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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宣布改革完善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形成机制。国新办8月20日举
行国务院例行政策吹风会，介绍了当天中国人民银行
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首次发布的新 LPR 及降
低实际利率水平有关政策情况。业内人士指出，此次
改革完善 LPR 形成机制将有利于提高利率传导效率，
促进更多信贷资源向小微和民营企业配置，从而缓解
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比原来基准利率降10个基点

LPR 定价机制是中国推进利率市场化的一项重要
基础性制度安排。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国强介绍，
新的 1 年期 LPR 是 4.25%，比原来基准利率降了 10 个
BP （基点），5年期以上LPR为4.85%。“这次改革完善
LPR 形成机制，主要是出于提高 LPR 市场化程度、推
动银行运用 LPR、打破贷款利率隐性下限这三方面考
虑。”刘国强说。

新 LPR 形成机制改革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变化：一
是将 LPR 改为按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加点形成的方式报
价，其中，公开市场操作利率主要指中期借贷便利利
率。中期借贷便利期限以1年期为主，反映了银行平均

的边际资金成本，加点幅度则主要取决于各行自身资
金成本、市场供求、风险溢价等因素，这样 LPR 报价
的市场化和灵活性明显提高；二是在原有1年期一个期
限品种基础上，增加5年期以上的期限品种；三是报价
行在原有10家全国性银行基础上扩大到18家；四是报
价频率由原来的每日报价改为每月报价一次。

刘国强表示，此次推出新的 LPR 形成机制，旨在
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由各报价行按市场化原则报
价，并由银行参考 LPR 自主加点定价，有利于疏通货
币政策传导机制，提高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促进降
低企业融资成本。

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在年内降低小微企业贷
款综合融资成本1个百分点，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在小微
企业贷款方面要增长30%以上。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
委员会副主席周亮指出，新 LPR 的实行将有利于降低
企业特别是民营和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完成全年降
成本目标没问题。

截至今年上半年，全国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达到35.6
万亿元，其中普惠性小微企业的贷款余额是 10.7 万亿

元，增速达到了 14.27%。上半年，新发放普惠性小微
企业贷款利率为6.82%，比2018年全年平均利率水平下
降0.58个百分点。“此外，通过减免一些信贷的相关费
用，融资成本下降了 0.57 个百分点。两者合计，小微
企业融资综合成本下降超过1个百分点，阶段性地完成
了这个目标。”周亮说。

周亮表示，目前中国仍存在贷款基准利率和市场
利率并存的“利率双轨”问题，影响货币政策有效传
导。此次改革完善 LPR 形成机制将促进贷款利率“两
轨合一轨”，提高利率传导效率，推动降低实体经济融
资成本。

“血液流通要顺畅，资金的流速不能迟滞在某个池
塘里不动，打通疏通这些毛细血管很重要。”周亮说，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强化监管考核，推动银行进一步
对接民营和小微企业的有效融资需求，会同有关方面
多管齐下，提高信贷供给，降低融资成本，努力解决
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让金融和实体经济良性互动

“利率市场化改革就像‘修水渠’，目的是让水流
更加畅通，让水更有效率、更精准地流到田间地头，

但水的大小还是要看闸门。”刘国强说，“利率市场化
改革有利于增强货币政策的效果，但不能替代货币政
策，也不能替代其他政策。下阶段，中国人民银行将
会同有关部门，发挥政策合力，综合采取多种措施，
切实降低企业综合融资成本，缓解小微企业、民营企
业融资难问题。”

有市场人士认为，在存款利率不变的情况下，贷
款利率下行可能导致银行利差收窄，对商业银行产生
不利影响。对此，刘国强表示，虽然短期内银行息差
会下降，会影响银行的利润，但是从长期看，新 LPR
机制有利于促进金融和实体经济良性循环、健康发
展，对银行、对实体经济都是利好。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孙国峰指出，未来
央行将指导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加强对存款利率
的自律管理，维护市场竞争秩序，稳住银行负债端的
成本，为银行可持续发展营造有利的条件。

“金融说到底是服务业，离开了实体经济金融业就
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刘国强指出，从长期看，
银行是服务业，银行是依托实体经济的，如果实体经
济融资成本下降了，银行的服务对象就增加了；实体
经济融资成本下降了、发展好转了，银行信贷不良率
就会下降，信贷质量就会提高。“这也就是我们希望出
现的金融和实体经济良性循环、健康发展，从长期来
看都是利好。”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新机制推出

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出实招
本报记者 孔德晨

新华社上海 8月 20日电 （记者周琳） 20
日，伴随着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
新片区正式揭牌，首批13家企业获颁最新营业
执照，营业执照地址前缀更新为“中国 （上
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

这13家企业包括上海嘉奥人工智能科技有
限公司，提供大数据服务的上海燧原智能科技
有限公司，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项目开发、
建设及经营管理的中海油融风能源有限公司，
集成电路芯片设计及服务的上海国微芯芯半导
体有限公司等，涉及多个关键核心技术领域，

掀开在前沿产业集群布局的新一页。
据介绍，以打通企业发展的痛点、堵点和

难点为目的，上海市场监管部门为临港新片区
发展提供两项“特殊”服务。一是实现商事主
体登记确认制，在上海自贸区新片区探索试
行，将企业设立登记的行为性质从行政许可改
为行政确认；二是实现全程“零见面办理”，以
信用承诺、实名认证、自主申报为核心，推行
名称、住所、经营范围自主申报，由申请人对
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

