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上海3月21日电（记者 潘清）暂别近期连
续调整，21日 A 股温和反弹。上证综指重返 3100点整数
位上方。两市成交明显放大，总量超过8800亿元。

当日上证综指以3094.12点小幅高开，早盘短暂下行
探至 3086.85 点后开始震荡回升，轻松突破 3100 点整数
位。午后沪指上摸3125.02点的全天高点后再现回落整理，
尾盘收报3101.45点，涨10.81点，涨幅为0.35%。

深市表现略强于沪市。深证成指收报9869.80点，涨
69.20 点，涨幅为 0.71%。创业板指数涨 0.94%至 1703.85
点，中小板指数收盘报6365.43点，涨幅也达到了0.64%。

沪深两市近 2500 只交易品种收涨，远多于下跌数
量。不计算ST个股，两市约百只个股涨停。

大部分行业板块随股指收涨。影视板块表现抢眼，
涨幅逾5%。葡萄酒、印刷、贵金属、IT板块涨幅也超过了
3%。白酒、啤酒、银行、电信、海运、钢铁板块逆势收跌，
不过幅度都不足1%。

在前一交易日基础上，沪深两市继续放量，分别成交
4039亿元和4820亿元，总量超过88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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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1日，福鼎市点头镇的福鼎白茶交易市场（无人机拍摄）。
福建省福鼎市白茶种植历史悠久。近年来福鼎市把茶产业作为精准脱贫和乡村振兴的战略性产业来发展，通过多

项举措推动茶产业转型升级，2018年全市茶园面积达20.3万亩，茶叶总产量2.7万吨，涉茶总产值达56.88亿元，有效带动
当地乡村产业振兴和农民增收致富。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 摄

中国人民银行 21 日早间发布公
告称，银行体系流动性总量处于合理
充裕水平，今日不展开逆回购操作，因
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连续两个交
易日实现零投放零回笼。截至目前，
央行3月仅进行3次逆回购操作。

华创证券预计，央行今年在短期数
量型工具的操作上可能会减少公开市
场逆回购操作的量和频率，以流动性自
然调节的方式来维持“合理充裕”，机构
或由此增加“预防性流动性需求”，资金
利率的波动可能将有所加大。

上一个交易日（20 日），资金面整
体维持均衡状态，隔夜、7天期及 14天
期资金价格均有所回落。上海国际货
币经纪公司交易员表示，20 日早盘，
隔夜资金均为加点融出，但此后价格
逐步回落，陆续有隔夜资金开始释放，
市场逐渐趋于均衡。午后资金面继续
缓和，隔夜出现加权融出，融入需求逐
渐得到满足。

21 日，资金面延续均衡态势，上
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拆息
短端走低，中端抬升，但总体波动幅度
不大。其中，隔夜品种转降 5.3BP 至
2.6610%；7 天期 Shibor 下行 2.7BP 报
2.6840% ；1 个 月 Shibor 涨 0.9BP 至
2.8840% ；3 个 月 Shibor 小 幅 上 行
0.5BP至2.8380%。

2 月中下旬至今，资金面有所波
动。截至目前，央行 3月份仅进行了 3
次逆回购操作，市场对于公开市场操
作和未来流动性的走势趋于谨慎。

天风证券研究所固定收益首席分
析师孙彬彬表示，市场对流动性或无
须担忧。虽然 2、3 月央行没有像元旦
之后一段时间给市场提供特别的流动
性支持，但预计现在大概率仍会做加
法，不会做减法。

另外，孙彬彬预计，未来，央行可
能会进行降准操作，此外两轨并一轨
传导机制应该会有所推进。

同时，有市场机构认为今年央行
仍会降息。中信建投证券首席银行业
分析师杨荣预计，2019 年央行货币政
策调控方式将逐步转向价格型调控。
预计降低商业银行存款基准利率，而
将贷款利率交由市场化传导机制自然
而然地降低，或是下一步货币政策的
选择方向。 □ 胡笑红 翟卓

