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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转移对接，郑州将再启大幕

一大波项目即将落地河南
□记者 傅豪
本报讯 昨天上午，记者从第五届
中国（郑州）产业转移系列对接活动新
闻发布会上获悉，备受瞩目的第五届中
国（郑州）产业转移系列对接活动将于
11 月 7 日至 8 日在郑州举行，预计将有
5000 客商参会，一大波有含金量的项
目也即将落户河南。
本届活动由工业和信息化部、
中国工
程院与河南、
河北、
山西、
内蒙古、
安徽、
江
西、
湖北、
湖南、
陕西等中西部 9 省（区）政
府共同主办，国家 17 个行业协会和 7 所
重点理工大学参与协办，
鼎力打造全国最
具影响力的区域产业合作对接平台。
“本届活动以落实中国制造 2025
为方向，以深化产业转移合作和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围绕区域间产业、
技术、人才、资本、资源等方面的合作需
求，为地方政府、产业园区、工业企业、
研发组织、金融机构等搭建供需交互对
接平台，推动中西部地区深度对接国际
国内产业转移，加强国际产能和装备制
造合作。”省工信委主任王照平在新闻
发布会上说。
据介绍，本届活动将安排产业转移
系列合作签约仪式、制造业强国与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报告会、院士专家座谈会
等综合活动8场；
安排国际产能和装备制
造合作、军民融合、汽车（新能源汽车）及
零部件、智能终端、先进技术转移、冷链
食品、现代家居等重点产业专题对接会

和郑洛新自主创新示范区院士行等区域
性专题对接活动 11 场；安排河南省中印
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河北省重点产业
推介会、中国尼龙城（平顶山）项目合作
推介会等地方专场推介对接会3场。
目前，活动筹备工作有序推进。据
悉，省工信委已征集并通过国家产业转
移信息服务平台和活动网络平台发布
本省对外合作重点项目 1077 个，总投
资 11472 亿元，涉及制造业 15 个行业领
域，项目合作对接和邀商招商工作正在
紧密进行中。
“预计参加活动的国内外政、产、研、
银、商、协等各界客商将达 5000 人左右，
加上通过活动平台前期对接和线下交流
对接单位，参与企业将达万家，可谓‘一
部九省共搭台、万企聚首谋合作’
。通过
本次活动，我省将新签一批重要合作项
目和合作协议，为全省稳增长、调结构、
保态势注入新的活力动力。”
王照平说。
中国（郑州）产业转移系列对接活
动由工信部与河南省政府在 2010 年共
同创办，已成功举办四届，活动累计促
成产业转移合作项目 3596 个、签约投
资总金额 18209 亿元，推动河南等中西
部 9 省（区）与国家有关部委、中央企业、
行业协会、重点高校、科研机构和东部
省（市）政 府 等 签 订 战 略 合 作 协 议 43
份，后续达成技术转移协议 498 项、科
研成果转化项目 760 余个，活动规模、
成效和影响逐届提升。

她是机器人,仿真高颜值

苏宁豫鄂湘三省联动——

全华中看苏宁
引爆
“双十一”

“全华中 看苏宁”活动启动

□记者 邵洋洋
本报讯 10 月 24 日下午，
“ 全华中 看苏宁”活动发布会在武汉会议中心举行。
苏宁云商集团副总裁顾伟携海量资源为“全华中看苏宁”活动站台。华中区执行副
总裁戴冯军、郑州大区总经理汪令军、平顶山大区总经理胡海、长沙大区总经理窦祝
平、宜昌大区总经理王家文分别代表华中三省五个大区，
共同宣布活动启动。

近五年，苏宁将在华中投资超千亿
据华中区执行副总裁戴冯军介绍，
苏宁控股集团近年分别与华中三省省政
府、省商务厅等签署战略协议，在最近五
年期间将累计投资超千亿元。
戴冯军说，依托苏宁控股集团物流
云、数据云和金融云等互联网技术优势，
苏宁还将在各地的农村电商、现代物流、
跨境电商、互联网金融、政企采购、互联

网化电商人才培训等方面，全面开展战
略合作。
在我省，苏宁拟建设苏宁广场、苏宁
生活广场、苏宁睿城等重点项目。按照
苏宁控股集团与河南省政府签署的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苏宁将积极参与到中原
经济区和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建
设中来。

