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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经济日报讯（记者 李洋）6月
24日，国家统计局成都调查队发布数
据显示，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成都经济
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农民收入不
断迈上新台阶，实现了从贫困到小康
的历史性跨越，正阔步奔向更加富裕
的全面小康。

数据显示，1949年以来，成都农民
人均收入在 1993年达到 1029元，2012
年达到 11051 元，2017 年达到 20298
元，用 44 年跨过千元大关，又用 19 年
迈上万元大关，再用5年突破2万元大
关。

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成都农民
收入快速增长。到2018年，成都农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2135 元，比 1978
年增长157.1倍，年均增长13.5%，扣除
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7.5倍，年均实际
增长 7.6%；城乡居民收入比 1.90，较
1978 年下降了 0.53，较大程度地改善
了城乡收入差距。

2019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今明
两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
到 2020年，农民人均收入比 2010年翻

一番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硬指标。
按可比价计算，2011-2018年成都农村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八年累计增长
104.0%，提前两年实现了翻番目标。

数据还显示，70 年来，成都农民
消费水平大幅提高，尤其是改革开放
以后，人均消费支出先后突破千元和
万元大关。到 2018 年，成都农村居民
人均消费支出 15977 元，比 1978 年增
长 135.6 倍，年均增长 13.1%，扣除价
格因素，实际增长 14.1 倍，年均实际
增长 7.0%。成都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
不断下降，从 1978 年的 68.5%下降到
2018 年的 36.6%，下降了 31.9 个百分
点，农村居民收入与支出实现了平衡
发展。

70 年来，成都农民生活质量显著
改善，“衣食住行”大变样。穿得更时
尚：2018 年人均衣着消费支出 1354
元，比 1978 年增长 89.3 倍；吃得更营
养：主食消费量明显减少，肉、禽、蛋、
水果等副食的消费量成倍增加；住得
更舒适：2018 年人均住房面积 53.3 平
方米，比1978年增加43.7平方米。

四川经济日报甘孜讯（朱艳秋 文铁
桥 记者 杨琦）记者日前从甘孜州税务
局获悉，今年以来，该局积极探索构建

“强化部门协作共治、拓宽便民缴费渠
道”的城乡居民社保费征收格局，取得
了明显成效。截至 6 月 20 日，全州税务
系统征收城乡居民保费 778.84 万元。

部门协作有力。全州税务系统直面
社会保险费征管职责划转困难，积极争
取各方支持，召开城乡居民社保费征管
联席工作会议50次，主动总结借鉴前期

征收经验，确保部门横向联动协作有新
合力，纵向到边同频有新成效；同时积
极向当地党委政府汇报社会保险费职
责划转、征收等工作，九龙、泸定等 7个
县（市）党委政府将城乡居民社会保险
费征配合等工作纳入全县（市）目标考
核，与干部职工切身利益进行挂钩，有
效激发工作主动性和创造性，形成强大
工作合力。

深入调查研究。面对甘孜州53万城
乡基本养老保险缴费人和91万城乡基本

医疗保险缴费人，全州税务系统本着既落
实巩固好传统缴费渠道，又积极构建好

“互联网+”新型快捷缴费手段，着力在拓
宽便民缴费渠道、改善缴费体验上下功
夫。积极发挥乡（镇）税务分局职能作用，
为全州城乡居民社保费征收渠道多样、覆
盖面广奠定坚实基础；同时，从社保费征
收覆盖面、社保资金安全性、缴费人缴费
便捷程度等因素入手，在全州范围内推动
以委托银行代征、在重点集镇设立自助缴
费、便民服务金融点移动POS机征收和

传统实体缴费等多种缴费方式，努力构建
“掌上、网上、自助、实体”四位一体的全天
候缴费模式，切实减轻缴费人缴费成本，
提高缴费人的“满意指数”。

试点成效显著。率先在康定试点农村
信用社委托代征，在泸定县农行试点移动
POS征收，同时大力宣传推广税务端天府
E税、网上电子税务局、征收大厅和银行
端手机银行、自助终端机、柜台代收等缴
费模式，全力推进“4+6”的征收方式，实现
全域征收全覆盖、无死角。康定市农村信

