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行完成上海自贸区新片区
首单离岸转手买卖业务

四川经济日报讯 近日，在交通银行国际
业务部的大力指导和支持下，交通银行上海市
分行成功办理自贸区新片区成立后首单大宗商
品保税仓单转手买卖业务，交易金额425.4万美
元。在上海自贸区新片区内注册的托克金通贸
易（上海）有限公司是专业从事大宗商品国际贸
易的企业，此次从境外贸易商买入货物后，再转
卖给另一家境外公司，货物未进入中国关境，通
过双向跨境资金收付实现货权转移，是新片区
鼓励发展的资金流两头在外，货物不入境的新
型国际贸易模式。

新片区政策出台后，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
及时排摸客户需求，充分利用新片区金融创新
政策，积极助力新片区发展新型国际贸易，为企
业真实合法的转口转卖交易提供高效便捷的金
融服务，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满足客户跨境结
算便利化需求。

未来，交通银行将继续发挥综合化、国际
化、全牌照的经营优势，努力为上海自贸区新片
区企业提供全方位综合化金融服务，积极支持
实体经济发展，不断通过金融创新和便利化服
务推进新型国际贸易，全力支持上海自贸区新
片区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李玲）

10月22日，四川省级金融机构“雅安行”暨绿
色金融发展政银企融资对接会举行。记者在会上
获悉，截至9月末，雅安全市银行业金融机构人民
币各项贷款余额757.56亿元，较年初增加97.05亿
元，同比增长15.72%，增速位列全省第一；雅安绿
色贷款余额203.59亿元，在各项贷款占比为27%，
绿色贷款占比处全省各市州前列。9月，全市金融
机构各项贷款加权平均利率5.8%，为全省第六，小
微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5.11%，全省最低。

会上，多家金融机构与政府及相关企业现
场签约，签约金额共计 142.41亿元。雅安市发改
委、名山区、天全县、石棉县等政府机构推介163
个有融资需求的重点项目，融资需求额度334亿
元，其中“5+1”绿色产业项目占比达70%以上。

由人行成都分行与雅安市政府共同组织的
此次活动，让省级金融机构加深了解雅安绿色
发展的优势和机遇，并为雅安绿色企业和项目
的融资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

活动在雅安绿色金融创新试点工作推进的
关键期举行，既是对前期金融支持绿色发展工
作的一次阶段性总结和检验，也是对如何抓好
融资对接项目落地落实的一次有效沟通，更为
努力形成绿色金融创新“雅安模式”，有力支持
雅安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打下了更加坚实的
金融基础。

绿色金融创新试点
“雅安行”开花

去年10月，人民银行成都分行、省金融工作
局、省发改委等省级七部门将雅安市列为全省5

个绿色金融创新试点地区之一，为雅安绿色发
展、高质量发展给予高度支持。

今年 7 月 10 日，雅安市委书记兰开驰与人
行成都分行行长严宝玉在成都进行工作对接
时，特别提出“双方在雅安联合召开四川省级金
融机构‘雅安行’暨绿色金融发展政银企融资对
接会，更好地发挥金融在支持雅安经济绿色发
展、高质量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为了落实上述安排部署，人行成都分行党
委委员、副行长王永强带领7家省级金融机构负
责人，于10月21日下午来到雅安。

22日上午，王永强及各省级金融机构负责
人、人行雅安中心支行负责人，在雅安市委常
委、常务副市长宋开慧的陪同下，先后考察了雅
安能投广大环保能源有限公司、雅化锂业（雅
安）有限公司、雅安经开区川西大数据产业园、
王老吉雅安生产基地等企业和项目。

22日下午，上述金融机构的代表来到雅安
倍特星月宾馆会议室，参加了省级金融机构“雅
安行”暨绿色金融发展政银企融资对接会。雅安
市非常重视此次对接会，市级部门、各县（区）政
府、辖区内金融机构及 45 家企业的负责人 100
余人参加。

