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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2月14日电 中共中
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
加强金融服务民营企业的若干意见》。

《意见》指出，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稳定增长、促
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
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党中央、国务院始终

高度重视金融服务民营企业工作。各地
区各部门及各金融机构认真落实，出台措
施，积极支持民营企业融资，取得一定成
效，但部分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仍
然比较突出。

《意见》强调，要加大金融政策支持力
度，着力提升对民营企业金融服务的针对

性和有效性；强化融资服务基础设施建
设，着力破解民营企业信息不对称、信用
不充分等问题；完善绩效考核和激励机
制，着力疏通民营企业融资堵点；积极支
持民营企业融资纾困，着力化解流动性风
险并切实维护企业合法权益。

通过综合施策，实现各类所有制企业

在融资方面得到平等待遇，确保对民营企
业的金融服务得到切实改善，融资规模稳
步扩大，融资效率明显提升，融资成本逐
步下降并稳定在合理水平，民营企业特别
是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得到有效
缓解，充分激发民营经济的活力和创造
力。

中办国办印发《意见》

加强金融服务民营企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探矿权采矿权招标拍卖挂牌管理办法》和《矿业权交易规则》等法
律和规定，经咸安区人民政府批准，咸安区国土资源局定于2019年2月15日至2019年4月4日，在湖北省咸
宁市国土资源网上交易系统公开挂牌出让咸矿网挂KG[2019]04-05号采矿权，并委托咸宁市矿业权储备交
易中心具体承办，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拟出让采矿权基本情况表：

挂牌矿区编号

采矿权名称

矿区位置
矿种

矿区面积

矿区
范围

（国家2000坐
标系）

本次出让
开采标高

保有资源储量

可采储量

出让年限

履约保证金

竞买备用金
（含保证金）

挂牌起始价

咸矿网挂KG[2019]04号

咸安区汀泗桥镇西山矿区
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
咸安区汀泗桥镇彭碑村

建筑石料用石灰岩
0.00451平方公里

序号 X Y
1、3298153.193， 38522684.896
2、3298253.118， 38522747.790
3、32981176.824， 38522951.473
4、3297959.745， 38522899.060
5、3298030.427， 38522777.018

+150.6米至+60米

266.12万吨（122b）

232.06万吨（122b）
（其中新增保有资源储量171.86万吨，

可采储量为146.94万吨）

2020年6月30日止

4万元

不少于94万元的银行资信证明

187.5万元

咸矿网挂KG[2019]05号

咸安区双溪桥镇黄鹰岩矿区
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
咸安区双溪桥镇孙鉴村

建筑石料用石灰岩
0.067平方公里

序号 X Y
1、3309180.684， 38564862.171
2、3309106.674， 38565133.292
3、3308877.333， 38565104.061
4、3308950.843， 38564834.920
5、3309115.834， 38564827.540

+335米至+120米

383.291万吨（333）

361.174万吨（333）
（其中新增资源储量为209.104万吨）

2020年6月30日止

5万元

不少于117万元的银行资信证明

232.7万元

二、竞买人资格要求
（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符合国家规定

采矿权申请人资格条件的独立事业单位法人或企
业法人。

（二）不接受自然人申请或联合报名。
（三）申请企业注册资本不少于1000万元整。
（四）在咸宁市范围内存在欠缴土地出让金和矿业权

出让收益未及时缴纳的、存在矿产资源违法行为的、有闲
置土地及其他违法用地未及时纠正的、被省厅和市政府
相关部门列入联合惩戒黑名单的法人和组织均不得参加
本次矿业权的竞买。

三、挂牌起始价、增价幅度及竞买保证金
（一）挂牌起始价及增价幅度
本次采矿权出让为无底价挂牌出让。
咸矿网挂KG[2019]04号采矿权挂牌起始价为人民

币壹佰捌拾柒万伍仟元整（小写）（￥1875000元），增价
幅度为人民币伍万元整（小写）（￥50000元）；

咸矿网挂KG[2019]05号采矿权挂牌起始价为人民
币贰佰叁拾贰万柒仟元整（小写）（￥2327000元），增价
幅度为人民币伍万元整（小写）（￥50000元）。

