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促进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
降，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于
2021年12月15日下调金
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 0.5
个百分点（不含已执行5%
存款准备金率的金融机
构）。本次下调后，金融机
构加权平均存款准备金率
为8.4%。

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
责人介绍，此次降准为全面
降准，除已执行5%存款准
备金率的部分县域法人金
融机构外，对其他金融机构
普遍下调存款准备金率0.5
个百分点。同时，考虑到参
加普惠金融定向降准考核
的大多数金融机构都达到
了支农支小（含个体工商
户）等考核标准，政策目标
已实现，有关金融机构统一
执行最优惠档存款准备金
率，这样此次降准共计释放
长期资金约1.2万亿元。

为何降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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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行与交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
行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或相关义务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以及其他相关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
交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行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或相关义务人。

交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或相关义务人，从公告之日
起立即向交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或相关
义务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
者承担清算责任）。

本公告如有漏登、错登，以实际债权凭证为准。
特此公告。

交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行

2021年12月7日

序号

1

借款人

河南豫港龙泉铝业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Z2106LN15676106、
Z2109LN15647589

本金余额

31384.00

担保情况

保证人：杭州锦江集团有限公司、伊川龙泉电力有限公司、霍
斌、河南龙泉金亨电力有限公司、洛阳伊川龙泉坑口自备发电
有限公司、洛阳龙鼎铝业有限公司。
抵押物：河南豫港龙泉铝业有限公司名下256台电解槽。

债权基准日：2021年10月20日（人民币：万元）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行与交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新郑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经新郑市人民政府批准，新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网上挂牌方式出让一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均可申请参加，申请人可以
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采用熔断后一次竞地价原则确定竞得人（详细内容见挂牌出让文
件）。

新郑出（2021）36号（网）宗地熔断价为30342.0万元，最高限价为40284.0万元。
四、申请人需办理数字证书认证手续（详见新郑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通知公告”-《关于数字证书(CA)

互认功能上线试运行的通知》），并于2021年12月13日09时至2022年01月06日16时，登录新郑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网站的“土地交易大厅”系统，浏览并下载挂牌出让文件。交纳竞买保证金截止时间为2022年01月06日16
时。

五、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时间为：
新郑出（2021）36号（网）:2021年12月27日09时至2022年01月10日10时。

六、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1.竞得人须在取得《网上竞得证明》之后的2个工作日内，携带挂牌文件规定的其他审核资料到新郑市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进行审核，通过后签订《成交确认书》。
2.如竞价过程中无竞买人触发熔断地价，则以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如触发熔断地价，则竞价方式由

限时竞价转为一次竞地价（5分钟报价时长），竞得人的确定方式详见挂牌出让文件。
3.竞买人需详细阅读挂牌出让文件。
4.出让公告规定的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将在新郑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等网站发布补充公告，届时以补充

公告为准。
5.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挂牌出让文件。
七、联系方式
1.新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联系地址：新郑市中兴路与中华路交叉口华夏国际16F
联系电话：(0371)62681072
联系人：孟先生
2.新郑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联系地址：新郑市中兴路与文化路交叉口
联系电话：（0371）69957712
（工作时间：9：00~12：00、13：00~17：00）
联系人：杨女士

新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新郑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1年12月07日

宗地编号

新郑出
（2021）
36号（网）

土地位置

孟庄镇双湖
大道北侧、
环城北路西侧

界 址

东 至 ：环
城北路；
西 至 ：规
划二路；
南 至 ：双
湖大道；
北 至 ：规
划一路；

土地面积
（平方米）

57476.03

土地用途

二类居住
用 地 ，地
下为配套
停 车 、配
套附属设
施及人防
工程（地
下交通运
输设施用
地）

土地现状

通 路 、通
电、通讯、
通 燃 气 、
通给水、
通 排 水 ，
土地平整

规划设计要点

容积率

大 于

1.0、小

于2.0

建筑密度

小 于

20%

绿地率

大 于

35%

起始价
（万元）

20142.0

出让年限
（年）

地 上 70
年 ，地 下
50年

竞买
保证金
（万元）
20142.0

新国土交易告字[2021]19号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21年12月15日10时在中牟县
农村产权交易中心（http://www.zmxnccq.com）网络竞价
平台公开拍卖约5462.9立方米清障土方。

