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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2月 18日电 中
国人民银行 18 日以利率招标方式
开展正回购操作，期限为 14 天，交
易 量 为 480 亿 元 ，中 标 利 率 为
3.8％。

这是央行时隔 8 个月首次开
展正回购操作。央行上次开展正
回购是在 2013 年 6 月。

对 于 央 行 此 次 正 回 购 的 重
启，兴业银行经济学家鲁政委认

为，央行重启正回购符合预期：一
方面春节后现金大量回流，且预
计外汇占款新增较多，隔夜和 7 天
利率已落至合理利率区间下端，
另外这也是历年春节之后的例行
操作。

“本次操作是避免银行流动
性过于宽松，意在熨平利率波动，
不意味着货币政策取向的转变。”
鲁政委说。

央行时隔8个月重启正回购

据新华社上海 2 月 18 日电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 18 日宣
布，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启动支付机构跨境人民币支付业
务，这是金融支持上海自贸区实体
经济发展、便利跨境贸易、扩大人
民 币 跨 境 使 用 的 又 一 项 重 要 举
措。遵循自贸区简政放权的改革
思路，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将对支付
机构开展跨境人民币支付业务实
行事后备案和负面清单管理。

支付机构跨境人民币支付业
务，是指支付机构依托互联网，为境
内外收付款人之间真实交易需要转
移人民币资金提供的支付服务。上
海市注册成立的支付机构以及外地
支付机构在自贸区设立的分公司，
凡取得互联网支付业务许可证的，

均可从事跨境人民币支付业务。
当日，上海银联电子支付服务

有限公司、通联支付网络服务股份
有限公司、东方电子支付有限公
司、快钱支付清算信息有限公司、
上海盛付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等
5 家支付机构分别与工商银行、中
国银行、建设银行、招商银行、民生
银行等 5 家商业银行上海（市）分
行，以及 5 家特约商户代表举行了
签约仪式，并由上海银联电子支付
服务有限公司现场发起了一笔跨
境人民币支付业务。

为促进支付机构跨境人民币
支付业务的开展，中国人民银行上
海总部制定了《关于上海市支付机
构开展跨境人民币支付业务的实
施意见》。

上海自贸区首个金融细则落地

第三方跨境人民币支付业务启动

新华社北京 2月 18 日电 全
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办公室官
方微信公众号“扫黄打非”近日正
式面世，这是全国“扫黄打非”工作
小组办公室加强信息化建设，继

《非法出版物数据库》上线后在新
媒体运用上的又一重要举措。

今后，用户可通过微信第一时

间了解到全国“扫黄打非”工作的
最新动态，与全国“扫黄打非”工作
小组办公室进行互动以及在线举
报等。

关注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
组办公室官方微信，可通过微信二
维码添加，或搜索微信公众号名

“扫黄打非”。

“扫黄打非”官方微信正式开通

据新华社上海 2 月 18 日电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18 日对

“复旦投毒案”一审公开宣判，被告
人林森浩因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
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法院认为，被告人林森浩为泄
愤采用投放毒物的方法故意杀人，
致被害人黄洋死亡，其行为已构成
故意杀人罪，依法应予惩处。被告
人林森浩系复旦大学医学专业的研

究生，又曾参与用二甲基亚硝胺进
行有关的动物实验和研究，明知二
甲基亚硝胺系剧毒物品，仍故意将
明显超过致死量的该毒物投入饮水
机中，致使黄洋饮用后中毒。在黄
洋就医期间，林森浩又故意隐瞒黄
洋的病因，最终导致黄洋因二甲基
亚硝胺中毒而死亡。上述事实，足
以证明林森浩主观上具有希望被害
人黄洋死亡结果发生的故意。

“复旦投毒案”一审宣判
被告林森浩被判死刑

新华社北京 2月 18日电 2 月 18 日，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省
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
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上以深化
经济体制改革为题作了报告。他强调，要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开班式上重要讲话
精神，立足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这个最大实际，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
方向，扎实做好经济体制改革各项工作，为
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动力和保障。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
高丽主持。

