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客车ETC申请小贴士

第一步：微信扫描二维
码进入小程序。

第二步：按步骤上传车
主及车辆信息，绑定您的建行
卡。

第三步：选择邮寄到
家，免费 OBU 全国包邮寄
到您手里。

第四步：
按说明书自助
安装、激活。

2019年11月28日～12月4日 责编 张翼鹏 美编 冯帅

A07 报道·综合

再添助推器，上交所河南
基地正式揭牌

河南资本市场发展再添
助推器。11月25日，“上海证
券交易所资本市场服务河南
基地揭牌仪式暨资本市场助
推河南经济高质量发展培训
会”在郑州举办。

本次会议由上海证券交
易所、河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
理局、河南证监局联合主办，
中原证券、中银国际证券、中
原股权交易中心协办，大河
报·大河财立方全程提供媒体
支持。

当天下午，上交所、河南
省金融局、河南证监局共同签
署《共建“上海证券交易所资
本市场服务河南基地”协议》，
这标志着上交所资本市场服
务河南基地正式落地。随后，
上交所副总经理阙波、河南省
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副局长
李拴成、河南证监局副局长张
智共同为河南基地揭牌。

在当天的活动中，河南省
金融局还与上交所签署了战
略合作备忘录。

据了解，河南省一直是上
交所的重点服务区域。自
1994年 1月神马股份在上交
所挂牌上市以来，河南省目前
已有30家企业在上交所上市，
首发募集资金272.91亿元，累
计再融资1916.67亿元，有力
支持了河南企业做大做强、发
展壮大。

河南又迎4家新兵，多家
豫企拿下A股实控权

不仅如此，河南资本市场
早已驶入“快车道”。记者从
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获悉，
今年前10个月，全省通过资本
市场融资3027.45亿元，同比
增加1212.65亿元。

今年以来，河南证监局
与省金融局在推动企业利用
资本市场发展方面取得了明
显成效。

截至目前，河南省上市公
司达121家，今年已迎4家新
兵，分别为今年6月份迁入我
省的棕榈股份、ST宏盛以及赴
港上市公司鑫苑服务、向中国
际。此外，河南首家科创板企
业建龙微纳已在证监会注册，
信大捷安和科隆新能源已获
上交所受理。

通过产业并购重组，利用
资本市场整合产业和资源实
现转型升级，也是我省上市公
司频频采取的大动作。

今年以来，省金融局加强
与上交所、深交所的沟通对
接，组织调研指导，研究解决
企业并购重组过程中存在的
困难和问题。据统计，今年1~
10月份，我省上市公司并购重
组再融资合计763.54亿元。

除此之外，我省亦有多家
企业利用并购拿下多家上市
公司实控权。如豫资保障房
公司收购棕榈股份、宇通集团
收购ST宏盛两家公司、正商
发展收购浙江赞宇科技等。

河南资本市场再添助推器
今年迎来4家新兵，多家豫企拿下A股实控权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裴熔熔 徐兵

今年以来，河南资本市场动作不断，从开通挂牌企业上市“绿色通道”、设立“扶贫板
块”，到上交所资本市场服务河南基地落地，河南在强化资本市场服务上下足了功夫。

建行 让智慧出行多方位、多层次、多样化ETC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徐曼丽 通讯员 于晓洋 李海超

货车能办ETC吗？of course!目前建设银行依据国
家最新货车ETC办理标准，可支持货车全部六类车型签
约，并免费为货车司机配发ETC记账卡及电子标签设备。

建行作为国有大行，把ETC作为推动综合交通、智慧
交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效载体，全力以赴为企事业单
位、群众提供优质的ETC产品及服务。建行河南省分行充
分发挥数字化智能化管理优势，在全省范围内全力推广
ETC业务，目前省内建行ETC客户规模已突破200万户，
为广大车主“畅行路途”贡献建行力量。

记账+优惠
河南建行全渠道开放货车
ETC

“货车ETC不仅秒过收费
站，更省钱便捷。”建行河南省
分行相关负责人介绍说，目前
货车电子标签均为预安装，自
2020年1月1日起，普通货车
将实现不停车收费功能。货车
安装ETC后，秒过高速，通行
费还能享受不少于5%的优惠
政策，一年大概能节省一万多
元过路费。而与之前的储值卡
产品不同，记账式货车ETC产
品无需预存资金，只需绑定银
行账户，就可以用先记账后扣
款的方式通行高速公路。

“这种ETC记账式缴费模
式，缓解了货车司机提前向储
值卡充值现金的资金压力。”这
位负责人说，货车在建行申请

ETC时，不仅可选择个人借记
卡、对公结算账户、单位结算卡
等多种银行账户签约记账卡，
同时可根据自身情况选择线上
自助申请或线下网点安装等不
同方式。

线上+线下
全渠道免费安装ETC

交通运输部明确，2019年
底实现汽车ETC安装率达到
80%，即年内要为1.37亿辆汽
车安装或更新ETC设备。建
行充分发挥金融科技和普惠金
融优势，集中力量配合交通运
输部推动ETC便民服务，引领