（二）竞买保证金
咸矿网挂KG[2019]04号竞买保证金为：人民币肆万

元整（小写）（￥40000元）；
咸矿网挂KG[2019]05号竞买保证金为：人民币伍万

元整（小写）（￥50000元）。
四、挂牌出让文件获取
本次采矿权挂牌出让在咸宁市国土资源网上交易系

统（http://219.139.108.3/GTJY_HBXN/#，以下简称交
易系统）上进行，意向竞买人可登录该系统浏览、下载挂
牌出让相关文件。

五、网上竞买
（一）本采矿权挂牌出让采取网上申请和网上报价的

方式进行。意向竞买人需办理数字证书，交纳竞买保证
金，通过系统进行申请竞买。

（二）数字证书办理及相关驱动的下载、操作使用说明、
报价规则请参阅交易系统的咸宁市国土资源网上交易系统
操作相关说明和《网上挂牌竞买须知》等文件。

（三）资质审查等材料的递交上传请参阅《网上挂牌
出让竞买须知》。

六、相关时间规定

（一）公告时间：2019年2月15日—2019年3月
15日；

（二）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2019年 4月2日16
时；

（三）网上挂牌起止时间：2019 年 3 月 16 日 8
时 — 4月4日11时。

（四）如该采矿权在挂牌截止前５分钟内有人报价
的，系统将自动进入限时竞价程序，限时竞价不受挂牌
截止时间限制。

七、相关事宜
（一）竞得人必须按照“谁损毁，谁复垦”的原则履

行土地复垦义务，足额缴纳土地复垦费用。竞得人在
采矿过程中，必须按照边开采边恢复的原则，对因采矿
活动破坏的矿山地质环境及时进行恢复治理。采矿权
人停办或者关闭矿山，应当按规定完成有关水土保持、
植被恢复、土地复垦和环境保护等恢复治理工作。

（二）其它有关事宜见《网上挂牌出让竞买须知》等
出让文件。出让文件如有变更，将发布内容变更说明。

（三）咸宁市矿业权储备交易中心对本次网上挂牌
出让活动不另行组织现场踏勘和采矿权情况介绍，竞
买人可在公告期间自行踏勘现场。

八、竞买保证金缴纳银行：
开户单位：咸宁市咸安区财政局非税收入汇缴结

算户；开户银行：建行咸宁市咸安支行；帐号：
42001696008053000653。

九、如果在使用咸宁市国土资源网上交易系统过
程中遇到问题或困难，请在分清问题类型的同时，与下
列有关工作人员联系：

采矿权交易业务及网上技术咨询电话：刘女士
0715－8126565，陈先生0715-8126510。

采矿权业务咨询：咸安区国土资源局 余先生
13986628021。

数 字 证 书 办 理 及 咨 询 电 话 ：周 女 士
15971562219。

咸宁市矿业权储备交易中心
2019年2月15日

湖北省咸宁市采矿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咸矿网挂KG[2019]04-05号

据新华社北京2月14日电 日前，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有效发挥政府性
融资担保基金作用切实支持小微企业和

“三农”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

《意见》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
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按
照高质量发展要求，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为主线，规范政府性融资担保基金运
作，弥补市场不足，降低担保服务门槛，着
力缓解小微企业、“三农”等普惠领域融资
难、融资贵，支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促

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意见》针对当前我国融资担保行业

存在的业务聚焦不够、担保能力不强、银
担合作不畅、风险分担补偿机制有待健全
等问题，明确了相关举措。一是坚持聚焦
支小支农融资担保主业。各级政府性融
资担保、再担保机构要主动剥离政府债券
发行和政府融资平台融资担保业务，不断
提高支小支农担保业务规模和占比，重点
支持单户担保金额500万元及以下的小
微企业和“三农”主体。二是切实降低小
微企业和“三农”综合融资成本。政府性
融资担保机构坚持准公共定位，不以营利

为目的，在可持续经营的前提下，保持较
低费率水平。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再担保
业务收费一般不高于省级担保、再担保基
金（机构），引导合作机构逐步将平均担保
费率降至1%以下。三是构建政府性融资
担保机构和银行业金融机构共同参与、合
理分险的银担合作机制。原则上国家融
资担保基金和银行业金融机构承担的风
险责任比例均不低于20%，省级担保、再
担保基金（机构）承担的风险责任比例不低
于国家融资担保基金承担的比例。四是加
强合作和资源共享，优化监管考核机制。
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和省级担保、再担保基

