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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资金投放，推动项目尽
快开工建设；研究推动出台政策
举措，打造消费新场景；推动出台
一批政策举措，着力降低市场主
体负担……获悉，围绕落实扎实
稳住经济的一揽子政策和19项
接续措施，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推
动有关举措早出快出、应出尽出，
尽快落地见效，着力扩大有效投
资，促进消费加快复苏，促进企业
持续健康发展。

“主要指标显示，我国经济总
体延续了恢复发展态势。”国家发
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孟玮说。其
中，有效投资持续扩大，第一批
3000亿元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
具已全部投放完毕，前8个月固
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5.8%，比前
7个月加快0.1个百分点；市场潜
力逐步释放，居民消费稳步恢复，
前8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
计增速由负转正。特别是汽车消
费快速增长，根据汽车工业协会
数据，8 月份汽车销量 238.3 万
辆，同比增长32.1%，工业生产也

持续恢复。
孟玮表示，尽管主要指标呈现

积极变化，但国内经济恢复基础仍不
牢固，正处于经济恢复紧要关口。下
一步，将全力落实扎实稳住经济的一
揽子政策和19项接续措施。

具体来看，在有效投资方面，
将充分发挥推进有效投资重要项
目协调机制作用，按照“资金、要
素跟着项目走”的要求，采取有力
措施，提高要素保障力度和效率，
加快推动第一批3000亿元政策
性开发性金融工具尽早形成实物
工作量，同时，着力用好新增
3000亿元以上政策性开发性金
融工具，做好项目筛选和推荐，加
快资金投放，督促地方抓住施工
窗口期，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

在促进消费方面，国家发展
改革委正加快研究推动出台政策
举措，积极打造消费新场景，促进
消费加快复苏。其中，在汽车产
业方面，孟玮表示，将进一步研究
完善政策体系，营造有利于新能
源汽车发展政策环境。

“当前我国汽车市场呈现消
费升级态势，年轻消费群体对新
技术、新产品接受程度高，新能源
汽车市场仍有较大增长潜力。”孟
玮说，今年以来，在稳增长、促消
费等政策支持下，我国汽车产业
克服疫情等因素影响，呈现出恢
复增长的良好态势，为稳住经济
大盘发挥了积极作用。从更长周
期看，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形
成良好基础，新能源汽车发展进
入全面市场化拓展期。

她表示，下一步，将持续促进
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坚
持“全国一盘棋”优化新能源汽车
产业布局，按照区域集聚、主体集
中的原则，构建布局合理、发展有
序、运行高效的产业格局；鼓励企
业充分依托我国产业基础，加强
技术创新，加快突破新能源汽车
关键系统部件和基础共性技术，
持续提升全产业链核心竞争力。

扩投资、促消费的同时，还要进
一步为市场主体减轻负担、助企纾
困。记者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正

会同有关部门抓紧研究提出缓缴部
分行政事业性收费等政策措施，进
一步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

今年6月，国家发展改革委
等4部门联合印发通知，于11月
前在全国集中开展涉企违规收费
专项整治行动，聚焦5个重点领
域，查处落实降费减负政策不到
位、强制捆绑销售、乱检查乱罚款
等问题。目前已制定印发了水电
气暖、行业协会商会、地方财经、公
路水运、航空、铁路、金融等7个分
领域整治方案和各地区细化方案。

“目前，自查整治工作正在深
入推进。”孟玮说，下一步，国家发
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督促
有关方面深入核查问题线索，部
署开展全国联合检查抽查，坚持
对违法违规收费行为“零容忍”，
严厉查处各类涉企“三乱”和不落
实国家降费减负政策等行为。同
时，针对涉企收费中的重大问题
和社会各方面建议，研究推动建
立完善涉企收费监管长效机制。

（来源：新华网）

近日，在国家网络安全宣传
周“金融日”到来之际，招商银
行红河分行以“网络安全为人
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和“提升
公众金融素养、促进国民金融健
康、共建清朗网络空间、涵养良
好金融生态”为主题，联合周边
社区开展了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专
题交流活动。

