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6%
进出口银行绿色信贷余额增长

中国进出口银行近日表示， 截至
4 月末， 进出口银行绿色信贷余额
3200 亿元，增长 663 亿元，同比增长
26%，重点支持清洁能源、基础设施绿
色升级、节能环保、清洁生产等领域项
目。据了解，作为我国的三大政策性银
行之一， 进出口银行建立了绿色信贷
产品体系。截至去年年末，绿色信贷业
务余额近 3000 亿元， 重点支持了风
电、核电等清洁能源和铁路、城市公共
交通等基础设施实现绿色升级。“十三
五”期间，进出口银行绿色信贷年均复
合增长率超 30%。

聚焦主责主业 回归本源定位

政策引导 中小银行新一轮改革提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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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明 本报记者 郭晓军

“不到二道桥，就等于没来过新
疆”，二道桥商圈是新疆不同民族文
化交融的一个重要载体。 近 20 年
来， 在新疆二道桥文旅集团党委书
记、董事长栾立新的带领下，二道桥
已从一个马路大棚市场发展成为集
观光、购物、餐饮、娱乐、休闲、民族
风情体验于一体的大型专业旅游购
物商圈， 真正成为了展示浓郁新疆
风情文化、丝绸之路交融文化的“新
疆之窗”。

在企业发展初期， 栾立新就把
企业党建工作放在重要地位，1999
年在驻区党工委的指导下成立了新
疆企业里最早的民营企业党委。 多
年来， 栾立新重视发挥经营团队中
党员骨干的带头作用， 坚持党建引
领， 凝聚力量积极推进党建工作与
企业发展的深度融合互促共进。

转业军人 创业拼搏
1984 年，栾立新抱着坚定的理

想信念进入了武警部队， 用大学所
学的专业知识从事营房建设、 管理
工作。由于工作踏实突出、思想进取
向上，1985 年栾立新光荣地加入了
中国共产党。

历经 12年军营的磨砺，练就了
他坚忍不拔的毅力， 也铸造了一颗
赤诚向党的红心。 1996 年转业后创
业至今， 栾立新先后创建了新疆创
天企业集团、二道桥文旅集团，并担
任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1996 年，以“共创美好生活新
天地”为企业愿景，栾立新创建了新
疆创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在创
天房产公司 25年发展过程中，始终
把“诚信创新、团结拼搏”作为企业
宗旨。 让注重质量安全管理的栾立
新实现了百姓买得舒心、 住得放心
的愿望，也赢得了市场的好口碑。

1999 年，乌鲁木齐市政府决定
对二道桥进行大规模改造。 很多商
业企业都闻风而来， 但看到残破的
市场环境、 老企业的人员负担和债
务纠纷后纷纷打起了退堂鼓。 但在

部队培养出来的具有“家国情怀、英
雄情结”的栾立新看来，把新疆建设
得更美丽是他与生俱来的责任。 于
是，栾立新选择迎难而上。

从最开始的二道桥市场和乌鲁
木齐民贸公司， 栾立新用承载式兼
并方式整合了八家濒临破产的市
属国有企业。通过这种方式，栾立
新安置原有员工上千人， 承担原有
企业债务 6000 多万元，并给予遣散
人员远高于市场指导价格的遣散费
用。

直到今天， 二道桥文旅集团仍
然承担着很多原有员工的暖气费等
支出。不仅如此，为了转变老二道桥
市场承租户的经营理念， 栾立新还
多次上台宣讲政策、 经营方式和经
营前景，理顺各种关系，化解了大量
潜在矛盾， 使二道桥市场的改造建
设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自 2001年 8月 9 日起，具有乌
鲁木齐标志性意义的二道桥登上了
新疆改革开放的高速列车， 创天公
司正式兼并乌鲁木齐市民族贸易公

司和二道桥市场。 重新规划的二道
桥市场项目，被列入新疆 2001年十
大市场建设项目和乌鲁木齐市旅游
“四个一工程”重点项目。 创天公司
投入 3 亿元资金对老二道桥市场进
行改造建设。