用社与21个乡（镇）农保员代理签订代扣
协议20000余份，截至6月20日，批量加
密代扣两次 360笔，共计代扣金额 21万
元。泸定县税务局通过省税务、省农行已
搭建好的系统接口，创新开展移动POS
终端征收城乡居民社会保险费，自4月11
日正式启动以来，全县共计发放145台移
动POS终端机，利用农行移动POS终端
机征收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费 3717
笔，共计81.34万元，在全县范围内实现村
组覆盖面100%，

四川经济日报讯 6 月 21 日，交行
在沪主办“交通银行—长三角区域银行
合作研讨会”。交通银行副行长吕家进
表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战略举
措，对银行业特别是总部位于长三角区
域的银行业加强合作、深化改革创新既
提出了新要求，也创造了新机遇。

吕家进表示，交行将着重从三方面
谋篇布局，一是紧抓长三角区域产业结
构持续优化的契机，进一步改善客户和
业务结构，推动长三角集团客户“同城
化”发展模式；二是发挥交通银行自贸
区业务与离岸业务相结合的优势，统筹
分账核算单元业务和离岸业务，打造交

通银行服务自贸区客户的综合金融产
品体系；三是依托全牌照综合化服务优
势，为科创企业提供一体化、跨市场、全
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吕家进说，交行作为总部在沪的唯
一一家国有大型银行，切实履行国有大
行的政治担当，融入服务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的国家战略，将地缘优势和“走国际
化综合化道路，建最佳财富管理银行”的

“两化一行”战略优势有机融合，推进实
施了多项重要举措：一是创新管理体制，
成立交通银行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战略推
进办公室，以一体化的管理体系，保障各
项工作整体谋划、务实推进；二是对接区

域发展规划，成立交通银行—浦东新区
自贸区金融创新联合实验室，提升自贸
区金融服务创新能力；三是密切集团内
总分行及子公司协同联动，建立长三角
业务联动机制；四是服务科创板建设，提
升科创产业服务能力；五是搭建长三角
区域银行协同合作的交流平台，共同探
索区域一体化同业合作模式。

交行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战略推进
办公室主任、上海市分行行长徐斌表
示，下一步，交行上海市分行将联动兄
弟分行，深化与区域性城商行以及农商
行的合作，共同促进长三角区域金融一
体化的协同发展。 （李玲）

交行南充分行
宣传普及金融知识

四川经济日报讯 为进一步完善
金融服务，防范金融风险，满足人民
群众日益增长的金融需求，帮助金融
消费者运用正当途径守护好自身的

“钱袋子”，交行南充分行积极响应中
国人民银行南充市中心支行的号召，
近日在南充市五星花园银行大厦广
场开展了“普及金融知识，守住‘钱袋
子’”宣传活动。

在微微细雨中，南充分行宣传员
针对重点宣传人群，发放了“普及金
融知识，守住‘钱袋子’”宣传折页。活
动现场，分行宣传员耐心细致地向过
往人员讲解了假币辨别、非法金融广
告识别、个人信用、支付结算、银行卡
用卡安全、金融消费者维权等方面的
知识，得到了南充市民的一致认可和
赞扬。

（李君竹）

中庚价值灵动混合型基
金6月24日正式发行

A股 4月下旬开始进入震荡调整
状态，综合近期各大券商中期策略报
告，较多机构认为，A 股经过持续调
整，风险不断释放，权益类资产仍有
较好的配置价值。

据悉，中庚基金又一力作——中
庚价值灵动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6月
24日正式发行。基于对当前市场低位
布局、以及权益市场的信心，中庚基
金拟跟投1000万元以上认购该基金，
与持有人共成长。

展望后市，中庚价值灵动基金拟
任基金经理丘栋荣表示，伴随股指从
3300点一路下探至2800点左右，当前
时点较年初 2600 点时的悲观预期有
所转好，基本面风险不断释放，股票
投资的性价比提升。在此时点逢低布
局，有机会构建低估值、且具备良好
基本面的风险高度分散的组合，以获
得更高的风险补偿。 (李华)