金（机构）要推行统一的业务标准和管理要
求，市、县融资担保机构要主动对标，提高
业务对接效率。金融管理部门要实施差异
化监管措施，适当提高对担保代偿损失的
监管容忍度。银行业金融机构和融资担
保、再担保机构要健全内部考核激励机制，
提高支小支农业务考核指标权重。

《意见》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充分
认识规范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运作的重
要意义，强化责任担当，加大工作力度，推
动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发挥应有作用，切
实有效缓解小微企业和“三农”融资难融
资贵。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意见》

有效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基金作用
（上接第一版）
赤壁市文明办主任肖向阳介绍，目前，赤壁市有大

大小小志愿服务队近300支，注册志愿者人员达4万人，
成为了推动赤壁社会文明、引导社会风尚的主要力量。

做什么？
高标准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

健全了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组织构架后，赤壁将
如何烹好这道“文明餐”？

“我们将高标准打造集思想引领、道德教化、文化传
承等多功能于一体的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引导群众、
移风易俗、传递文明。”赤壁市委书记、市长盛文军说。

为何高标准？
对此，盛文军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说：“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建设的关键是传播思想、实践文明、成就梦
想。重点是将志愿服务真正‘扎根基层’，送到群众的

‘心坎上’。”
怎样高标准？
盛文军给出答案：“依托五个平台，做好五个方面的

活动。”
依托理论与政策宣讲平台，做好理论宣讲和百姓宣

讲；依托科普与扶贫服务平台，做好科普宣讲和科技帮
扶；依托道德与法治教育平台，做好道德讲堂和评选活
动；依托文化与体育服务平台，开展好群众文化和体育
活动；依托文明与健康平台，倡导移风易俗、健康生活。

如何高标准？
赤壁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宋慧宇说：“通过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建设为载体，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关心群
众、服务群众。”

对此，赤壁对六个方面进行了统筹。
统筹网上网下：统筹融媒体中心和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实现网下活动，网上传播，网上网下同频共振。
统筹平台资源：整合现有基层公共服务阵地资源，

打造理论宣讲平台，教育服务平台，文化服务平台，科技
与科普服务平台，健身体育服务平台，构建社区(村)吹
哨、志愿报到的文明实践模式。

统筹人员队伍：统筹全市志愿者资源，打通服务群
众最后-公里；统筹镇、村乡土文化人才、科技能人、文艺
爱好者、大学生志愿者、创业返乡人员等，打造一支群众
身边的志愿者队伍。

统筹基金经费：统筹中国志愿服务基金会“志愿城
市·赤壁”专项基金，与地方财政志愿服务补贴资金，保
障文明实践活动长效开展。

统筹活动阵地：统筹市文明办和市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镇文化站、文化礼堂、文化广场和镇新时代文明实
践所；村级党员群众服务中心、文化礼堂和村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实行人员整合，合署办公。

统筹实践活动：统筹科学理论学习实践，党的政策
宣传宣讲，主流价值培育践行，文体生活丰富活跃，移风
易俗持续深入等活动，不断提高市民群众的思想觉悟，
道德水准、文明素养、法治观念。

怎么做？
精准化常态化开展文明实践活动

赤壁高标准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以来，有
个故事让志愿者们一直津津乐道，整个爱心借力过程被
他们戏称为“发单、派单、接单”。

故事的舞台——赤壁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网
络平台（赤壁市志愿服务网和赤壁市融媒体中心的云上
赤壁APP）。故事的主演——桔子。

故事发生在年前，家住陆水湖风景区办事处双泉村
的患病女孩邓小星和父母承包的桔山丰收了，有3万斤！
忧心的是，连绵下雨的天气，若不及时售卖将烂在山上。

焦虑中，邓小星的嘴角都长出了燎泡。抱着试一试
的心态，邓小星忐忑的在赤壁市志愿服务网和云上赤壁
APP上“发了个单”发布了一条求助信息。

很快，邓小星家桔子滞销消息在赤壁市志愿服务网
和云上赤壁APP上传开，接到“派单”的志愿者们迅速行
动，巾帼志愿者分会发布《助力精准扶贫，巾帼志愿者在行
动，为贫困果农解决燃眉之急》倡议书，赤壁市融媒体中心
组织策划了《桔子红了，花果山上来相约，云上赤壁产业扶
贫直播》花果山爱心帮扶患病女孩清园活动，呼吁更多的
普通群众参与到充满“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
务队伍中来志愿者们来了，爱心企业来了，爱心群众来
了……最终在爱心接力下，3万斤桔子销售一空。