2002 年 8 月改造完成，新二道
桥市场规模相当于老二道桥的 5
倍，建筑面积达到了 5万平方米，由
二道桥大市场、 二道桥美食歌舞大
剧院、 二道桥美食一条街三部分组
成。 当时新颖的歌舞餐饮相结合的
模式让群众耳目一新，出现了“一票
难求”的现象，极大激发了企业发展
的自信心。

党建引领 再立新功
在企业发展初期， 栾立新就十

分重视企业党建工作，1999 年在驻
区党工委的指导下成立了新疆企业
最早的民营企业党委。 栾立新积极
招聘退役军人、党员入职集团公司，
积极提高党员队伍质量， 集团党员
队伍不断发展壮大。

创天企业集团、 二道桥文旅集
团大多数中高层管理人员都是复转
军人。军人气质、军人本色是二道桥
集团的“红色基因”，忠诚可靠、牺牲
奉献、 使命担当早已融入二道桥集
团的血脉中，刻在创天人的骨子里。
勇于承担社会责任不仅是传统，更
是企业文化的精神内核。 通过党建
工作，企业建立了一支团结合作、积
极向上、敢打硬仗的队伍。

2020 年，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
企业动用了全部资源保障 30 多个
警务站的饮食， 并且保障了上千名
进出疆旅客的安全出行； 在推进扶
贫帮困攻坚战时，积极对点支援，转
移剩余劳动力……25 年来，企业共
安排各族百姓就业 9.6 万人次，其
中少数民族职工占 60%、复原转业
退役军人占 15%，为国家创造税收
2.2 亿元， 为广大商户让利 1.9 亿
元， 同时为 3 万多人提供了创业就
业平台。

今年， 中国退役军人就业创业
服务促进会发布了《2020 年度全国

退役军人创业光荣榜》，栾立新荣登
光荣榜。此外，栾立新还被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授予劳动模范荣誉称号。
他引领的企业先后获得“全国就业
与社会保障先进民营企业”“自治区
就业和再就业工作先进集体” 等荣
誉称号。

作为民营企业创业者， 栾立新
展现了艰苦创业、矢志不渝、敢打敢
拼的企业家风采；作为企业带头人，
栾立新积极进取、关爱员工、回报社
会，用汗水谱写了精彩的人生；作为
退役军人，栾立新敢于有梦、勇于追
梦、勤于圆梦，用自己的努力滋养着
他热爱的这片热土， 服务好这片热
土上的人们。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 在党建引
领下， 栾立新和他的企业正以新
的创业激情、 创新动力和创造能
量，以一个丝路商业创业者、丝路文
化建设者、丝路创新实践者的姿态，
努力追逐人生梦想， 为丝绸之路经
济带文化、 旅游、 商贸事业再立新
功。

据公开信息显示，当前我国共
计有 4000 余家中小银行， 资产总
额已达 77 万亿元， 约占整个银行
体系的 1/4。但是近年来，一些中小
银行逐渐暴露出一系列问题，包括
资产质量恶化、 经营举步维艰等。
近一段时间以来， 中小银行通过
IPO、发债等方式补充资本，通过兼
并重组做大做强。中小银行改革正
在加速推进。

根据规划，管理部门将统筹推
进中小银行深化改革和风险化解
工作， 引导中小银行回归本源、专
注主业，形成持续健康发展的长效
机制。

多种方式“补血”

作为支持中小微企业的金融
主力军，中小银行的资本补充问题
愈发受到关注。近年来区域性中小
银行 IPO、定增、优先股、可转债等
资本补充工具轮番上阵，监管层面
也陆续出台多项鼓励与创新政策。

近来中小银行 IPO 提速，去年
11 月上海农商行首发过会， 近期
齐鲁银行、 瑞丰银行获得 IPO 批
文。 除了这三家银行以外，目前还
有 13 家银行排队 IPO， 其中 8 家
为农商行。

