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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祝贺)日前，乐山市商业银行相关负责人率总行
第一党支部全体党员前往井研县竹园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
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在庄严肃穆的烈士陵园内，举行了为革命烈士敬献花篮仪
式，重温入党誓词。大家整齐列队、庄严肃立，向革命烈士鞠躬
默哀。

“此次主题党日活动，乐山商行以党的宗旨、革命先烈的崇高
精神为镜，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乐山市商业
银行相关负责人表示，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缅怀革命先烈，就是要
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以革命先烈
为榜样，兴行之责、强行之志，以实际行动为全市、全行实现高质
量发展贡献更大新作为。

乐山市商业银行：

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弘扬革命精神促实干

一直以来，农业银行井研
支行把拓展掌银业务作为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金融服务目标任
务来抓，一方面加大培训力度，
对辖内村镇掌银目标客户合伙
人进行集中培训，现场注册村
镇掌银合伙人 30户。另一方
面，组织“青年突击队”，走市场
进商超、走单位进企业、走社区
进村组，手把手指导客户下载、
注册掌银，营销聚合码，取得显
著成效。截至目前，全行掌银
新增注册客户2400多户、商户
聚合码640多户，激活存量客
户16500多户。

刘礼成 摄

3日 25日，夹江农信社
木城党支部开展“我为群众
办实事”主题党日活动，深入
大山之中的贷款企业四川芯
好公司，了解茶农、茶企、茶
商“急难愁盼”问题。该企业
通过贷款支持，从十年前的
手工作坊成为一家机械化、
自动化生产茶叶的加工企
业。通过座谈、参观，进一步
增强了党员干部金融支持乡
村振兴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更加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初心
和使命。

王奎 摄

本报讯(记者 祝贺)小微企业是“稳企业保就
业”的重中之重。去年以来，面对疫情冲击，兴业
银行持续加大小微企业支持力度，聚焦疫情防控
和复工复产过程中的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等难
题，多措并举推动小微融资增量、扩面、降本，让更
多低成本资金活水直达实体经济。截至2020年
末，该行普惠型小微企业客户9.47万户，贷款余额
2033亿元，分别较年初增长68%、61%，贷款平均
利率较年初下降1.28个百分点；累计为9440家小
微企业办理阶段性延期还本付息120亿元，占原还
款计划金额的37%。

据了解，兴业银行一方面为普惠小微企业贷款
提供内部转移定价补贴70个BP，同时将增值税减
免、风险权重及经济资本优惠等各项优惠政策释
放的红利逐一传导至小微企业客户，通过“降成
本”切实推动“降利率”。另一方面继续免收小微
企业法人银行承兑汇票敞口风险管理费、资信证
明业务手续费等多项费用，推动多家分行主动为
客户承担保险费、评估费等费用。通过主动减费
让利，2020年该行小微企业综合融资成本较年初
下降超过1.5个百分点。

在兴业银行大幅增加的小微企业贷款中，信用
贷比例显著增加，大大提高了小微企业贷款的可
得性。该行持续加大“税易融”“交易贷”“快易贷”
等小微企业信用免担保贷款产品的投放,去年普
惠型小微企业信用类贷款余额173亿元，较年初增
长45%。

同时，兴业银行负责建设运营的“金服云”平台
成为服务小微企业的“新利器”。“金服云”平台多
元对接各类金融机构，通过大数据汇聚、分析，为
小微企业精准画像，突破银企信息不对称瓶颈，提
供一站式全方位金融服务。经过一年多开发运
营，“金服云”平台注册用户9万余户，发布融资需
求3.9万笔，金额1538亿元，已解决融资需求1.2万
笔，共439亿元。

政策解读
持续加大金融支持力度

■记者 祝贺

支持小微两项直达货币政策工具延至年底支持小微两项直达货币政策工具延至年底
金融金融““及时雨及时雨””不停不停

为保持对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不减，日前，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将普惠小微

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和信用贷款支持计划进一步延至今年底。

去年以来，实施支持小微企业两项直达货币政策工具，即对地方法人银行办理普惠

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给予激励、对其发放小微信用贷款提供优惠资金支持，对帮

助小微企业渡难关、保就业保民生、稳住经济基本盘发挥了重要作用。

去年以来，两项直达货币政策
工具有效支持了不少小微企业渡
过难关，推动经济运行持续恢复，
但一些小微企业仍面临一定经营
压力，需要将两项直达货币政策工
具适当延长。

为保持对小微企业的金融支
持力度不减，确保小微企业融资
更便利、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
会议决定，在前期已将两项直达
货币政策工具延续实施至今年一
季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延长实施
期限到今年底，对小微企业再帮
扶，更好发挥他们在稳就业中的
重要作用。