招行红河分行讲师通过广受
关注的冒充公检法诈骗、退税诈
骗、冒充好友诈骗等相关案例，
深入浅出地向社区群众讲解了电
信网络诈骗的惯用手法、常见作
案方式等。讲解过程中，招行红
河分行讲师积极和群众互动，加
深大家对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的
认识。

活动中，招行红河分行讲

师围绕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
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
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
人信息保护法》 等法律法规，
重点针对防范各种“套路贷”、
树立网络支付风险意识、保护
个人敏感信息等方面对社区群
众进行宣讲。同时，对征信、
信用卡相关知识进行普及和宣
讲，引导群众科学合理使用金融
产品和服务，维护自身权益。

活动的开展，进一步增强
了广大金融消费者的网络安全
意识，提升
了群众识别
和应对电信
网络诈骗的
能力。

（招轩）

2022年上半年，红河州银
行业保险业全力支持稳经济大
盘，推动全州经济稳增长、助力
保市场主体保民生取得较好成
效。二季度末，全州银行业本外
币各项存款余额达 2562.64 亿
元，较年初增长7.85%，较去年
同期增速高3.47个百分点；各项
存款余额、增量排名均居全省第
三位。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突破
2000亿元，达2002.79亿元，较
年初增长 7.3%；各项贷款增
量、增速分别排名全省第三位、
第一位。保险业累计原保费收入
32.21 亿元，同比增长 10.2%，
累计赔付支出9.85亿元，同比增
长5.47%。

全力稳经济大盘保发展。今
年上半年，红河州银行业对重点

领域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二季
度末，全州银行业对州内重点项
目授信297.51 亿元，贷款余额
101.65亿元。全州制造业中长期
贷款余额44.07亿元，较年初增
速26.41%，高于同期全州中长
期贷款增速21.21个百分点。全
州绿色贷款余额295.38亿元，较
年初增长13.64%，高于各项贷
款增速6.34个百分点。全州银行
业支持科技企业贷款余额17亿
元，较年初增加6.35亿元。全州
房地产贷款余额327.16亿元，较
年初增长10.79%。在助力稳市
场主体保民生方面，1 月至 6
月，全州银行业累计为中小微企
业实施延期偿还贷款本金15.82
亿元、贷款利息1279.77 万元；
累计为受疫情影响客户办理按揭
贷款延期31户、1367.88万元。
个体工商户贷款余额达132.74亿
元，较年初增加21.22亿元；创
业担保贷款余额32.58亿元，较

年初增加1.92 亿元。创新“银
行+保险”模式开办农民工工资
保证金履约保函业务，1月至6
月，共提供保险保障301.27 万
元。小微金融服务增量扩面、降
本增效成效明显，二季度末，全
州银行业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611.39 亿 元 ， 较 年 初 增 长
10.09%。新发放普惠型小微企
业贷款利率5.13%，较上年末下
降0.36个百分点，低于全省平均
水平0.21个百分点。乡村振兴金
融服务能力持续提升，二季度
末，全州涉农贷款余额1278.14
亿元，较年初增长6.73%；累计
发放脱贫人口小额贷款50.36亿
元，其中，1 月至 6 月新发放
4.19 亿元。普惠型涉农贷款余
额、7个脱贫县各项贷款余额均
较年初实现增长。

持续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守底
线。信用风险化解有序推进，二
季度末，全州银行业不良贷款余

额较年初减少3.23亿元，不良率
1.4%，较年初下降0.27个百分
点，不良贷款、不良率在全省排
名较上年末分别下降二位、四
位。法人机构经营逐步回归本
源，二季度末，全州农合机构涉农
贷款和普惠型涉农贷款实现持续
增长，整体、单家均实现普惠型小
微企业贷款“两增”目标。金融消
费者权益保障作用增强，今年上
半年，共受理并成功调解金融纠
纷197件，涉及金额1496.4万元。

持续深化金融改革开放抓落
实。法人机构改革顺利推进，石
屏县联社顺利获批筹建，红河县
联社筹建审核工作正有序推进。
对外开放服务水平不断提高，二
季度末，全州银行业支持自贸试
验区红河片区企业贷款264笔、
贷款余额9.4亿元。保险机构办
理机动车出境综合商业保险（短
期）25351份，提供风险保障金
额达25.35亿元。 （张晗）