新华社成都3月 21日电（记者 胡
旭）3 月 26 日至 28 日，广大投资者可通
过工行、农行、建行、中行、交行在四川省
内任意营业网点或手机银行、网上银行
等电子银行渠道，认购四川省政府发行
的政府债券，认购起点为100元。四川将
由此成为继宁波和浙江后，全国第3家开
展地方政府债券柜台发行试点的地区。

以往，地方政府债券主要通过全国银
行间债券市场、证券交易所债券市场发
行，投资主体主要是银行、券商、基金公司
等机构投资者。虽然个人及中小投资者

可以间接购买，但手续麻烦。而通过商业
银行柜台发行地方政府债，则标志着地方
政府债券的一二级市场完全面向个人及
中小投资者开放，且具有安全普惠、起购
点低、收益稳健、变现灵活等特点。

记者从四川省财政厅了解到，四川
本 次 发 行 5 年 期 土 地 储 备 专 项 债 券
59.29 亿元，其中 15 亿元债券将通过商
业银行柜台面向省内个人和中小投资者
发售，是截至目前柜台发行规模最大的
地区。同时，本次发行的土地储备专项
债券，全部为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专项债券，以项目对应并纳入政府性基
金预算管理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或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偿还。

据悉，四川省政府债券募集资金主
要用于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地震恢复重
建、棚户区改造、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水
务建设、生态环保、文化旅游、公路铁路、
教育卫生、医疗养老、军民融合以及特色
产业园区等与民生息息相关的项目建
设。本次发行的债券涉及全省 17 个市

（州）共计 62 个项目，募集资金将为这些
项目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新华社北京3月21日电（记者 于佳欣）商务部新闻发
言人高峰21日表示，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3月上旬进出口
增速回升，预计今年一季度我国外贸进出口将保持稳定。

今年前两个月，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以人民币计同
比增长0.7%，但以美元计下降3.9%。

对此高峰解释说，这主要是受春节因素影响。外贸
企业历年在春节前后会出现“节前集中出口、节后进口先
行”的经营特点，从历史数据看，春节所在的月份进出口
均有一定波动。今年的春节较去年要早 11天，除夕到正
月十五均在2月份，导致春节影响集中显现在2月。

此外，高峰表示，中美经贸摩擦也是影响因素之一。
据了解，去年下半年，一些企业考虑到可能产生的影响，
存在集中进口和出口的情况，预支了今年前两个月部分
对美进出口份额。

“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3 月上旬进出口增速回升，
预计今年一季度我国外贸进出口将保持稳定。”高峰说，
从全年看，虽然我国外贸发展的外部环境不确定不稳定
因素增多，但内生动力仍在不断增强。

海关总署此前发布数据显示，今年春节过后，我国货物
贸易进出口增速大幅回升。2 月中下旬进出口同比增长
21%。3月上旬（截至9日凌晨），进出口同比增长24.7%。

高峰表示，下一步，商务部将继续推进稳外贸政策的
落实，加强相关政策储备，同时，通过市场多元化、扶持跨
境电商等新业态、加快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等举措，全力
推动对外贸易稳中提质。

新华社北京3月21日电（记者 丁雅雯 李犇）记者
21 日从商务部获悉，今年前两个月，我国对外投资合作
平稳健康发展，对外投资结构持续多元，非理性投资得到
有效遏制。

商务部当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两个月，我国境
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38个国家和地区的1416家境外企业
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实现投资 156.6 亿美元。
其中，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的 48个国家有新增投
资，合计23亿美元，同比增长7%。

对外投资结构方面，今年前两个月，我国对外投资主
要流向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等传统
投资领域，占比分别为 28.2%、20.5%和 10.2%。其中，流
向制造业32.1亿美元，同比增长16.7%。

据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介绍，在对外承包工程方
面，我国承包大项目多，带动当地发展作用明显。1-2
月，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在 50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
86个，占新签合同总额的 81.1%，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
额主要集中在交通运输建设和电力工程建设行业，合计
占比超过60%，有效改善了东道国基础设施条件。

“这次国家对实体经济的金融支
持，是实实在在的，我们公司就是受益
者。”谈起近段时间的融资环境，南京佑
天金属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怀浩感
受明显。

