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营小微贷款增长明显，
今年还有新增计划

去年以来，民企和小微企业融资难
备受关注，一系列利好政策陆续出台。
从年报数据看，政策效应开始显现，银行
对小微、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明显加大。

2018年末，工行民营企业贷款余额
1.78万亿元，较年初增加 1100 多亿元；
农业银行民营企业贷款余额 1.67 万亿
元，占公司类贷款四分之一；建行的普惠
金 融 贷 款 余 额 6310.17 亿 元 ，增 幅
50.78%。

股份制银行的表现也不俗。截至去
年末，民生银行战略民企客户贷款总额
2049 亿元，比上年末增长 12.09%。浙
商银行国标小微贷款余额 2045.46 亿
元，占各项贷款比重达23.9%。

2019年，农行计划新增民营企业贷款
1320亿元、工行小微企业贷款增长目标为
1000亿元以上、中国银行新投放民营企业
贷款不低于全部对公贷款新投放的三分之
一……多家银行高管在业绩发布会上给出
支持民营和小微企业的具体目标。

专家认为，在监管引导和银行自身
业务发展诉求的双重推动下，预计民营
和小微企业贷款仍将保持较快增长。

服务重大项目，智能制造
等是今后投放重点

年报显示，2018年各大银行结合各
自优势，围绕实体经济发展的重点领域
发力。

2018 年 ，工 行 的 公 司 贷 款 增 加
4820亿元，先进制造业、幸福产业、物联
互联等经济新引擎领域的贷款增量占比
达 31%。农行全年新增重大项目贷款
5709亿元，交通运输业、租赁和商务服
务 业 的 贷 款 占 公 司 类 贷 款 增 量 的
75%。2018年末，建行的基础设施行业
领域贷款余额3.46万亿元。

从业绩发布会释放的信息看，服务
国家重大战略、基础设施补短板的领域、
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智能制造等将是
今后各行信贷投放的重点领域。

专家表示，银行的信贷投放受诸多
因素影响，包括自身定位、资本约束、安
全性效益性的考量以及政策引导等。在
经历去杠杆、严监管的考验以及信用风
险的暴露后，商业银行精准对接实体经
济有效需求，贷款结构优化，安全性提
升。

个贷增幅较大，增量更多
投向消费贷等领域

观察年报可以看出，不管是国有大行
还是股份制银行，以个人住房贷款、信用
卡贷款等为代表的个人贷款增幅较大。

数据显示，2018年末，农行的个人贷
款占全部贷款的比重为39.1%。建行的

个人贷款占比达到42.37%，其中个人住
房贷款较上年增加 5405 亿元，增幅
12.83%，信用卡贷款增幅15.57%；工行的
个人贷款比上年末增加6911亿元，其中
个人住房贷款增加 6512 亿元，增长
16.5%。

专家表示，由于资本占用及风险相
对较低，个人贷款成为不少银行信贷投
放倾斜的方向。这有利于增强抗经济周
期波动的能力，同时在消费升级的背景
下，银行加快布局零售领域，将对居民消
费起到拉动作用。

信用风险得到有效控制，
但压力仍存

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必须以自身的
稳健运行为基础。

年报显示，2018年末，工、农、中、建
四大行的不良贷款率均有所下降，其中
工行、建行、中行下降 0.03个百分点，农
行不良率的降幅最大，为0.22个百分点。

不仅如此，不少银行不良贷款的一
些先行指标也有很大好转，包括关注类
贷款下降、新暴露不良率下降等，意味着
银行业资产质量下滑的压力得到缓释。

专家认为，不良贷款风险得到有效
控制，主要因为宏观经济企稳向好、信贷
结构不断优化、清收处置力度加大以及
风控措施不断健全。

值得注意的是，有部分银行的不良
贷款率有所上升。

中国银行风险总监刘坚东表示，今
年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不
少，银行资产质量会持续承压，但同时，
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不会改变。“预
计2019年银行业的风险总体可控”。

（据新华社北京3月3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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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多家上市银行

2018年报披露完毕。民营小

微贷款增长明显、重大项目

贷款增加、个人贷款增幅较

大……研读年报可以看出，

商业银行正在根据宏观经济

形势调整贷款结构，助力中国

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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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幼儿园相关负责人施行“陪
餐”，出入境证件实行“全国通办”，电动自
行车有了新强制性国家标准……4月起，
这些新规将开始影响你的生活。

中小学、幼儿园相关负责人
施行“陪餐”

由教育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
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制定的《学校食品安
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将于 4月 1日起
施行。

根据这一规定，中小学、幼儿园应当建
立集中用餐陪餐制度，每餐均应当有学校
相关负责人与学生共同用餐，做好陪餐记
录，及时发现和解决集中用餐过程中存在
的问题。有条件的中小学、幼儿园应当建
立家长陪餐制度，健全相应工作机制，对陪
餐家长在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等方面
提出的意见建议及时进行研究反馈。