为切实提升社会公众金融素
养，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营
造清朗金融网络环境，按照相关
要求，近日，农行红河分行辖内
各县（市）支行积极开展形式多
样的金融知识普及月宣传活动。

宣传活动中，由金平县人民
银行牵头，农行金平支行联合金
平县金融办、网信办等相关部门
以及金平邮政储蓄银行、人保财
险金平支公司等金融机构开展了
2022年“金融知识普及月 金融
知识进万家 争做理性投资者 争
做金融好网民”主题宣传教育活
动。围绕国家网络安全、存款保
险、征信知识、反假币、反电诈
等内容，活动现场悬挂“网络安
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珍爱信用记录积累信用财富”
“抵制非法集资诱惑警惕非法集
资陷阱”等标语，并张贴宣传海
报、摆放宣传折页和宣传用品。
各单位工作人员向群众讲解相关
知识、解答群众提问、指导群众

如何识别假币，通过有奖问答等
方式增强群众的反假币、防假币
意识，营造了浓厚的金融知识宣
传氛围。

农行开远支行工作人员走进

云南红河技师学院食品安全系、
汽车技能系，采用“银行向老师
宣传，老师向学生宣传”的方式
开展金融知识宣传，重点向教师
群体宣传校园贷、征信保护、防

范电信网络诈骗等金融知识，切
实提升教师金融素养。

农行蒙自支行在蒙自红河广
场悬挂宣传标语，针对中老年群
体开展防范非法吸存揽储、养老
领域金融诈骗、电信网络诈骗等
知识宣传。同时，该支行联合蒙
自市人民银行等单位组成宣传组
到红河警星职业学校，对1000
余名在校学生开展“电信网络诈
骗套路深，你我务必要小心”

“莫让校园贷‘贷’走你的青
春”为主题的集中宣传，并组织
新生集中观看提升金融素养、珍
爱信用记录、反假币等金融知识
宣传片。

农行红河分行通过发放宣传
资料等方式，有效引导群众远离
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网络金
融谣言和负能量，共建清朗网络
空间，提高群众的金融知识水平、
金融风险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文芳 赵粒微 李忻芮
孟星言 文/图）

全力支持稳经济大盘

上半年红河州银行业保险业推动全州经济稳增长取得较好成效

农行红河分行积极开展金融知识普及月宣传活动

稳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将加快落地见效

招行红河分行防诈反诈宣传进社区

工行河口（自贸区）支行
首笔“单一窗口”海关税款担保保函业务落地

为进一步优化口岸营商环
境，切实为进出口企业减负，促
进进出口贸易便利化，日前，工
行河口（自贸区）支行成功为河
口某进出口企业办理全省工行首
笔“单一窗口”海关税款担保保
函业务10万元，实现全省工行首
笔海关税款担保保函业务零的
突破。

“单一窗口”海关税款担保
保函实现了银行即开、海关即
收、企业即用，大幅降低外贸进
出口企业货物通关时间和通关成
本。河口某进出口企业复工复产
后，拟向越南的上游企业进口木
炭，但由于传统的货物进口税费

“一票一缴纳”的模式难以满足
客户快速通关的需求，工行河口
（自贸区）支行了解到这一情况
后，主动向客户营销“单一窗
口”海关税款担保保函业务，详
细介绍工行为小微企业开立线上
保函、费用减免、手续便捷等

“省时、省钱、省心、省事”的
措施。该进出口企业线上通过中

国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网站提交海
关税款担保保函开立申请，在当
地人民银行及工行红河分行的大
力指导下，高效、快速完成电子
保函的审批、传输及备案手续，
办结了全省工行首笔“单一窗
口”海关税款担保保函业务。

一直以来，工行总行持续深
化与海关总署多渠道、多层次的
业务合作，联合中国国际贸易单
一窗口平台推出海关税款担保保
函、跨境贷、跨境担保贷等创新
产品，全力助推口岸营商环境改
善和贸易便利化建设。以此为基
础，工行红河分行将持续发挥金
融产品优势，优化业务办理流
程，以数字技术赋能为驱动，聚
焦民生保障，服务实体经济，推
动自贸试验区红河片区经济又好
又快发展。

（刁瀚琛）

金融消费金融消费者者 专
栏

金融知识进校园金融知识进校园

农行之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