这些修改不仅涉及登记系统，还连接着国

家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汇总库、国家企业公示系
统、上海市法人库、上海大数据中心数据资源
池等，实现了准实时的数据交换，用系统的自
动化保证数据鲜活联动。

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局长陈学军说，给予临
港新片区绿色通道和事先登记，可以加快企业
登记速度。通过这些特别制度使临港新片区企
业准入更加便捷，更加自由，体现临港新片
区 “ 特 ” 字 ， 实 现 特 殊 企 业 准 入 制 度 。 未
来 试 点 以 后 ， 还 将 探 索 扩 大 辐 射 效 应 ， 服
务上海。

首批13张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营业执照诞生首批13张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营业执照诞生

8月20日，江
苏省徐州市鼓楼
区关工委与区图
书馆联合开设非
遗公益课堂，邀请
非物质文化遗产
撕纸传承人给少
年儿童传授撕纸
技艺，丰富孩子们
的暑期文化生活，
让孩子们感受传
统文化的魅力。

蒯 创摄
（人民视觉）

8月20日，以“不忘初心再出发 永做红色轻骑兵”为主题的第八届内蒙古自治区乌兰牧骑艺术节在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开幕。此
次艺术节为期九天，来自内蒙古各地及甘肃、青海、新疆等省区的22支优秀乌兰牧骑近千名队员将进行文艺汇演，集中展示近年来乌
兰牧骑涌现出的优秀艺术作品。图为乌兰牧骑队员在开幕式上表演舞蹈《雪域欢歌》。 王 正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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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丰富孩子们
的暑期生活，江西
省赣州市赣县区城
关幼儿园开设了民
俗课堂，让孩子们
通过参与制作客家
美食、体验客家民
俗、表演客家曲艺
等活动“感悟传统、
饮水思源”。图为 8
月 20 日，孩子们在
体验龙舟游戏。

新华社记者
陈晔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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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8月20日电（记者任
涛） 今晨 6 时，随着海关总署署长
倪岳峰一声令下，中国海关打击洋
垃圾走私“蓝天 2019”专项行动第
二轮集中打击启动，天津、黄埔、
大连、南京、杭州、宁波、青岛、
广州、深圳、汕头、南宁、石家
庄、南昌、兰州等14个直属海关在
天津、广东等11个省区市一举打掉
走私犯罪团伙23个，抓获犯罪嫌疑

人58名，查证废塑料、废矿渣等各
类破坏生态环境涉案货物 11.12 万
吨。

据介绍，随着中国全面禁止洋
垃圾进境的政策实施和海关部门的
持续严查严管严打，当前固体废物
进口总量和洋垃圾走私入境违法活
动持续呈双下降趋势。截至目前，
共有23名走私废物违法犯罪人员投
案自首。

“蓝天2019”专项行动第二轮集中打击启动

海关查获11.12万吨“洋垃圾”

本报北京8月20日电（记者陈
劲松） 今天，第三次全国残疾预防日
新闻发布会在京召开，今年残疾预防
日主题是“残疾预防，从生命源头做
起”。中国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贾
勇，中国残联康复部主任胡向阳和妇
幼保健领域专家出席了发布会。

贾勇表示，2017 年 6 月，国务
院正式批准将每年 8 月 25 日设立为

“残疾预防日”。今年残疾预防日的
主题是“残疾预防，从生命源头做

起”，主要围绕预防出生缺陷和发育
障碍致残，以育龄妇女、孕产妇和
儿童家长等为重点人群，大力倡导
加强婚前、孕前健康检查，做好产
前筛查、诊断，加强新生儿及儿童
早期筛查和早期干预，推动从生命
源头做好残疾预防。

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区委常
委、宣传部长史峰介绍了埇桥区开
展全国残疾预防综合试验区创建试
点工作的有关情况。

“残疾预防，从生命源头做起”
第三次残疾预防日主题发布

本报北京8月20日电（记者杨
俊峰）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日召开
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五位应急管
理一线先进代表作为发布会主角，
向公众讲述他们为人民群众幸福安
全默默坚守的故事。

这五位代表分别是北京市消
防救援总队天安门支队故宫特勤
中队政治指导员蔡瑞，山东煤矿
安全监察局鲁东监察分局副处级
监察专员张在贵，上海市应急管
理局安全生产执法监察处主任科
员张之崟，中国地震应急搜救中
心培训部副主任王念法和四川省
森林消防总队特种救援大队三中
队代理排长侯正超。

蔡瑞先后参加了怀柔氰化氢有
毒气体泄漏事故、石景山衙门口桥
液化石油气泄漏事故处置等灭火救
援任务3000余起。张在贵十几年间
消除隐患 1 万多条，避免重大涉险
事故 3 起，挽救 150 多名矿工生命。
张之崟牵头组织并完成了上海市石
油化工企业、石油库、油气罐区等
一系列安全隐患专项整治任务。王
念法参加过四川汶川、青海玉树、
甘肃舟曲、阿尔及利亚、巴基斯坦
等10多次国内外地震救援。侯正超
自2006年入伍以来，先后参与了汶
川、芦山、宜宾长宁抗震救灾等
140 余次任务，成长为一名优秀的
森林消防员。

应急管理一线代表与中外记者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