李克强说，发展要紧紧依靠改革。过去
36 年发展取得巨大成就和去年成功应对复
杂局面、实现良好开局，靠的是改革。今后

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仍然要靠改革。当
前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触及
更多深层次矛盾，必然涉及利益关系深度调
整，复杂性和难度前所未有。既要敢于担
当，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坚定不移推进改革，
又要讲究策略方法，因地制宜、试点先行、积
微成著，渐进式推进，努力取得改革新突破。

李克强指出，改革是最大动力，也是最
大红利。要始终坚持让人民群众在改革中
受益。今后改革的环境条件和重点任务会
变，但这个要求不会变，也不能变。要建立
更加公平有效的体制机制，注重利用增量带
动理顺利益关系，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
成果。

李克强围绕继续简政放权、深化财税体

制改革、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构建开放型经
济新体制、以改革促进结构优化和城乡区域
协调发展等方面，深入阐述了经济体制改革
的要求和任务。他强调，要处理好政府与市
场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
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逐步建立各
级政府的权力清单制度，为市场主体营造公
平竞争的发展环境。

李克强指出，调结构要从结构改革入
手。着力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加快现
代农业制度建设，统筹推进城乡一体化改
革，促进农业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相辅相
成。探索建立区域均衡发展机制，构建梯度
发展新格局。注重创新驱动，推动产业结构
优化。以改革的深化促进经济提质增效，实

现升级。
李克强最后说，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任

重道远。我们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锐意进取，扎实工
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张高丽在主持会议时指出，李克强总理
的报告从战略全局高度，全面阐述了当前和
今后一个时期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重
点任务和部署安排，对扎实做好改革工作，
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各省（区、市），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
门主要负责同志，解放军及武警部队有关负
责同志参加会议。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
会议。

李克强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研讨班上强调

要始终坚持让人民在改革中受益

元旦过后，横扫全国的打车软件“烧钱
大战”，眼下正愈演愈烈。18 日，嘀嘀打车宣
布打车使用微信支付最低可补贴 12 元，快的
打车随即宣布“永远比同行多补贴一元”，打
车使用支付宝支付可补贴 13 元。

值得关注的是，背靠互联网巨头的两家
打车公司纷纷祭出“杀手锏”——嘀嘀打车
与打飞机游戏挂钩，打车可赢游戏补贴，而
快的打车则是集合了阿里系的电商基因，打
车送淘宝免费退货卡。打车软件大战烧钱
正欢，“贴钱买用户”的模式能否持续？

打车软件三轮烧钱厮杀
元宵节过后，最新一轮“砸钱送补贴”刚

刚开启。2 月 17 日零点，嘀嘀打车宣布追加
10 亿元开启第三轮优惠，重启打车优惠 10
元活动，随后又追加至最低 12 元、最高 20 元
的随机补贴。18 日下午，快的打车宣布“永
远比同行多补一元”，补贴提升至 13 元——
这意味着在许多一线城市，打车起步价范围
内已经不需要乘客掏钱，甚至扫码支付乘客
还将被“倒贴”。

第三轮打车软件大战的亮点，无疑是两
家互联网巨头亮出“杀手锏”。嘀嘀打车开
启游戏补贴模式，宣布与腾讯游戏联手，将
对每周使用嘀嘀打车微信支付车费 10 次以
上的用户，赠送微信游戏“全民飞机大战”中
的高端战机 1 架；而快的打车也在 18 日宣
布，与淘宝天猫联手，如果使用支付宝付打
车款累计满 5 次，就可获赠淘宝天猫平台的
退货保障卡一张，享受退货包邮优惠；打车
后所获得的积分可以兑换抵价券。

背后是腾讯与阿里博弈
业内分析认为，嘀嘀打车和快的打车两

家打车软件烧钱的背后，实际上是腾讯和阿
里巴巴两家互联网公司的博弈，双方争夺的

焦点就是移动互联网用户。
除了各自投资打车软件，阿里巴巴和腾

讯在相关领域的投资也没有断过。快的打
车至今仍使用百度地图，但去年 5 月阿里巴
巴以 2.94 亿美元收购高德地图约 28％的股
份，前不久又不惜以 11 亿美元现金收购高德
公司剩余 72％股份，高德成为阿里巴巴集团
的全资子公司。在腾讯方面，2013 年 12 月，
腾讯旗下的搜搜地图经过改良后，升级为