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分析师
周茂华表示：“中小银行是支持小
微、三农等实体经济薄弱环节的重
要力量， 应通过加快中小银行上
市，补充资本金，可尽快提升中小
银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而由于 IPO 发行门槛较高、审
核周期较长，对于大部分区域性银
行而言，二级资本债、永续债是补
充外源资本的最重要渠道。

截至 4 月 15 日， 今年年内共
有 17 家银行发行二级资本债券，
其中 14 家为中小银行， 占比逾八
成。这些中小银行虽然发债规模普
遍不高，大多数在 10 亿元以下，有
的银行发行规模仅为数千万元，但
对于补充资本金却起到了较大帮
助作用。 此外，在今年发行永续债
的银行中，除邮储银行以外，其余
11家均为中小银行。

监管层面也陆续出台多项鼓
励与创新政策，例如发行地方专项
债支持中小银行补充资本、发行转
股型资本债券等。

银保监会在 2021 年工作会议
上表示，支持中小银行多渠道补充
资本金，继续推动发行地方政府专
项债补充资本。政府工作报告也提
到，“继续多渠道补充中小银行资
本、强化公司治理”。

此外，6 月底前中小银行资本
补充有望迎来新政策。 3月 25 日，
国务院发布关于落实《政府工作报
告》重点工作分工的意见，明确“继
续多渠道补充中小银行资本、强化
公司治理”，银保监会、财政部、人
民银行等按职责分工负责，6 月底
前出台相关政策，年内持续推进。

兼并重组谋转型

激烈的市场竞争让中小银行
压力凸显，通过兼并重组谋转型的
节奏在加快。

5 月 12 日， 中国债券信息网
披露的《2021 年辽宁省支持中小
银行发展专项债券（一期）》文件显
示，辽宁省将通过发行中小银行专
项债的方式，募资 100 亿元注入新
设的城商行，新城商行吸收合并两
家银行。 不过，目前新银行名称暂
未披露。

云南银保监局官网日前披露，

云南永德农商行和云南华坪农商
行已于近日获得该局同意筹建的
批复。其中永德农商行由云南临沧
临翔农商行、 云南凤庆农商行、云
南腾冲农商行、云南昌宁农商行分
别作为主要发起人投资设立、参
股； 华坪农商行由云南永胜农商
行、丽江古城农商行、云南玉龙农
商行分别作为主要发起人投资设
立、参股。

此外，由晋中银行、晋城银行、
阳泉商业银行、长治银行和大同银
行等五家市级城商行合并重组设
立的省级城商行山西银行也于 4
月 28 日正式开业。

4 月 14 日， 陕西秦农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会议通过了
《关于陕西秦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吸收合并西安鄠邑农村
商业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和西安市
长安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议案》
等。这是陕西近一年内发生的第二
起中小银行合并重组案例。 2020
年 7 月，陕西银保监局同意榆林榆
阳农商行和横山农商行以新设合
并的方式发起设立陕西榆林农商
行。

据各地银保监局披露公告，

2020 年以来，已有四川、山西、陕
西和河南等多地上演中小银行合
并重组案例， 共涉及 30 多家银行
机构。

业内人士预计，今年中小银行
“抱团取暖”态势将延续，合并重组
将有助于改变银行的公司治理体
系，让中小银行具备可持续经营能
力。

坚守定位回归本源

业内人士认为，中小银行此前
在经营商方面存在不少问题。受盈
利动机驱使，部分中小银行摒弃自
身经营特色，陷入“克隆”大银行的
怪圈；也有部分中小银行盲目将客
群拓展至经济更发达的大中型城
市和具备更多可能的大中型企业
上，忽略了自身在资金实力、风险
管控能力方面存在的短板；还有部
分中小银行急功近利、 贪大求快，
盲目追求所谓“规模效应”，超比例
发放大额贷款，存在很高的授信集
中风险。