签约142亿元
政银企融资对接结硕果

“本次对接会既是各省级金融机构对雅安
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支持会，也是雅安市重点
项目推介会和绿色金融发展政银企融资成果的
一次展示会，更是一次深化政银企深度合作加

快雅安市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次工作部署会。”雅
安一位市级部门主要负责人如是评价此次对接
会的意义。

对接会上，人民银行雅安市中心支行与雅
安市商业银行签订了支小再贷款协议3亿元、与
雅安农村商业银行签订了支农再贷款协议 3亿
元，农业发展银行雅安市分行与雅安经开区、天
全县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

省级金融机构“雅安行”暨绿色金融发展政
银企融资对接会的成果还远不止于此。

自今年七月启动本次融资对接工作以来，
雅安市辖区各金融机构主动作为，积极加强与
企业融资对接，累计与全市74户企业，签订贷款
协议 86.41亿元。本次政银企融资对接会签约金
额共计142.41亿元，对接会当天8家金融机构与
8 家企业代表进行了现场签约，签约金额 30.54
亿元。

据悉，自绿色金融创新试点工作开展以来，
雅安市建立了以“政府为主导，各相关部门协同
配合”的绿色金融创新试点工作联席机制，协调
推进绿色金融创新工作。《雅安市推进绿色金融
发展实施意见》《关于积极开展雅安市绿色金融
创新试点工作的通知》《雅安市贯彻落实推进5+
1绿色产业金融体系建设等实施方案》等政策文
件相继出台，为构建雅安市绿色金融体系、加快
绿色发展示范市奠定了政策基础。

三项指标亮眼
金融支持绿色发展见效

在相关政策措施不断出台的同时，雅安绿

色金融创新试点工作已经落实落地，实实在
在地解决绿色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瓶颈问
题。

在人行雅安市中心支行、雅安市金融工作
局以及相关部门积极配合引导下，促成市融资
担保公司不再收取绿色企业等单笔履约保证
金，将担保费率从 3%降低到 1.5%；推动全市设
立 1亿元的民营和小微企业贷款风险补偿基金
和 4525万元乡村振兴风险补偿基金，优先支持
雅安市绿色企业和项目。

按照发改委绿色产业标准，雅安梳理发布
了 32 户重点绿色企业和 24 个重点绿色项目库
名单，并组织金融机构开展融资对接，有效提
升金融机构支持绿色发展的精准性和及时
性。

各银行业机构以绿色金融发展理念，结合
雅安实际，着力推进雅安市“5+1”绿色产业发
展。

其中，《雅安市商业银行 2016 至 2020 五年
战略发展规划》把绿色理念贯彻到战略、决策和
行动中，树立支持实体经济的新标准，强化对雅
安循环经济利用项目的支持力度。雅安农商行
融合自身特点和地区绿色产业发展，大力扶持
现代生态旅游、生态农业、生态康养等绿色经济
的发展。农发行雅安分行紧跟雅安绿色产业发
展方向，大力支持雅安“5+1”绿色产业发展和森
林城市建设，积极支持雅安大数据产业园建设
项目和天全县国家储备林基地建设。各国有商
业银行依据雅安水电资源优势，有效促进雅安
清洁能源开发利用。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 庄祥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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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回报“双雄”再迎分红

今年以来，市场各类基金在普遍可观的业
绩加持下，迎来密集分红潮。Wind数据显示，截
至今年 10 月 20 日，华夏基金旗下年内已有 21
只基金实施了分红，累计分红额超 6.3亿元。近
日，华夏基金再发公告，旗下华夏回报和华夏回
报二号都将于 10月 25日实施分红，且每 10份
基金份额拟派发0.15元红利。值得注意是，这分
别是华夏回报和华夏回报二号自成立以来第
84次和第57次分红。