“银行以前看重抵押物，现在更关注
的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产品的创新性、
技术的领先性以及市场占有率等。”陈怀
浩告诉记者，正是基于这些衡量标准，中
信银行南京分行给其发放了 500 万元的
纯信用贷款，帮助企业提高了销售额。

企业获得感的增强，背后是一系列
旨在改善融资环境的利好政策的出台、
落地。

中办、国办今年 2 月印发《关于加强
金融服务民营企业的若干意见》，对金融
支持民营企业做出全方位安排，高规格
文件释放持续提升金融服务民营企业质
效的强烈信号。

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相关部门迅

速行动。《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服务民营
企业有关工作的通知》《关于2019年进一
步提升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质效的通知》
等政策相继出台。大型商业银行普惠型
小微企业贷款增长 30%以上、放宽普惠
型小微企业贷款不良率容忍度等具体指
标已经明确。

“对大型银行设定普惠型小微贷款
30%的定量目标，较 2018 年全行业的
21.79%的普惠型小微贷款增幅有较大幅
度提升。大型银行不良率整体较低、资
本充足率相对较高，加上遍布全国的网
点和客户优势，实现该目标有较为坚实
的基础。”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
究员梁栋材表示。

“监管部门明确对小微企业贷款不
良率容忍度的具体指标，给银行机构吃
下了一颗定心丸，将有效减轻商业银行
的考核压力。下一步，应尽快将相关政
策落实到监管评级等方面。”中国人民大

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院长董希淼说。
专家表示，这一轮出台的政策瞄准

企业融资过程中的“痛点”“堵点”，措施
更加精准、更具针对性。随着政策加快
落地，金融支持民企的力度将有所增强，
民企的获得感将进一步提升。

监管引导之下，银行业金融机构已
经在积极行动。中信银行普惠金融部负
责人谷凌云表示，在信贷规模较紧张的
情况下，为分行普惠金融领域配置了行
长奖励基金，并给予 FTP 补贴。同时建
立了小微企业授信尽职免责制度体系，
解决业务人员的后顾之忧。

农业银行推出全线上纯信用小微企
业法人信贷产品“微捷贷”，截至今年2月
末已累计为 3.8 万户小微企业发放“微捷
贷”5.4万笔，贷款余额突破百亿元。

地方监管部门也在结合当地实际，
推出针对性的监管举措。“为解决期限错
配带来的融资痛点，我们引导银行机构

优化信贷供给结构，提高中期流动资金
贷款的比例和覆盖面。”浙江银保监局党
委书记包祖明表示。

他表示，改善金融供给，首先要真正
了解市场需求。浙江银保监局在台州市
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改革创新试验区先行
试点，建立小微企业融资监测机制，及时
掌握每户小微企业的融资获得感，条件
成熟后将推广到全省。

在推动具体政策快速落地、解决企
业当前所需的同时，改善融资环境的长
效机制的建立不可或缺。在这方面，目
前出台的政策已经做了诸多安排，包括
强化融资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建设与民
营中小微企业需求相匹配的金融服务体
系等。专家表示，预计今后一系列的改
革举措将陆续落地见效，为便利企业融
资提供长远的制度保障。

□ 新华社记者 李延霞 吴雨
（新华社北京3月21日电）

多项政策精准发力 提升金融服务民企能力与动力
A股暂别调整温和反弹
沪 指 重 返 3100 点

商务部：

我国对外投资结构持续多元
央行连续两日
暂停逆回购操作

四川将开展地方政府债券柜台发行试点

商务部：

预计一季度我国进出口将保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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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遗失旧公章，章文：福建坦洋工夫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财务章，章文：福建坦洋工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财务专用章；法人章，章文：刘丛生印。声明作废。

福建坦洋工夫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3月22日

本店遗失2016年1月6日由福鼎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
注册号:350982600347847。声明作废。