一是对2021年底前到期的普
惠小微企业贷款，由企业和银行

自主协商延期还本付息，并继续
对办理贷款延期还本付息的地方
法人银行按规定给予激励，激励
比例为贷款本金的 1%。二是对
符合条件的地方法人银行发放小
微信用贷款，继续按本金的 40%
提供优惠资金支持。同时，要研
究加大对个体工商户的政策支
持。

不难看出，进一步强化政策支
持力度，可以帮助小微企业获得更
长的缓冲期，精准支持金融机构服
务实体经济，有利于推动经济稳中
加固、行稳致远。

接下来，更多针对小微企业的
金融支持政策将继续推出。据了
解，在防控好金融风险的基础上，

小微企业的无抵押信用贷款占比
将会继续上升。科创小微企业、绿
色小微企业、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农
村新型经营主体等符合新发展理
念要求的中小微企业，将会得到特
殊的融资支持。

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
付息政策和信用贷款支持计划进
一步延至今年底，在业界已有预
期。此前发布的 2021 年《政府工
作报告》就提出，进一步解决中小
微企业融资难题，延续普惠小微
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加
大再贷款再贴现支持普惠金融力
度，强调“今年务必做到小微企业
融资更便利、综合融资成本稳中
有降。”

去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及“8·18”特大洪涝灾害
对我市中小微企业发展造成了巨大影响。对此，我市金
融系统多维施策、积极应对、主动作为，通过推出“战疫
贷”“稳保贷”等金融产品，开展全市“个体工商户金融甘
露行动”“行长来了”直播等活动，采取降准、专项再贷款
再贴现、对中小微企业贷款本息实行延期等措施，为小
微企业提供精准金融服务。

同时，通过下调支小再贷款利率等措施，降低个体
工商户的融资成本，创新和推广个体工商户专属信贷产
品，执行优惠利率。此外，对受疫情影响严重、到期还款
困难以及失去收入来源的个体工商户，金融机构进行金
融帮扶，灵活调整还款安排，合理延长贷款期限，不盲目
抽贷、断贷、压贷。

2020年，人民银行乐山市中心支行落实2020年3
次降准政策，释放长期资金近21.5亿元。引导、督促、支
持金融机构对确有信贷需求且符合贷款条件的企业做
到应贷尽贷、应贷快贷。截至2020年12月末，全市再
贷款、再贴现余额58.31亿元，较年初增加23.76亿元，
增速达68.77%。

截至 2020 年末，全市普惠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210.95 亿元，较 2020 年初增加 29 亿元，同比增速
15.97%，高于全市各项贷款增速6.7个百分点，支持企
业26901户，较2020年初增加2566户。

接下来，我市金融机构将继续贯彻相关政策精神，
通过线上线下与中小微企业多渠道对接，使“金融活水”
能够更快、更有效地润泽到更多商家，让利实体，金融政
策持续赋能“中小微”。

合理“让利”
为小微企业纾困解难

兴业银行：

增量降本“不撒手”
小微企业“跑起来”

受委托，我中心（公司）定于2021年4月9日10:00在乐山市沙湾区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沙湾区龚电
大道原林业局5楼）以现场竞价的方式公开拍卖以下标的：

一、拍卖标的：乐山市沙湾华星矿产贸易有限公司开展地勘工作产生弃渣一批；总量约33.14万吨，起拍
价33.84万元，竞买保证金10万元。

二、拍卖方式：有底价增价方式公开拍卖，设有保留价。
三、竞买人应具备的资格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企业法人可申请参加。
四、标的展示时间及地点：公告之日起至拍卖会前一日16:00止在标的所在地展示。
五、报名事宜：有意竞买者请于2021年4月8日16:00前将竞买保证金缴纳至指定账户（以到账为准，不

计利息），并携带有效证件原件、复印件及缴纳保证金凭证于2021年4月8日9:00 -17:00前到乐山市沙湾
区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交易股办理竞买报名手续。其它详见《拍卖文件》。

六、咨询电话：0833-3447822 15984388588

乐山市沙湾区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四川乐山拍卖中心有限公司

2021年4月2日
广告

拍卖公告
受委托，本公司定于2021年4月13日上午10:00在乐山市市中区

白燕路319号二楼本公司拍卖厅对以下两个标的进行公开拍卖：
标的一:峨眉山市罗目镇万埝街，建筑面积为523.2平方米的精装修

民宿及附属住宅，起拍价为120万元，竞买履约保证金为12万元。
标的二:峨眉山市罗目镇下街60号，建筑面积为500.73平方米的二

层商业用房和六套住房，起拍价为120万元，竞买履约保证金为12万元。
即日起在标的所在地展示。凡欲竞买者请于2021年4月12日下午

15:00前持有效身份证明到本公司办理报名登记手续，并缴纳履约保证
金至本公司指定账户。详情见本公司《竞买须知》。

咨询电话：0833—2423229 、13618186335

四川乐山瑞星拍卖有限公司
2021年 4月2日

广告

拍 卖 公 告

（紧接第1版）他家有2亩多地流转给业主，每年有
2000元承包费，他是第一批到果园务工的，每月能
领2000多元工资，同时家里剩下的地也种上了柑
橘，每年还能挣1万元左右。