近日，我国第二批地方债银行柜台
销售再现火爆场景，显示个人投资者对
地方债热情高涨。发行渠道拓宽的同
时，地方债整体发行进度也在不断加
快，并将在 6 月迎来年内高点。数据显
示，截至 6 月 21 日，当月地方债发行已
超 5940亿元，目前已披露的 6月最后一
周的发行计划超2000亿元。据此推算，6
月发行规模或达 8000 亿元，创年内新
高。专家预计，二季度末、三季度加快地
方债尤其是专项债的发行进度势在必
行，下半年专项债将加码发力稳投资。

第二批柜台债再受热捧

6月 14日至 6月 20日，第二批地方
政府债开始在银行柜台销售，此次试点
地区包括上海、广东、海南、广西，向个
人投资者开放，柜台债的最小认购面值
为100元。

据悉，与第一批柜台债相比，第二
批柜台债支持的项目更加多元化，包括
收费公路、污水处理等项目专项债也纳
入范围。今年 3月 25日至 4月 3日，我国
首批柜台债在宁波、浙江、四川、陕西、
山东、北京六个省市展开试点，合计销
售金额68亿元，债券品种为土地储备专
项债和棚户区改造专项债。

6月 17日，上海通过商业银行柜台
市场发行地方政府债券 5亿元，募集的
债券资金用于上海市崇明区、奉贤区、
金山区的土地储备项目。当天，广东省

政府成功发行地方政府债券 611.1 亿
元。其中，包括面向个人和机构投资者
分销其中 22.5 亿元粤港澳大湾区生态
环保建设专项债券。

从第二批试点的情况来看，销售依
然火爆。以广东为例，农业银行 6 月 18
日上午开售后1分钟内，即完成6.5亿元
分销任务；工商银行、建设银行 6 月 18
日即完成全部分销，且个人投资者认购
金额占比均超过70%。6月19日上午，九
家柜台承办银行全部完成柜台销售任
务，本次柜台发行提前圆满完成。根据
最终分销结果，个人投资者认购金额高
达 13.96 亿元，认购比例达 62.1%，个人
投资者认购金额位居全国各试点省市
第一位。

通过商业银行柜台市场发行专项
债券，无疑有利于拓宽发行渠道。值得
关注的是，此前首批地方柜台债发行火
爆之后现跌破发行面值。对此，中国国
际期货股份有限公司研究员汤林闽对

《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债券跌破面值
的原因有诸多方面，包括市场对经济预
期转好，对货币政策宽松预期下降，发
行利率相对其他金融产品优势不明显
等。但跌破面值不意味着收益为负，考
虑票面利息等持有收益，总体收益依然
有保证，并且地方债具有安全性接近国
债、税收优惠、流动性较强等优势，对市
场仍有不错的吸引力。

他表示，可以预期柜台债扩围之
后，在发行方面并不会遭受太多冷遇，

能够继续扩大地方债发行渠道、缓解地
方债一级市场的资金压力，有利于未来
地方债发行提速，从而有利于专项债所
对应的建设项目能够更加顺利推进，助
力基建发展和稳投资。

地方债整体发行进度加快

发行渠道拓宽的同时，地方债整体
发行进度也在加快。财政部数据显示，
前五个月，我国发行地方政府债券
19376亿元。其中，发行一般债券9680亿
元，发行专项债券 9696亿元；按用途划
分，发行新增债券14596亿元（包括新增
一般债券5998亿元、新增专项债券8598
亿元），发行置换债券和再融资债券
4780亿元。

WIND数据显示，截至 6月 21日，6
月当月地方债发行已超5940亿元，其中
专项债发行3128亿元。6月17日至21日
当周，周发行规模达到 3112亿元，创下
今年以来地方债周发行的次高水平，接
近今年3月末当周发行的3114亿元。

根据目前披露的信息，6 月最后一
周的发行计划已超 2000 亿元。据此推
算，6月发行规模或达8000亿元，创到年
内新高。今年1至5月，我国地方债月发
行规模分别为 4179 亿元、3642 亿元、
6245亿元、2267亿元、3043亿元。