Wind数据统计显示，截至此次分红前，华
夏回报和华夏回报二号累计分红额分别为
122.06亿元和106.47亿元。目前，全市场近6000
只基金中，累计分红金额超百亿元的仅9只，华
夏基金独占 3只，除华夏回报和华夏回报二号
外，华夏红利累计分红金额也达到142亿元。其
中，华夏回报分红频率更受关注，华夏回报曾在
2006年以年内分红 17次成为当年分红次数最
多的基金。2010 年以来，华夏回报依然保持着
高频率分红，除 2012年和 2016年之外，其余年
份均坚持分红，在2015年以年内多达15次分红
位列当年基金分红次数榜第二位。 (李华)

科技投资再添利器
科技100ETF登陆上交所

10月22日，科技类ETF阵营迎来又一生力
军，跟踪中证新兴科技 100策略指数的嘉实新
兴科技100ETF (515860)正式在上交所上市，投
资者可像买卖股票一样，直接在二级市场便捷
地交易该ETF。WIND初步统计，加上刚上市的
科技100ETF，今年二季度以来在上交所上市的
科技类ETF达到 8只，合计上市交易总份额达
83.37亿份。

据上市交易公告书显示，嘉实新兴科技
100ETF场内简称“科技 100”，二级市场交易代
码为 515860，申购赎回代码为 515861，于 10 月
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李华)

全球66对有情人
“情定泸沽湖”

四川经济日报凉山讯 （记者 胡智 陈国
盼）近日，全球 66对情侣（夫妻）身着传统摩梭
服装，在泸沽湖四川片区参加“筑梦山海间 情
定泸沽湖”2019 摩梭民俗文化体验活动，共鉴
纯真爱情。

美丽圣洁的泸沽湖畔，生活着摩梭人。千百
年来，他们沿袭着母系氏族传统，奉行“男不娶，
女不嫁”的“走婚”习俗，泸沽湖因此被称为“东
方女儿国”，格姆女神与恋人的爱情神话故事在
这里流传千年，为泸沽湖这片圣地增添了神秘
浪漫。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保护摩梭文化，中国新
闻社和凉山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在“2019·环泸
沽湖国际自行车公开赛”期间配套举行此次活
动，从全球近千位报名者中确定了 66 对情侣
（夫妻）及12个亲子家庭。

盐源县委副书记张应聪表示，千年传承的
摩梭文化是摩梭人勤劳、善良、热情、质朴的体
现，他们在传承、推广摩梭文化的同时，也向世
界展示了自身美好的内心和别具特色的生活方
式。本次活动的举办，是让全世界了解摩梭文化
的一次重要机会，也是泸沽湖景区文旅融合发
展的具体措施。

当日上午，66 对“新人”进行了情侣宣誓，
同时，女方为男方扎上了象征“拴住情谊”的花
腰带。据悉，在摩梭人传统习俗中，女方钟情男
方，便会为其编织花腰带，在一针一线中注入自
己的情谊。

活动最后，66 对“新人”牵手走上了走婚
桥，在这座见证爱情的千年木桥上留下了自己
爱情的足迹。

天全二郎山红叶节明日启幕

四川经济日报雅安讯 （记者 程强）天成
红叶，全为你来。近日，在色彩斑斓的天全县二
郎山喇叭河，2019四川红叶生态旅游节分会场
暨天全县第三届二郎山红叶节新闻通气会召
开，这也标志着二郎山红叶进入了最佳观赏期。
记者从会上获悉，红叶节将于10月25日正式启
幕，届时，在天全体育馆将举行开幕式。

据悉，本届红叶节活动时间为10月25日至
12月 9日，其间将通过会见客商、项目签约、红
叶之旅、抖音挑战赛、飞跃五彩谷、丛林穿越挑
战赛、微博线上话题互动等形式多样的主题活
动，让游客“尽情玩，畅快玩”。