“腾讯地图”，街景功能赢得众多用户青睐。
另一方面的布局在于移动支付。阿里

巴巴旗下的支付宝早在十年前就进入了市

场，用户数量庞大，余额宝推出后，用户数更
是飞速增长。2013 年 8 月，腾讯旗下的财付
通宣布微信支付功能正式上线，虽然微信用
户数庞大，但是相对于支付宝，微信支付的
用户数还是有差距，为此财付通先后推出活
期、定期理财项目吸引用户，春节期间的“微
信红包”也为拉动用户绑定银行卡做了不小
贡献。

“烧钱”能否守住用户？
对于目前的补贴做法，嘀嘀打车和快的

打车方面均表示，此举是为了培养用户使用

打车软件叫车的习惯以及使用支付软件支
付打车费的习惯。嘀嘀打车运营副总裁张
晶表示，嘀嘀打车与腾讯的合作才刚刚开
始，未来还会给用户带来更多体验。

然而，有业内人士分析，打车软件血拼，
不可能一直烧钱，如何盈利是关键，即便培
养了消费者软件打车的习惯，但是没有补贴
了，这种习惯可能就难以持续，谁先停止补
贴谁就可能立马失去市场。如何找到盈利
点、如何与互联网巨头的其他移动业务融
合，将是打车软件市场发展中不得不面对的
问题。 （据新华社杭州2月18日电）

打车软件返现“火拼”再升级

你送“飞机”我送“包邮”

2014年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经营贷款贴息项目审核结果公示
根据国家农业综合开

发办公室的政策规定，河南

省 2014 年农业综合开发产

业化经营中央财政贷款贴

息项目，在企业自愿申报，

县、市逐级审核上报的基础

上，经过材料审查、省级银

行贷款终端核查、专家计息

核算、厅长同意，现将拟报

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

确认的项目予以公示，公示

期为 3 天。在公示期间，如

有异议，请与河南农业综合

开发办公室联系。

咨询联系电话：

0371-65802507

2014年2月18日

项目名称
20.南阳市新野县 8万吨皮棉仓储二期扩建项目

21.南阳市宛城区年处理 15万吨原料奶扩建项目

22.南阳市宛城区 3000吨果蔬速冻与保鲜库新建项目

23.商丘市柘城县 4000吨辣椒加工扩建项目

24.信阳市光山县年产 6000吨 CTC颗粒红茶全自动生产线项目

25.信阳市新县年产5000吨精制山茶油加工项目

26.信阳市新县 500吨山野菜精深加工项目

27.固始县 20万吨干鲜果蔬产地批发市场新建项目

28.固始县 10万套柳制家具技术改造项目

29.固始 10万头豫南黑猪养殖新建项目

30.周口市黄淮农产品物流大市场冷链物流项目

31.周口市商水县有机农产品生产加工物流产业园建设项目

32.郸城县年产 1000吨多糖结冷胶工程扩建项目

33.鹿邑县 4500吨冷榨芝麻油加工新建项目

34.驻马店市遂平县日处理小麦 1000吨防蛤防虫原味传统面食

专用粉生产线扩建项目

35.驻马店市上蔡县日处理 500吨杂粮生产新建项目

36.驻马店市泌阳县年深加工 2000吨香菇生产扩建项目

37.驻马店市驿城区粮食现代物流 13万吨仓容设施扩建项目

38.驻马店市驿城区1300亩高新生态农业种植示范区二期扩建项目

项目单位
新野县诚德贸发有限公司

河南三色鸽乳业有限公司

南阳市宛城区金红光食业有限公司

柘城县恒星食品有限公司

河南辰龙茶叶有限公司

河南绿达山茶油股份有限公司

新县安太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固始和家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固始县华丰工艺品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省牧富畜业有限公司

河南亿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万果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郸城财鑫糖业有限责任公司