从目前的监管定调来看，主要
是推动中小银行聚焦主责主业，回
归本源定位。

银保监会去年印发关于推动

银行业和保险业高质量发展的指
导意见，进一步明确了中小银行差
异化的市场定位：要增强地方中小
银行金融服务能力。城市商业银行
要建立审慎经营文化，合理确定经
营半径，服务地方经济、小微企业
和城乡居民。农村中小银行要坚持
支农支小市场定位，增强县域服务
功能，支持乡村振兴战略，助力打
赢精准脱贫攻坚战。

今年年初，银保监会首席风险
官兼新闻发言人肖远企在国新办
新闻发布会上强调：“中小银行必
须要有抗拒盲目做大诱惑的能力，
扎根在当地，做小、做细、做实。 ”

专家认为，监管层面强调“回
归本源”的政策导向，并非是对中
小银行的发展予以限制，而是给出
发展方向的指引。中小银行与国有
大行在定位与业务方面是互补关
系。 相对于大行，中小银行拥有扎
根本地和定制化优势，有能力深耕
大银行业务能力难以触及的薄弱
领域。 尤其在经历了 2020 年新冠
肺炎疫情巨大冲击之后，中小银行
更应该秉持使命意识，侧重对中小
企业的流动性扶持，更好地助力中
小企业纾困发展。

（陈辰）

22.3亿千瓦
全国发电装机容量攀升

近日， 国家能源局发布 1-4月全
国电力工业统计数据。截至 4月底，全
国发电装机容量 22.3 亿千瓦，同比增
长 9.5%。 其中，风电装机容量 2.9 亿
千瓦，同比增长 34.6%；太阳能发电装
机容量 2.6 亿千瓦，同比增长 24.3%。
1-4 月， 全国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
1214 小时， 比上年同期增加 107 小
时。其中，核电 2450小时，比上年同期
增加 220 小时；风电 823 小时，比上年
同期增加 76小时。

‘‘中小银行新一轮
改革加快推进。近期中
小银行 IPO 明显提速，
增资“补血”动作频频，
以中小银行为主体的
二级资本债、永续债相
继发行。 同时，近一个
月内已有云南、 陕西、
山西多地上演中小银
行合并重组案例，“抱
团取暖”由零星案例逐
渐变为行业趋势。

退伍不褪色 初心不改立新功
———记新疆二道桥文旅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栾立新

从目前的监管定调来看，主要是推动中小银行聚焦主责主业，回归本源定位。图为在四川南充的川渝柑橘现代种业园温室大
棚和玻璃大棚项目建设现场，某银行工作人员为农民工开办银行卡服务。 CNSPHOTO提供

� � � �近日，我司发现有不法分子盗用嘉兴索
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索辰信息子公司）名
称及信息，以索辰集团的名义销售超高额回
报的互联网金融产品，并提供理财 App 供公
众下载，导致我司正常经营业务受到极大干
扰，并对我司声誉造成了严重不良影响。

对此，我司现郑重声明：我司及下属子
公司从未推出任何网站、App、 小程序等推
广、销售任何理财财产品。 上述不法行为已
经严重侵犯了我司的商业信誉，为此我司已
调查取证，将向相关监管部门进行举报并采
取进一步的法律行动。

我司重申： 我司是一家研发 CAE 工业
仿真软件的公司，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均未从
事任何与核心业务不相关的其他类业务。 我
们的官方网站为：www.demxs.com，官方微信
公众号为“索辰信息”， 联系电话为：021-
34293331。

我司特别提醒广大投资者提高警惕，辨
明真伪，以免受骗上当。

上海索辰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索辰信息关于近期被不法网站盗用公司品牌
及名称销售互联网金融产品的严正声明

� � � �遗失上海市松江区陈春路 677 弄 171 号
金地时光名苑购房发票 ， 发票号码为 ：
33186667，发票金额为人民币：肆佰陆拾柒万
肆仟柒佰零柒元整（小写：4674707 元人民
币），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