全华中看苏宁，先定五亿小目标

21 日起在北京亦庄举行的 2016 世界机器人大会上，机器人与观众们
“零距离”
接触。
今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上，中国版 Pepper（一款著名人形机器人）和中科大研
制的机器人“佳佳”成为“人气王”。佳佳是中科大“可佳”机器人团队联合国内合作
伙伴，历经多年研制出的第三代特有体验交互机器人，在人机对话理解、面部微表
情、动作搭配等方面取得突破。
“我们的目标是让佳佳走进千家万户。我相信，这一
天不会太久。”
团队负责人、中科大教授陈小平说。
据羊晚

此次“全华中看苏宁”活动将于 11
月 4 日正式开始，全华中将统一步调主
打“零元风暴”，三省合计采购 30 万台一
线大品牌爆款机型，大幅拉低采购成
本，
让利于民。
十一期间大获好评的旧手机换新
家电活动，在本次活动期间也将延续。
单台旧智能机最高可获 4000 元补贴，
最多可三台旧智能机回收费用累计购
一台电器。
另外，还有苏宁任性付海量单品分

期免息；任性付购物随机立减，最高减
4999 元 。 购 物 满 额 再 送 礼 等 诸 多 活
动。
“ 整个活动期间，我们先定零售 5 个
亿的小目标。”
戴冯军说。
本次活动，苏宁还通过一系列与苏
宁正青春、极速跑高度契合的 PR 活动，
为 全 华 中 看 苏 宁 这 个 超 级 IP 推 波 助
澜。还将通过快闪、与地铁比速度、蜜
柚派送、摩登女郎派送玫瑰等众多活动
吸引眼球，引爆全民关注全华中看苏宁
活动。

北京多家银行表示——

1 美元兑人民币 6.7690 元

人民币兑美元再创 6 年来新低
国庆节以来，人民币兑美元出现较
6.76，而且直逼 6.77。国庆节后开市至
大幅度的贬值。昨天最新公布的人民
今，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已经累计下跌
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为 1 美元兑人民币
682 个基点。
6.7690 元，比上周五下跌 132 个基点，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王春
再次创下 6 年来新低。昨天收盘，在岸
英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人民币兑美元官方收盘价报 6.7718，较 “近期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走弱主要是由
上一交易日官方收盘价跌 119 点。
于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推动美元汇率
国庆节以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
走强。”王春英指出，虽然人民币汇率在
几乎是一天一个台阶地在走下坡路。 外部环境影响下有所波动，但短期波动
10 日跌破 6.7 之后，11 日逼近 6.71，12
是正常的，也在可解释的范围内。此
日跌破 6.72，13 日逼近 6.73，17 日逼近
外，王春英还提到，目前中国没有出台
6.74，21 日突破 6.75 并刷新 8 月 29 日以
所谓 6 个试点城市取消 5 万美元个人购
来单日最大调降幅度。昨天不仅突破
汇限制的政策。
北京晚报

并未暂停个人房贷
已实行差别化信贷
新华社北京 10 月 24 日电 24 日，有
媒体报道称，北京地区部分银行受“9·
30”楼市新政影响已暂停新增住房贷款
业务，引发社会广泛关注。记者从国有
四大行和兴业、中信、恒丰等多家股份制
银行等了解到，目前各行的个人房贷业
务均正常开展，尚未出现停贷。
上述银行有关负责人均表示，目前
个人按揭贷款的申请、审批、放款都正常
开展、没有变化。不过，各行已按照监管
部门的要求，严格执行新政的差别化信
贷政策，即购买首套普通住房首付不低
于 35%；为改善居住条件再次申请商业
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二套普通自住房

的，无论有无贷款记录，首付比例均不低
于 50%；购买二套非普通自住房的，首
付不低于 70%。
在贷款利率方面，各家银行均要求
首付最低执行基准利率的 0.85 倍，二套
最低为基准利率的 1.1 倍。
“楼市新政后，购房交易量已经大幅
萎缩，银行收到这方面的业务请求也随
之减少，不太可能自己提高门槛，把客户
拒之门外，更不可能暂停业务。”一家国
有大行个人金融业务人士表示。上述人
士说，在近期召开的有关会议中，监管部
门确实要求各银行控制个人房贷增长速
度，
银行也会不折不扣执行调控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