鹿邑县金日食用油有限公司

一加一天然面粉有限公司

驻马店市亿民农产品科技有限公司

泌阳通达食品有限公司

驻马店市大程东方粮食储备有限公司

河南中昊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
1.郑州市中牟县年产 4000吨红枣及其系列制品加工扩建项目

2.开封市年加工小麦 30万吨及年产 3万吨调味面建设项目

3.开封市杞县年储存 12万吨小麦加工项目

4.兰考县日处理小麦 1000吨专用粉生产线新建项目

5.宜阳县年出栏 5万头种猪养殖项目

6.平顶山市宝丰县农村流通体系建设项目

7.郏县 2000头奶牛养殖场扩建项目

8.汝州市年产 2000吨 L-色氨酸项目

9.汝州市年产 2万吨软质果肉（酱）包馅饼干生产线新建项目

10.滑县年加工饲料 27万吨项目

11.鹤壁市年产 5000吨油墨用双漂精制大豆油扩建项目

12.河南省亿隆高效农林优质林木种苗示范基地建设

13.焦作市博爱县年产4000万瓶牦牛果奶饮品生产线加工新建项目

14.焦作市武陟县年加工 10万吨精制挂面项目

15.鄢陵县 215亩中原花木物流园交易市场新建项目

16.漯河市郾城区 25万头生猪屠宰加工新建项目

17.漯河市年产 40万只发酵火腿及 1万吨肉类制品加工新建项目

18.三门峡市渑池县 1000吨耐热木聚糖酶农副产品深加工新建

项目

19.南阳市淅川县 1万亩金银花种植基地扩建项目

项目单位
郑州市帅龙红枣食品有限公司

河南双鱼食品有限公司

杞县鼎盛粮油有限公司

兰考县神人助粮油有限公司

河南民正畜牧业养殖有限公司

河南省龙腾实业有限公司

郏县发展牧业有限公司

河南巨龙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梦想食品有限公司

滑县永达饲料有限公司

鹤壁百运佳印务有限公司

河南省亿隆高效农林开发有限公司

河南妙字号食品有限公司

河南省怀府麒麟面业有限公司

河南鄢陵花木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漯河市三农牧业有限公司

漯河市源隆肠衣有限公司

河南仰韶生化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福森药业有限公司

河 南 省 财 政 厅

视
觉

新
闻

2月18日，香港八达通卡有限公司举行新闻发布会，
宣布与淘宝网和支付宝合作，推出网上付款服务，每日网
上付款上限1000港元，服务费为1.5%。均为新华社发

2月 18日，宁夏海原县史店乡苍湾村举办了一场农
民运动会。村民们骑着毛驴，在冰天雪地里飞奔。比赛
幽默诙谐的场景，让村民感受到了民间体育运动的乐趣。

2 月 18 日，汽车行驶在西藏第一条高速公路——
拉贡高速公路上。近几年，西藏立体交通快速发展，目
前，西藏公路通车总里程已达到 70591公里。

东方IC供图

新华社香港2月18日电 香港
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 18日表示，针
对旅客的滋扰或不法行为应受谴
责，特区政府会依法跟进日前在尖
沙咀广东道发生的骚扰旅客事件。

梁振英 18 日在行政会议前会
见传媒时说，有关香港旅游业接待
能力的问题，以及由于旅客人数多
对某些地区所造成的压力问题，特
区政府一直十分重视。他说，香港
已控制旅客人数，包括 2012 年叫
停深圳非户籍居民“一签多行”，以
及将“个人游”安排的内地城市维
持在 49 个。

梁振英表示，特区政府着力增
加接待旅客的设施，例如重新规划
港珠澳大桥的人工岛，在该处兴建
大型购物设施，减轻旅客对传统和
北区购物区造成的压力。他说，特
区政府会继续检视旅客人数对各
区市民生活带来的影响，但不容针
对旅客的滋扰或不法行为，有关事
件会依法跟进。

香港数十名市民 16 日在广东
道一带抗议“个人游”，期间他们对
店内购物的内地旅客大声辱骂，并
导致部分受影响店铺一度被迫关
门。

梁振英表示

将依法跟进骚扰旅客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