2019 年我国地方债新增额度总计
3.08 万亿元，一般债券 9300 亿元、专项
债 2.15万亿元。2018年 12月，全国人大

决定授权国务院提前下达 2019年地方
政府新增一般债务限额5800亿元、新增
专项债务限额 8100亿元，合计 13900亿
元。其后，2019年5月财政部发布做好地
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指出，2019
年6月底前完成提前下达新增地方债券
额度的发行，争取在 9月底前完成全年
新增地方债券发行。

前五个月，新增地方债、专项债、一
般债券发行的总规模与总新增发行额
度相比，完成进度分别为约 47.4%、约
40%和约 64.5%。汤林闽指出，前五个月
发行进度前快后慢，而且新增专项债发
行进度显著偏慢。若按照新增专项债额
度2.15万亿元在9月底前全部发行完的
要求，平均每个月的新增专项债应有发
行规模约 2389亿元，而前五个月只有 3
月达到并超过了这一水平。

他表示，二季度末、三季度加快地
方债尤其是专项债的发行进度势在必
行，预计 6 月和 7 月新增专项债的发行
规模可能都接近4000亿元，新增地方债
的发行总额接近甚至突破 5000亿元；8
月新增专项债发行规模可能超过 4000
亿元，新增地方债的发行总额接近5000
亿元。

专项债将加码发力基建投资

展望下半年，在加大逆周期调节、
增加有效投资方面，专项债更好地发挥
作用被寄予厚望。

6 月 10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
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通知》允许将专项
债券作为符合条件的重大项目资本金
来完善专项债券项目融资工作，业内预
计其对基建的撬动乘数将进一步提升。

根据中诚信国际测算，《通知》落地
后，年内剩余的 1.3 万亿元新增专项债
中，将有约 900亿元的专项债用于补充
项目资本金，拉动基建投资规模1800亿
至2520亿元，拉动基建投资1.0至1.4个
百分点，以及GDP增速 0.2个百分点左
右，充分发挥地方债对积极财政政策的
加力提效作用，全年基建投资或仍有望
回升，但总体回升幅度有限。

值得关注的是，财政部、自然资源
部日前印发《土地储备项目预算管理办
法（试行）》，在北京、天津、河北、河南等
七省（市）首批试点，在土地储备领域按
项目实行全生命周期预算管理，并要求

“各省分配专项债务限额时可以对开展
试点的市县（区）予以适当倾斜”，该办
法还规定“棚户区改造项目可以根据主
管部门有关规定，参照本办法执行”。

“下半年专项债新规可能发力的领
域不少，具体而言，有利于推动基建、进
而推动投资稳定的项目的可能性相对
较高。”汤林闽对记者指出，根据上述两
部委管理办法的内容，综合来看，专项
债新规有望在土储和棚改领域发力。

（孙韶华 马晓月）

5月成都PPI涨幅回落
环比涨幅收窄

四川经济日报讯（记者 李洋）6月
24日，国家统计局成都调查队发布数
据显示，5月份，成都市工业生产者出
厂价格指数（PPI）环比、同比、累计分
别为 100.0%、100.5%、100.7%，涨幅分
别较上月收窄 0.3、0.4、0.1 个百分点。
购进方面，环比指数为 99.7%，降幅较
上月收窄 0.1 个百分点；同比、累计分
别为100.0%、101.3%，涨幅较上月收窄
0.4、0.3个百分点。

从同比来看，工业生产者价格中，
我省工业生产资料价格同比上涨
0.7%，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总水
平上涨约0.5个百分点，而生活资料价
格同比持平。另一方面，工业生产者购
进价格中，9大类原材料“五涨四降”，
涨幅居首的是燃料、动力类价格上涨
3.2%，同比降幅最大的是木材及纸浆
类价格下降10.5%。

从环比来看，工业生产者价格中，
生产资料价格环比下降 0.1%，影响工
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总水平下降约 0.1
个百分点；生活资料价格环比上涨
0.2%。另一方面，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
中，九大类原材料呈“两涨七跌”态势。
其中，降幅最大的是黑色金属材料类
价格下降1.1%；燃料、动力类和建筑材
料及非金属类价格环比则上涨0.2%。