对于外购食品，管理规定要求，学校从
供餐单位订餐的，应当建立健全校外供餐
管理制度，选择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能承担
食品安全责任、社会信誉良好的供餐单位。

出入境证件实行“全国通办”

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4月1日起，中华
人民共和国普通护照、往来港澳通行证、往来
台湾通行证等出入境证件实行“全国通办”。

据介绍，出入境证件办理继续执行“只
跑一次”标准，即内地居民可在全国任一出
入境管理窗口申请办理上述出入境证件，
申办手续与户籍地一致。

出入境证件实行“全国通办”后，可实
现三个“都能办”：全国各地都能办，即内
地居民可在全国任一出入境管理窗口申
办出入境证件；内地居民都能办，即不受
户籍地、居住地等条件限制，内地居民均
可在异地申办出入境证件；出国出境证件
都能办，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普通护照、往
来港澳通行证、往来台湾通行证等都可在
异地申办。

同时，这次推出的新举措包括异地申
办赴港澳台团队旅游签注可在自助签注机
上办理，立等可取。

电动自行车
有了新强制性国家标准

《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将于
2019年 4月 15日起实施。

新标准实施后，市场监管部门要加强
电动自行车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加强对
认证机构和生产企业检查，确保产品一致
性，避免不符合新标准的车辆获得CCC认
证并流入市场。

市场监管部门要严查生产企业无证生
产、超出强制性产品认证范围生产、不按新标
准生产、不按CCC证书生产、假借出口名义

生产违标车辆、非法改装电动自行车等行为。
对于上述行为查证属实的，由认证机

构依法对认证证书作出处理直至撤销认证
证书，由市场监管部门依法责令停止生产
并予以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
依法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
有了“行为规范”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将于自4月
1日起施行。

条例规定，国务院统一领导全国的生
产安全事故应急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统一领导本行政区域内的生产安全事
故应急工作。

条例强化应急准备工作。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及其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
和乡、镇人民政府以及街道办事处等地方人
民政府派出机关应当制定相应的生产安全
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并依法向社会公布。

条例还规范现场应急救援工作。发生
生产安全事故后，生产经营单位应当立即启
动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采取相应的
应急救援措施，并按照规定报告事故情况。

同时，条例还对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
生产经营单位在应急准备、应急救援方面
的法律责任作出规定。

（新华社北京3月31日电）

据新华社北京3月31日电 全世界许多城市的标志性建
筑、大型购物中心和娱乐中心以及成千上万的家庭在当地时
间 30日晚 8时 30分至 9时 30分熄灭灯光，参加“地球一小
时”环保活动，以此行动倡导低碳生活，推进低碳城市建设，共
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有“东方之珠”之称的中国香港维多利亚港两岸璀璨灯火
当晚熄灭一小时。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官方网站信息显
示，今年香港超过 3000家企业参与熄灯活动，包括中国银行
大厦和汇丰银行大厦。另外，中国台北地标建筑 101大楼加
入这项活动。

意大利罗马、米兰、都灵、马泰拉等多个城市30日晚也举
行了“地球一小时”熄灯活动，呼吁人们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推
动可持续发展。

在美国，包括纽约帝国大厦、西雅图太空针塔、洛杉矶国际
机场灯柱、旧金山金门大桥等知名地标在 30日晚熄灭了灯
光。不少网民在社交媒体上留言响应“地球一小时”节能号召。

此外，阿联酋迪拜的世界第一高楼哈利法塔、马来西亚吉
隆坡双子塔、俄罗斯圣彼得堡冬宫、希腊雅典的帕特农神庙、比
利时布鲁塞尔的原子球塔以及位于德国法兰克福的欧洲央行
总部大楼等世界知名地标建筑也参加了“地球一小时”活动。

“地球一小时”活动是世界自然基金会于2007年发起的一
个全球活动，号召个人、社区、企业和政府在每年3月最后一个星
期六的晚上8时30分至9时30分关闭不必要的电源，来表明他
们对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支持。

韦一平，1906 年生，广西天河（今属罗
城）人，壮族。1924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入国民革命军，后调到叶挺独立团，
参加了北伐战争。1927年 12月参加广州起
义和海陆丰起义，曾在海陆丰根据地担任区
委书记。1929年 12月参加百色起义。1931
年随中国工农红军第7军转战到湘赣苏区。

1934年10月红军主力长征后，韦一平任
中共萍（乡）宜（春）安（福）中心县委书记，在湘
赣边区坚持了极其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在
他的领导下，萍宜安地区成为湘赣临时省委、
军政委员会领导机关的主要活动基地。

1939年，韦一平赴江苏，任中共苏北特委
书记，领导苏北军民开展抗日斗争。后任中
共苏北区委会组织部部长兼泰兴中心县委书
记、苏浙军区第4纵队政治委员兼中共浙西地
委书记等职。

