保监机构要加大对生猪养殖场户和屠宰加工企业的
政策扶持力度。因环境容量等条件限制，确实无法满
足猪肉自给率要求的省份，要主动强化产销衔接，提
升保供能力。着眼长期，要构建标准化生产体系、调整
优化产业布局等加快生猪产业转型升级。

从当前看，受非洲猪瘟疫情和猪周期叠加影响，国内生猪生产持续
下滑。对400个养猪县监测数据显示，5月份生猪存栏环比下降4.2%，同
比下降22.9%；能繁母猪存栏环比下降4.1%，同比下降23.9%。

杨振海介绍，针对生猪生产持续下滑的形势，将加快落实扶持生猪
恢复发展的政策，对调出大县的规模猪场开展临时性生产救助，抓紧落
实种猪场和大型规模养殖场贷款贴息政策。此外，进一步强化信息引导
和技术服务，发展标准化规模养殖，鼓励和支持生猪自给率低的地区扩
大生猪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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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金融领域围绕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服务实体经
济、防范金融风险、深化改革开
放等方面持续推进。7 月 4 日，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就金融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的措施成效举行发布
会。据介绍，当前银行业保险业
总体运行稳健，各项工作取得阶
段性成效。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
款9万多亿元；网贷机构数量比
2018年初下降57%；金融开放12条新举措落地。

缓解融资难融资贵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成效怎样？民营和小微企业融
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有没有改善？

中国银保监会副主席周亮介绍，银行保险机构充
分调动信贷、债券、股权、保险等资金，保证融资的
供给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同时，优化供给结构，
加大中长期贷款和信用贷款投放，重点满足制造业和
消费升级的融资需求，在民营和小微企业融资方面做
了大量工作。

信贷增量扩面。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9万多亿
元，保险业赔款和给付支出达到6200多亿元。5月末，
对民营企业的银行贷款余额 40 万亿元，较年初增长
5.8%，前5个月新发放的民营企业贷款占新发放公司类
贷款的 51.48%；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10.25 万亿
元，较年初增长了9.55%，比各项贷款增速高了3.61个
百分点；有贷款余额户数 1928 万户，较年初增加 205
万户。

融资成本降低。前5个月民营企业平均贷款利率为
5.98%，较 2018 年全年平均贷款利率下降 0.92 个百分

点；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平均利率6.89%，较2018年全
年平均水平下降 0.5个百分点，其中 5家大型银行的平
均利率为4.79%，下降0.65个百分点。

同时，各类银行业金融机构完善“敢贷愿贷”机
制，提升“能贷会贷”能力。银保监会首席检查官杨
丽平介绍，上半年指导各类机构把敢贷、愿贷的机制
建立健全起来，此外还推广了一些银行小微贷款的经
验。例如，浙江台州3家城商行专注做小微贷款，近年
来服务小微企业约 25 万家，其中 100 万元以下的贷款
户数占到96.4%，规模都不大，但做得非常好。

有力遏制金融脱实向虚

两年多来共罚没 60 多亿元，超过前 10 年处罚总
和，处罚违规人员 8000多人次……坚持“监管姓监”，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取得积极进展。

中国保险机构曾出现公司治理薄弱、违规资金运
用、产品创新不当、销售误导、财务业务数据不真实
等诸多乱象。对此，银保监会开展持续整治，仅今年
1-5月，处罚保险机构277家次，对机构罚款4400多万
元。银保监会副主席梁涛说，这些举措有力震慑了不
法主体，保险业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持续增强，保险资

金投资业更加理性。
保险业乱象得到有效治理的同时，据介绍，经各

方努力，目前高风险机构风险逐步化解，非法集资大
要案正在有序处置，网络借贷风险压降成效比较明
显。从网贷机构数量来看，目前已比 2018 年初下降
57%。通过拆解高风险影子银行，两年多来已压降层层
嵌套、结构复杂、自我循环高风险金融资产13.74万亿
元，有力遏制金融脱实向虚。

信用风险产生的土壤也被大力铲除。两年来，累
计处置不良贷款超过4万亿元，当前银行业不良贷款率
稳定在2%左右，拨备覆盖率超过175%，商业银行资本
充足率、保险公司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等主要监管指
标均处于较好水平。

“可以这样讲，抵御风险的‘弹药’是充足的。金
融风险已经从发散状态逐步转向收敛，总体可控。”周
亮说。

银行保险业开放不受外因左右

去年 4 月出台 15 项金融市场开放举措，今年 5 月
又推出 12条新措施，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步伐持续
迈进，正吸引更多高质量的境外金融机构到中国来投

资兴业。
但仍有一种疑问：国际形

势的变化会不会影响中国对境
外 金 融 机 构 来 华 的 立 场 ？ 对
此，银保监会首席风险官肖远
企表示：“银行保险业对外开放
整体上不受外部因素左右，主
要还是根据银行保险业自身发
展的需要，根据防控风险和对外
开放整体的需要。”

据介绍，今后还将根据需要陆续推出更多的开放
措施，尤其欢迎有专业专长、在细分市场有特殊产品
和管理经验的外资机构来华。比如在不良资产处置、
财富管理、商业保理和健康养老保险领域，非常欢迎
境外金融机构来华开展业务。同时，也欢迎境外的金
融机构等参与银行保险以及非银行金融机构特别是中
小机构的改革重组。

已在中国境内营业的金融机构也一样享受开放的
利好。从去年推出开放措施的影响来看，外资银行在
中国市场的深度大大拓展，其同业业务和零售业务得
到较好发展。“开放既有利于现有在华经营的外资机
构，也有利于新进机构与中资机构一起相互借鉴学
习，共同提高市场竞争力和活跃度，提高金融市场整
体效率。”肖远企说。

信贷增量扩面 融资成本降低

金融供给侧改革见实效
本报记者 李 婕

7月 4日，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在红旗街道紫东苑小区开展垃圾分
类宣传活动。志愿者向居民讲解垃圾分类知识以及可回收垃圾智能回收房
的投放流程和操作方法，提高居民垃圾回收参与率、分类准确率，进一步

保护社区环境。
图为志愿者将垃圾分类的样品进行整理，准备为小区居民讲解。

张晓峰摄 （新华社发）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月 4 日，以“深
化经贸合作，共建绿色
丝路”为主题的第 25
届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
谈会在兰州开幕。本届
兰洽会为期 5天，重点
围绕节能环保、清洁生
产、循环农业等十大绿
色生态产业，举办论坛
峰会和投资贸易促进等
经贸活动。图为参会嘉
宾在兰洽会上观看焊接
机器人演示。

新华社记者
陈 斌摄

瞧瞧，，兰洽会兰洽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