欲参加竞买者，即日起请向本公司咨询详细情况，索
取查阅相关资料，于2021年12月14日17时前交纳10万元
的竞买保证金（以实际到账为准）并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展示时间：2021年12月10~11日
展示地点：标的所在地
联系电话：0371-62388158 15286806180
网 址：http://www.zmxnccq.com

http://www.hnycpm.com

拍 卖 公 告

中牟县农村产权交易中心
河南豫财拍卖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7日

央行有关负责人回应道，此次降准
的目的是加强跨周期调节，优化金融机
构的资金结构，提升金融服务能力，更好
支持实体经济。一是在保持流动性合理
充裕的同时，有效增加金融机构支持实
体经济的长期稳定资金来源，增强金融
机构资金配置能力。二是引导金融机构
积极运用降准资金加大对实体经济特别
是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三是此次降
准降低金融机构资金成本每年约 150亿
元，通过金融机构传导可促进降低社会

综合融资成本。
在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看来，央

行选择在当前时点进行降准，体现了货币
政策做好了跨周期调节。降准可以释放
长期流动性，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实体经
济的支持力度，提升金融服务能力，通常
用于经济压力较大的时候。在今年收官
和明年开局之际，进行降准有助于缓解经
济下行压力，平滑经济增长曲线，不仅有
空间，而且有必要，这是做好跨周期调节
的应有之意。

12月 6日，经国务院批准，我国以
综合物流作为主业的新央企——中国
物流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国物流集
团”）正式揭牌成立。

据了解，新组建的中国物流集团，
由原中国铁路物资集团有限公司与中
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物流板块的
中国物资储运集团有限公司、华贸国
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物流股份
有限公司、中国包装有限责任公司4家
企业整合而成，是国务院国资委直接
监管的又一家股权多元化中央企业。

中国物流集团同步引入中国东方
航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远洋海运集
团有限公司、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作
为战略投资者，形成战略协同。目前
中国物流集团的股权结构为：国务院
国资委和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相同，为38.9%；3家战略投资
者持股比例分别为10%、7.3%、4.9%。

国资委相关负责人表示，组建中
国物流集团，是着眼国有经济布局
优化和结构调整，对中央企业物流
业务实施专业化整合，推动我国物
流业高质量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和
实际行动。目前，新组建的中国物
流集团拥有 600多个分支机构，经营
网点遍布国内 30个省（市、区）及海外
五大洲，拥有铁路专用线 120条，期货
交割仓库 42座，整合专业公路货运车
辆近300万辆，在国际物流市场具有显
著竞争优势。

（据央视）

央行12月15日起全面降准0.5个百分点，释放长期资金约1.2万亿元

万亿资金 对“钱袋子”有啥影响？
拥有铁路专用线120条
物流行业新央企诞生
新央企由国务院国资委直接监管
以4家企业为基础整合而成

央行有关负责人表示，稳健货币政策
取向没有改变。此次降准是货币政策常
规操作，释放的一部分资金将被金融机构
用于归还到期的中期借贷便利（MLF），还
有一部分被金融机构用于补充长期资金，
更好满足市场主体需求。人民银行坚持
正常货币政策，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
性、可持续性，不搞大水漫灌，为高质量发
展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适宜的货币
金融环境。

温彬进一步指出，此次降准体现了

货币政策“以我为主”，未来还会通过多
种形式继续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
度。

未来央行将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
策，进一步提升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前瞻
性和有效性，兼顾内外平衡，继续利用结
构性和直达性政策工具，加大对中小企
业、绿色发展、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和薄
弱环节的支持力度，推动经济爬坡过坎，
促进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据新华社、每日经济新闻）

后续影响几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