据分析，国际油价下跌、生产需求
弱导致大宗商品价格回落、较高基数
效应等均对 5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
格涨幅回落和收窄造成了一定影响。

24日A股市场涨跌互现，整体呈现沪强深弱的格局。
当日上证综指以3004.29点开盘，全天震荡盘整，最终收报3008.15点，较前一交易日涨6.17点，涨幅为0.21%。
深证成指收报9212.12点，跌2.15点，跌幅为0.02%。
创业板指数跌0.61%至1514.46点。中小板指数收报5685.17点，跌幅为0.07%。
沪深两市个股跌多涨少。上涨品种约1400只，下跌品种逾2100只。不计算ST股，两市逾70只个股涨停。

（据新华社）

强化部门协作共治 拓宽便民缴费渠道

甘孜税务征收城乡居民社保费778.84万

6月地方债发行或达8000亿创年内新高
下半年专项债将加码发力稳投资

谋篇布局 交行抢抓长三角区域银行一体化发展机遇

70年得到跨越式提升
成都农民人均收入突破2万元

全国工信安全产业
规模逼近94亿

四川经济日报讯 记者日前从刚
闭幕的 2019 年中国工业信息安全大
会上获悉，今年我国工业信息安全产
业规模将增至近94亿元，相关部门将
抓紧制定一批急需专用标准。

根据《中国工业信息安全产业发
展白皮书（2018-2019年）》，我国工业
信息安全产业在持续成长，涌现出了
一批成长性高、创新能力强的企业。
2018 年我国工业信息安全产业规模
为 70.32亿元，市场增长率达 33.55%，
工业信息安全产业规模加速扩容。预
计 2019 年 这 一 市 场 增 长 率 将 达
19.23%，市场整体规模增长至93.91亿
元。

不过，当前工业网络安全形势日
趋严峻复杂，需从关键信息基础设施
安全保护、新安全风险防范、网络安
全产业发展等方面筑牢国家网络安
全屏障。工信部副部长陈肇雄表示，
我国要提升工业信息安全技术保障
能力，打造工业信息安全产业生态，
当前首要任务是要加快建立工业数
据分类分级管理制度，制定一批急需
专用标准，推动工业数据的安全流
动、交互和共享。 （赵鹏）

四川经济日报讯 随着首批企业
正式上市交易的日期逐渐临近，科创
板的各项制度规则正在进一步完善。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为设立
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改革提供司法保
障的若干意见》，从依法保障以市场机
制为主导的股票发行制度改革顺利推
进、依法提高资本市场违法违规成本、
建立健全与注册制改革相适应的证券
民事诉讼制度等方面提出 17条举措。
这也是最高法历史上首次为资本市场
基础性制度改革安排而专门制定系统
性、综合性司法文件。

《意见》对本次科创板及注册制改
革创新举措提出了配套司法保障意
见，明确了发行人在交易所发行审核
环节的欺诈民事责任；将科创板上市
企业的证券发行纠纷、证券上市合同
纠纷、证券欺诈责任纠纷等一审民商
事案件，由上海金融法院试点集中管

辖；对发行人、保荐人、证券中介机构
的信息披露民事责任认定进行了体系
化规定；认可科创板上市公司在上市
前经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作出的差异化
表决权安排，尊重科创板上市公司构
建与科技创新特点相适应的公司治理
结构，在司法层面首次肯定了“同股不
同权”的公司治理安排。

针对可能发生的违法违规行为，
《意见》提出了依法提高资本市场违法
违规成本的司法落实措施。对各级法
院严厉打击干扰注册制改革的证券犯
罪和金融腐败犯罪提出了明确要求，
发行人与中介机构合谋串通骗取发行
注册，以及发行审核、注册工作人员以
权谋私、收受贿赂或者接受利益输送
的，要依法从严追究刑事责任；对于证
券金融犯罪分子，提出要严格控制缓
刑适用，依法加大罚金刑等经济制裁
力度。 （吴黎华）

最高法17条举措护航科创板A股市场涨跌互现 呈现沪强深弱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