通气会上，还推出了天全的文旅形象 IP全
小鹿，她是生态文明的传播者、生态保护的倡导
者、生态家园的捍卫者，是天全城市形象大使。

据了解，二郎山国家森林公园地理环境独
特多样，高差达4000余米的地貌造就了杜鹃递
次开放的灵动花海、秋色斑斓的五彩谷、云卷雾
涌的高山叠峦。本届红叶主要观赏区的喇叭河
景区位于二郎山东坡，景区森林覆盖率达 96%
以上，负氧离子含量极高，有“天然氧吧”美誉。
境内水系丰富，动植物种类繁多，在这里，可一
睹万亩杜鹃、万里云海、万丈金山等盛景。

四川经济日报南充讯 （李同周 记者 李
国富）道路通畅，百业兴旺。近年来，西充县以服
务脱贫攻坚、助推乡村振兴为方向，以建设“四
好农村路”为抓手，加快交通与产旅融合、乡村
旅游、扶贫融合，铺好乡村产业“振兴路”、奔康

“致富路”、惠民“幸福路”，着力构建“内联外畅、
通镇达村、相融互促”的农村交通，取得良好成
效，成功创建为全省首批四好农村路示范县，走
出了一条以农村交通大发展助推县域乡村大振
兴的西充特色之路。

在西充县义兴镇殿子山村，广袤的田野被
染成了绿色、平坦的乡村水泥路蜿蜒整洁、别致
的农家小院点缀于青山绿水间。在村里的金科
有机农业园，蔬菜大棚一片连着一片，大棚内各
种蔬菜瓜果长势正旺。

“我们种植的是有机蔬菜。”该园区负责人
谭嵩介绍，园区的蔬果口感好，市场供不应求，
当天下午，有一批货将运往重庆的直营店，成为

重庆市民青睐的“抢手货”。
“现在交通方便了，有机蔬菜根本不愁销

路。”谭嵩告诉记者，成德南高速过境西充并在
义兴镇设互通，距离基地不远便是成德南高速
义兴出口，为当地的农业产业发展带来了前所
未有的发展机遇。如今，当地的有机蔬菜几乎都
是通过成德南高速销往县城、南充、成都等地。

据了解，为加快交通与产业融合，铺好乡村
产业“振兴路”。西充坚持“道路围着产业转”，实
施产业园区道路配套工程，围绕全县50万亩六
大现代农业特色产业园区，建成产业道路 2600
余公里，全面实现产业园区道路通达、运输快
捷，加快推进乡村产业振兴，为产业兴旺提供了
支持保障和持续动力。

为加快交通与旅游业融合，铺好乡村旅游“观
光路”。西充围绕打造乡村旅游目的地目标，不断
完善旅游景区交通基础设施，大力推进“美丽乡村
路”建设和实施百公里旅游环线建设，并按照“一

路一景一文”的原则，以交通干线、旅游通道等为
重点，实施道路景观工程。目前已经建成现代农业
观光带、百公里桃花观光带等15条特色观光路。

为加快交通与扶贫融合，铺好群众奔康“致
富路”。西充围绕脱贫攻坚主战场，以“联通村
社路、联网产业路、连接便民路”为重点，全面实
施村社道路“联网提升”工程，累计投入资金
4.56亿元，建设脱贫道路 703公里，贫困村全部
实现道路社社通、户户联、全覆盖。

截至目前，西充县农村公路总里程达到
2137.38 公里，其中完成村道油路改造 12 条约
50公里，44个乡镇588个村实现村村通水泥路，
共建村道水泥路1711公里，通达率100%。

如今，通乡公路油路化和通村公路水泥硬
化路均达到100%。并且县、乡公路与高速、国、省
道联网实现对接互通，大大地缩短了各乡镇至县
城的车程，县内半小时交通圈基本形成，为该县
乡村大振兴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交通运输保障。

西充“非遗”走进社区

四川经济日报南充讯 （曾明辉 王兴广
记者 张小星）日前，以“传承多彩文化·创享美
好生活”为主题的第七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
文化遗产节——南充市西充县社区实践活动在
该县晋城镇库楼坝社区举行。