福鼎市辰记食杂店
2019年3月22日

本人遗失道路货物运输营
运证，证号:闽宁350981002533，
车号：闽J0211挂。声明作废。

挂失人：罗华兴
2019年3月22日

邓礼伟、余春英夫妇
遗失女儿邓语煊的出生医
学 证 明 ， 证 号 ：M350592913。声明作废。
挂失人：邓礼伟 余春英2019年3月22日

本 人 遗 失 残 疾 人 证 ，证
号 ： 35222519321119304672。
声明作废。

挂失人：邱枣枣
2019年3月22日

本人遗失退
休 证 ，证 号 ：
20073030088。
声明作废。
挂失人：李成妹

2019年3月22日

本人遗失房屋所
有权证，证号：霞房权
证松城字第 20043960
号。声明作废。

挂失人：吴月珠
2019年3月22日

何光忠、苏容容夫妇遗失
儿子何开煜的出生医学证明，
证号：P350471305。声明作废。

挂失人：何光忠 苏容容
2019年3月22日

本人遗失一九九四届福建建筑高等
专科学校房屋建筑工程专业毕业的毕业
证，证号：闽建专94079。声明作废。

挂失人：张明尧
2019年3月22日

本 公 司 遗 失 道 路 运 输
证，证号：闽 350982200980，
车号：闽 J36511。声明作废。

福鼎市日丰汽车
运输服务有限公司

2019年3月22日

林庆武、陈倩倩夫妇
遗失女儿陈妍熙的出生医
学 证 明 ， 证 号:
N320012422。声明作废。

挂失人:林庆武 陈倩倩
2019年3月22日

本人遗失中华人
民共和国税收完税证
明，证号：（162）闽地证
01872676。特此声明。

声明人：林枫
2019年3月22日

福安市坦洋茶场关于要求履行《茶园承包经营合同》的催告函
福建坦洋工夫茶业股份有限公司:
暨坦洋工夫茶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贵司于 2009 年 2 月 18 日，与我场签订一份《茶园承包经营
合同》，由贵司承包我场坐落在福安市社口镇坦洋村工区 3的 B
号地块茶园，面积为176.66亩。

根据合同规定到 2019 年 3 月 21 日，贵司欠我场 2019 年度
的租金合人民币 26490 元。依据《茶园承包经营合同》第 3 条违
约责任:“乙方未能按约定支付承包金，则甲方有权单方面终止
本合同，收回承包经营权"。按第 7 条违约责任:“在承包期内，
甲方有权监督承包茶园的财产不受损失，乙方如出现管理不
善，造成茶园土地荒芜壹年的，甲方有权收回茶园的经营权”。

现贵公司从 2016年 5月至 2019年 03月 21日对承包的福安市社
口镇坦洋村工区 3 的 B 号地块茶园土地荒芜多年，无人管理茶
园被群众侵占、道路坍塌(附现场照片)，已严重违反了本合同的
规定。为了保持我们双方的信誉运行，请贵公司按照合同条款
履行义务，并对茶园进行恢复耕作，若贵方还未按合同相关履
行义务，我场将按合同第 3条款、第 7条款等规定，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相关规定解除我场与贵公司 2009
年2月18日签订的《茶园承包经营合同》。

此致 !
福安市坦洋茶场
2019年3月22日

项目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标的企业
经营范围

标的企业
资质

挂牌底价

竞谈保证金

公告时间

发售谈判文件
时间

应答文件递交
时间及方式

谈判时间

开标地点

谈判议文件
价格

联系人

联系方式

发布机构
（即股东）

福建同创电力工程有限公司100%股权转让

电力系统设备安装、检修、运行。机械修理、电站大坝水工建筑观测、维
护、水下作业、起吊作业

具有福建省建设厅审核批准的施工总承包水利水电工程三级、专业承包
水利水电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三级、专业承包送变电工程三级资质和国家电力
监管委员会颁发的承装 (三级)、承修(二级)、承试(二级)电力设施许可证，同时
具备福建省建设厅核准安全生产许可证。

人民币1336万元

人民币20万元

2019年3月22日至4月10日
2019年3月25日至4月12日17∶00
2019年4月18日8∶00-9∶00 现场提交

2019年4月18日9∶00
福建省古田县六一四中路161号二层第二会议室

人民币1000元/份，含电子版

郑先生

0593-3699097 13959337343
福建晟达电力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福建同创电力工程有限公司100%股权转让竞争性谈判公告

福建晟达电力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2019年3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