像曾基生一样靠产业让生活变得更好的农户
还有很多，我市在全省率先绘制《适宜种植作物土
壤区划地图》，开展“百企帮百村”活动，推行“订单
收购”“股权量化”等机制，发展茶叶、高山蔬菜、中
药材等特色产业39.5万亩，新改（扩）建畜禽标准
化规模养殖场256个、农产品产地初加工设施251
座。打造“峨眉山茶”“马边绿茶”等特色区域品
牌，265家经营主体获得“四川扶贫”公益品牌使用
权，“互联网+农业”让扶贫产品销得出。2020年
我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8175元、增长
8.6%。

为紧扣“园区建设提升年”经济工作主题，我市
围绕“8+3”现代农业产业体系，融入双循环，延长
产业链，提升价值链，现代农业产业日渐兴旺。
目前，我市现代农业园区建设正处在提档升级阶
段，聚焦8大优势特色产业，建基地、创品牌、搞加
工，提升峨眉山市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质
量，促进市中区水产、沙湾川佛手、犍为茉莉花
茶、夹江出口茶、井研晚熟杂交柑橘、沐川富硒茶
和竹业、峨边果蔬、金口河川牛膝、马边高山茶、
五通桥生姜等现代农业园区提质增效。下一步，
我市将健全“区域品牌+企业品牌+产品品牌”农
产品品牌体系，实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社会化
服务主体培育工程，带动更多农户建基地、入园
区、闯市场、增收入。

乡村美如画 农旅融合成新景

春日送暖，在位于犍为县清溪镇的世界茉莉博
览园内，花儿竞相绽放。园区以茉莉田园为基础，
以茶旅融合为特色，核心区面积约1300亩，辐射区
范围12000亩，按国家4A级景区标准打造，汇聚
147种茉莉，规模大、品种全。

记者了解到，园区以“万顷茉莉、梦幻亲子、绿
野星空、爱情秘境、田园宿居、文创妙想”六大游娱
体验主题布局，设立了兼具研学、观赏、游乐、购
物、餐饮等数十个特色文旅项目，倾力打造“花旅”
一体的“茉莉博览园田园综合体”，通过农旅融合
带动犍为吃、住、行、游、购、娱等多项经济产业发
展，一幅“农业+旅游”农旅融合的诗意画卷正徐徐
展开。

农旅融合在乐山遍地开花。近年来，我市大力
发展“农业+旅游”，做强休闲农业、观光农业、采摘
农业，不断催生田园综合体、特色小镇、美丽乡村，
让农村更加秀美、独具特色。

此外，我市扎实推进“生态＋旅游＋扶贫”行
动，以全域旅游大环线建设为抓手，将贫困县旅游
产业深度融入全市旅游总体规划，大瓦山景区环
线公路、永胜乡特色村镇旅游项目、马边福来“雾
里茶山”美丽乡村旅游休闲度假项目等乡村旅游
项目建成投用，金口河“峡谷第一村”等成为农旅
融合示范村，让更多群众吃上旅游饭。全市共打
造乡村旅游点（小镇）181个。

乡村旧貌换新颜，一个个像胜利村一样精心打
造的美丽乡村正在诠释着农民群众幸福感获得感
安全感的丰富内涵。

美丽乡村展新颜

新华社北京4月1日电（记者 刘慧）证监会3月31日发布消
息，当日中证商品指数有限责任公司在河北雄安新区市民服务中
心举行开业仪式。

证监会信息显示，该公司由上海期货交易所、郑州商品交易
所、大连商品交易所、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共同发起设立，专司商
品指数等的编制、运维和指数数据信息与技术服务。此前，公司
已于2020年12月16日在雄安新区完成工商登记注册，并于2021
年1月4日试运行。

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指出，设立中证商品指数公司，整合
期货业指数业务资源，统一编制发布商品指数，有利于增加我
国的指数产品供给，服务资本市场产品体系建设和资产管理；
有利于高标准构建有公信力和竞争力的商品指数体系，服务国
家宏观经济决策和实体企业风险管理；有利于推动数字科技、
金融科技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服务雄安新区数字化生态体系
建设。

中证商品指数有限责任公司
开业运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