“新金融”服务模式。
6月16日，建设银行成功

与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部级平
台接通，共同推进平台联调联
试的开发、测试和上线工作。

6月20日，“建行ETC智
行”微信小程序正式向公众开
放，实现ETC车载设备在线申
请、签约等全流程线上办理业
务功能。

“自从办了建行ETC，现
在高速秒过，真是省时省钱。”
市民张先生称，自己经常出
差，近日他是在线上申请办理
建行ETC的，不用出门就实现
了免费安装。

如今，在全省范围内，像
张先生这样享受建行ETC带
来实惠的人越来越多。

为方便市民办理ETC，建
设银行河南省分行不断简化流
程，丰富办理渠道。目前，建行
不仅实现了大货车+小客车的
全车型覆盖，同时开放“线下建
行ETC一站式网点+预约集中
办理+线上手机端办理”三种
免收手续费、安装费和获赠
OBU的线上线下办理模式。

在线下，建行河南省分行
全省所有网点均可为广大车主
安装OBU提供便捷快速一站
式服务，客户仅需携带身份证、
行车证、建行卡，开车前往建行
任一网点即可进行办理。

在线上，小客车车主仅需
通过微信“ETC智行小程序”
或者手机银行 APP、龙支付
APP，就可以实现全流程ETC

车载设备在线申请、签约、激
活，也就是说，可以足不出户办
理ETC。

建行河南省分行相关负责
人表示，“国家有要求，百姓有
需求，国有大行就一定要有担
当”，建行将借力全渠道办理优
势，为省内众多车主提供便利
的通行服务。

套餐+活动
ETC专属权益乐趣多

为支持国家提速降费，深化
路政改革，除了ETC设备免费
送，高速通行费打折，建设银行
还为市民提供“ETC豪华套餐”。

近日建设银行面向车主客
户创新推出的“飞驰畅行龙卡
信用卡”，车主客户可以通过建
设银行线上渠道快速办卡，签
约ETC，可享受机场CIP快速
安检及休息室礼遇，还能体验

“贷吧”产品“即申、即办、即签
约”的飞速快感。

同时，还能享受“飞驰畅行
龙卡信用卡”周六专属活动：即
日起至2019年12月31日，活
动期间每周六，5元看电影，支
持猫眼 APP 和格瓦拉生活
APP抢券；5折优惠券，支持
CoCo 都可茶饮、COSTA 咖
啡、DQ冰淇淋、歌帝梵、呷哺

呷哺、全家便利店、屈臣氏、
FLOWERPLUS花加等合作商
家；京东商城满100元减10元；
美团外卖满35元减5元。您可
登录“龙卡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获取更多的活动详细信息。

近年来，建行河南省分行紧
抓出行痛点，聚焦交通拥堵、停
车不畅、缴费不便等出行难点，
利用金融科技的力量，打造了多
层次、多样化、多方位的智慧出
行场景。下一步，建行河南省分
行将以ETC为切入点，为车主
制订综合服务方案，做大汽车金
融生态圈，为“绿色交通、智慧交
通”贡献建行金融科技力量。

11月 25日，安阳钢铁
发布公告称，拟与安阳豫安
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沙钢集
团安阳永兴特钢有限公司
等 6家公司成立合资公司
——安阳瓦日铁路建设投
资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
名称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
为准，以下简称合资公司）。

合资公司注册资本为
人民币46623.93万元，安阳
豫安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
评 估 过 的 资 产 出 资
25455.93万元整，持股比例
为54.598%；安阳钢铁等剩
余6家公司均出资3528万
元，占股7.567%。

据了解，合资公司的经
营范围主要包括铁路行业
投资建设、代建、代管及货
物运输(营）等，物流行业的
投资建设、集装箱运输(营)、
港口贸易、金融配套(税金税
率）服务、地产建设经营、货
物运输(营)配送服务等。

安阳钢铁2019年三季报

显示，其1~9月实现营业收
入 234.4 亿元，同比下降
8.78%，净利润3.78亿元，同
比下降75.96%。

同时，安阳钢铁还发布
了2019年全年业绩预告，预
计全年累计净利润与上年
同期相比将大幅下滑。

在此背景下，安阳钢铁
开始优化产业结构，降低成
本，并培育新的业务增长点。

除了参股上述公司之
外，今年8月份，安阳钢铁还
发布公告称，其控股子公司
安钢周口钢铁有限责任公
司拟投资58.38亿元，在周
口市沈丘县投资建设原料
场项目、制氧站项目等６个
项目。

据公告显示，周口项目
建成投产后，每年可生产
166 万吨钢材产品。经测
算，预计达产后，正常年收
入 59.76 亿元，净利润 3.91
亿元。

安钢拟设立合资公司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王磊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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