当天，西充祥龙板凳龙、西充剪纸、西充哭
嫁歌等非遗文化，携手西充金钱板、西充川剧等
文艺表演走进社区，开展了一次温暖、生动、活
泼又有趣的文化惠民活动。

“通过非遗文化进社区活动的开展，可以让
更多西充社区居民深入了解西充的传统文化，
让非遗记忆在社区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西充
县文广旅局相关负责人说。

据了解，目前西充共有四川手工剪纸（西充
剪纸）和祥龙哭嫁歌2个省级非遗项目，祥龙板
凳龙、西充香炉茶传统生产工艺等 6个市级非
遗项目，西充根雕和西充河图洛书 2个县级非
遗项目。

四川经济日报宜宾讯 （罗德勇 王春艳
记者 杨波）近日，以“我行我行 助力宜宾经
济”为主题的“我和祖国共成长 携手共创文明
城”宜宾故事会金融专场在宜宾市委党校举行。
9名讲述者用或温婉或激情的语言，讲述宜宾
市金融行业人立足本职工作，服务百姓，助力宜
宾经济发展的一个个充满文明与爱的故事。

作为推动金融工作的重要部门，宜宾银保
监分局、宜宾金融工作局切实按照加快建成区

域性金融中心的要求，集聚金融机构、活跃金融
市场、优化金融环境、增强金融辐射吸纳能力，
汇聚各方力量推动宜宾金融业更好发展，为加
快建设承接成渝、覆盖川南、辐射川渝滇黔、延
伸东南亚的区域性金融中心作出了积极贡献。

“听了今天的故事，很有感触，尤其是几个
保险人的故事，彻底改变了我对保险工作人员
和保险业的看法。他们的工作热情和服务态度
令人感动。”故事会现场，一位“九零后”表示，他

也要学习这种精神，干一行爱一行，争取在自己
的工作岗位干出成绩。

活动主办方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宜宾正
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和加快建成全
省经济副中心的关键期，在实现宏伟目标的征程
中，金融工作肩负着神圣使命和重要职责，希望
通过这样的故事会树立榜样，让全市广大金融工
作者进一步坚定齐心协力共创美好未来的信心
决心。

抓绿色金融创新机遇 解企业项目融资难题

雅安绿色贷款占比居全省前列

中建路桥慰问藏族贫困户

为助力全面脱贫攻坚任务，近日，中建路桥
六公司西藏日喀则农村公路项目组织党员干部
到仁布县玉拉村看望建档立卡贫困户央吉，并
送去了米面油及生活用品。

为了更好地改善群众生活条件，尽快脱贫，
项目部还安排央吉在施工场地上班，向他传授
施工技术。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央吉现在的生
活和工作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和改善，同时在
一定程度上也带动了周边很多群众的进步，改
善了他们的生活，提高了他们的收入。施工项目
也得到了县政府、乡政府、村委会及群众的支
持，各项施工工作得到了顺利保障。

据悉，自项目施工以来，该项目部除了为当
地提供了近5000人次的就业机会，带动10余户
贫困农牧民脱贫之外，还无偿为当地修筑水渠，
资助了10多名大学生，受到各方好评。

（吴智铭 周艳民 文/图）

西充：建设“四好农村路”助力乡村振兴

宜宾举行创文明城市金融专场故事会

纳溪区：“金黄菊花”开出“致富花朵”

近日，在泸州市纳溪区打古镇会龙村中药材基地，一朵朵盛开的金丝皇菊含羞带露、随风摇曳、花香扑鼻，该村中药材基地100亩金丝皇菊
相继开放，昔日荒山变成金灿灿的花田，村民和游客穿行其间，成为当地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近年来，泸州市纳溪区打古镇会龙村围绕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通过招商引资发展金丝皇菊等中药材种植项目，就地建起“扶贫
车间”，当地村民通过土地流转、就地务工、分红等多种形式获得收益，不但留住了“绿水青山”，推进了幸福美丽新村建设，还带动村民脱贫致富
奔小康。图为摊晾金丝皇菊。 廖胜春 李明星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 庞玉宇 摄影报道

慰问贫困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