1945年 10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位于
长江以南的新四军分批向江北转移。15日
晚，韦一平在完成掩护兄弟部队渡江任务后，
率部 800余人乘“中安”轮最后一批北撤，轮
船行至泰兴天星桥西南江面时，由于风大浪
急，超载过重，船底漏水，倾覆水中，韦一平和
700多名指战员光荣殉职。

（据新华社南宁3月31日电）

据新华社天津3月31日电 在行星合月
中，最具观赏性的非“金星合月”莫属。天文
专家介绍说，4月 2日晨，一次观赏效果不错
的“金星合月”天象将现身天宇，届时东南方
低空中会出现明亮的金星和一弯残月近距离
相依相伴的美丽画面。我国天气晴好地区的
公众都可以用肉眼清晰目睹到这幕最美的

“星月童话”。
在太阳系中，金星是仅次于水星距离太

阳第二近的行星。由于其表面覆盖着非常浓
密的大气，对太阳光的返照率较高，距离又
近，因此从地球上看金星非常明亮。

“今年初金星就开始接近太阳，日出时的
地平高度逐渐降低。特别是进入4月后，金星
的观测条件日益变差，而之后再想看到它就要
等到年底了。”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市天文
学会理事史志成介绍，4月初，金星还能在东南
方的低空中露面，2日清晨，一弯残月也将会出
现在这片天区，与之组成“金星合月”天象。

韦一平：理想信念薪火相传

最美“星月童话”
明晨上演

这些新规，今起陆续实施

上市银行2018年报折射“钱流”动向

对小微、民企支持力度明显加大
众多标志性建筑齐参与

全球接力“地球一小时”

3月 30日，马来西亚吉隆坡标志性建筑——双子塔（喷
泉后）在“地球一小时”活动中熄灯。 新华社发

3月 31日，海尔世界家电博物馆
在山东省青岛市开馆。该馆系统展
示传统家电的演变、当今家电的智慧
应用以及未来家电发展趋势等内容，
通过沉浸式交互体验让观众了解百
年家电的发展历程。 新华社发

▲博物馆内展出的老式家电（3
月31日摄）。

▶3月 31日，两名小观众在博物
馆内参与互动游戏。

家电博物馆开馆

新
华
社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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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昆明，中国首次举办国际最高
级别的世界园艺博览会。

2019年，北京，世界目光再次聚焦中国，
一场“绿色生活 美丽家园”的盛会即将拉开
大幕。

本届“长城脚下的世园会”有哪些突出特
点？有哪些“绿色期待”？

北京世园会组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国贸
促会会长高燕告诉记者，本届世园会将有约
11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120多个非官方参
展方参展，将刷新世园会参展方历史纪录。
在5个多月会期内，将举办2500多场次各类
活动，预计1600万人次参观。

世园会，顾名思义，是一场植物当主角的
盛会。

国际展园，有表现多彩园艺文化和生活
方式的建筑园艺，如日本园和印度园等；有展
示现代园艺技术和发展成就的科技园艺，如
卡塔尔园和德国园等；还有返璞归真、强调田
园本色的传统园艺，如荷兰园和柬埔寨园等。

国内展园，牡丹、荷花、兰花、月季、茶花
等争奇斗艳，秦岭迎客松、西藏左旋柳、安徽
醉翁榆等地方植物让人大饱眼福。

北京世园会，不只是植物的盛会，还是科
技的盛会、人文交流的盛会。

北京世园会政府总代表、中国贸促会副
会长陈洲说，以物联网和 5G为“神经”，以大
数据与人工智能为“大脑”，北京世园会将从
园林艺术的展示舞台变成人、科技、自然与文
化相结合的视觉盛宴。智慧城市建设展示、
机器人服务员、全程智慧导游等将让游客亲
身体验到科技进步的巨大魅力。

据介绍，世园会期间，国际性活动丰富多
彩，包括参展国国家馆日、国际组织荣誉日、国
际竞赛、专业论坛、世界民族文化展示等；中国
特色的活动有中国国家馆日、省区市日、花车
巡游等。此外，还将举办馆际交流、国外代表
团顺访省区市、经贸代表团交流会等活动。

各国和国际组织积极参与的同时，国内
31个省区市及港澳台地区正在全面建设自
己的展园，届时将集中开展推介会、文艺演出
和经贸交流活动。

“可以说是百花齐放、各具风采，将极大
地放大世园会的辐射外溢效应。”陈洲说。

“我们欢迎世界各地的朋友来到北京，相
聚在美丽的长城脚下、妫水河畔，亲身领略时
代特征鲜明、中国特色彰显的国际一流盛
会。”高燕说。

（据新华社北京3月31日电）

植物与园艺殿堂
科技与人文盛宴
——中国贸促会负责人谈北京世园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