“没有志愿服务网、云上赤壁的帮助，换了以往，这
么多的桔子仅仅靠我们志愿者的力量，是没办法办到
的！”志愿者陈和安说。

陈和安看到是网络的方便与快捷，能看到是网络对
志愿者力量的放大作用，但看不到背后的故事。

这背后，是赤壁市统筹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和融媒
体中心资源，将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搬到“云上赤壁”
上，采取“群众下单、中心（所、站）派单、志愿者接单”的
操作流程，组织开展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实现网下
开展活动，网上发布传播，网上网下同频共振。

负责网站运营的赤壁市志愿者协会副会长王祥阶
也颇为振奋：“我们的志愿服务网作为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的网络平台，是非常智能化的，不仅能收集群众诉
求，进行项目发起、志愿者招募、活动开展等功能，还能
对基层志愿服务团队日常管理情况进行考核管理。”

赤壁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宋慧宇说：“这个故事告
诉我们，我们的‘六个统筹’已经初步发挥了预期的成效。
但这仅仅是开始，以后这样的文明故事将越来越多。”

北约

将就《中导条约》会晤俄方
据新华社布鲁塞尔2月14日电 北约秘书长斯托

尔滕贝格近日在布鲁塞尔宣布，他将在15日开幕的慕尼
黑安全会议（慕安会）期间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就《中
导条约》事宜举行会谈。

为期两天的北约国防部长会议13日在布鲁塞尔北
约总部召开，计划就《中导条约》前景、北约集体安全、北
约-欧盟合作等议题展开讨论。

美国和苏联领导人1987年签署《中导条约》，规定两
国不再保有、生产或试验射程在500公里至5500公里的
陆基巡航导弹、弹道导弹及其发射装置。

美国国务院2月1日宣布，美国于2日起暂停履行
《中导条约》义务，启动退约程序。俄罗斯总统普京2日
针锋相对地宣布，俄暂停履行《中导条约》义务，不再就
《中导条约》提议举行新的国际谈判。

自制灯笼迎元宵
2月14日，油坊岗社区儿童展示用红

包制作的特色灯笼。
当日，安徽省合肥市常青街道油坊岗

社区开展“自制灯笼庆元宵”活动，社区儿
童和志愿者一起利用废旧物品制作特色
灯笼，以节俭、低碳环保的形式迎接元宵
佳节。

据新华社

据新华社北京2月14日电 海关总
署14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月我国货物
贸易进出口总值2.7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
增长8.7%。专家认为，外贸迎来“开门
红”并不意外，应更加关注中长期走势，着
力促进外贸高质量发展、构建高水平对外
开放新格局。

数据显示，1月份，我国出口1.5万亿

元，增长13.9%；进口1.23万亿元，增长
2.9%；贸易顺差 2711.6 亿元，扩大 1.2
倍。以美元计价，同期，我国进出口总值
3959.8 亿美元，增长 4%。其中，出口
2175.7亿美元，增长9.1%；进口1784.1亿
美元，下降1.5%；贸易顺差391.6亿美元，
扩大1.1倍。

“1月数据可以说是‘开门红’。”对外

经贸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庄芮告
诉新华社记者，“这个结果符合中国外贸
发展的现实，也符合全球贸易发展的逻
辑，不令人意外。”

从贸易类型看，1月份，我国一般贸易
进出口1.66万亿元，增长13%，占我国外
贸总值的60.9%，比去年同期提升2.3个
百分点，呈现快速增长且比重提升态势。

加工贸易进出口6807亿元，下降0.9%，占
24.9%，下滑2.4个百分点。此外，我国以
保税物流方式进出口2797.3亿元，增长
9.3%，占我国外贸总值的10.2%。

从主要贸易伙伴看，我国对欧盟、东
盟、日本等主要市场进出口均实现增长，
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增速高于
整体。

我国外贸实现开门红
1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