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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第四届西北金融论坛昨日在兰举行

“大咖”
齐聚 共话甘肃绿色金融发展
B

兰州晨报
讯（记 者 刘 琼）
在甘肃这样一
个工业大省，如
何破解资源开
发与环境保护
之间的矛盾，已
成为全社会共
同 关 注 的 话
题 。 10 月 12
日，由甘肃日报
社、兰州财经大
学、甘肃省金融
学会联合主办
的“发展绿色金
融，建设生态文
明 ”2017 第 四
届西北金融论
坛在兰州宁卧
庄宾馆举行。
来自相关政府
部门、金融领域
的专家学者和
企业家齐聚一
堂，为甘肃绿色
金融发展建言
献策。

绿色金融的核心在于“三个引导”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何德旭认为，绿
色金融体系的建立将提高绿色项目的投资回报率和融资可
获得性，同时降低污染型项目的投资回报率和融资可获得性，进而
扭转投资结构，
为企业和金融机构带来新的机遇。
何德旭进一步指出，现阶段绿色金融的核心作用在于“三个引
导”：引导资金流向节约资源技术研发、生态环境保护的产业或行
业；引导企业在生产中更加注重绿色环保；引导消费者形成绿色消
费的理念。
“发展绿色金融，需要政府政策推动，明确政府和市场的职能，
也别是两者之间的分工。”何德旭建议，在发展绿色金融过程中应充
分借鉴国际经验，一方面要加大实施和落实绿色金融的激励政策，
建立和完善绿色金融监管体系，同时还要推动绿色金融基础设施的
建设。
人行兰州中心支行行长姜再勇则为绿色金融发展提出具体的
建议。他认为，可以通过限制对特定行业的金融支持、实行差异化
信贷监管标准等具有针对性的金融措施，鼓励绿色金融发展。
论坛现场。兰州晨报记者 刘琼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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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绿色金融体系势在必行
绿色金融，
一般是指金融对绿色经济或绿色产业的支持。论坛现场，
原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首席经济学家、
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
马骏从绿色金融的概念、
发展以及现状等多方面剖析了发展绿色金融的必要性。
马骏表示，目前，绿色金融发展还面临着融资问题、技术问题和能力建设问
题，
要想深入发展绿色金融，
就必须建立相应的绿色投资激励机制。
“污染型的产业结构源于污染型的投资结构，其背后深层次原因是缺乏鼓
励绿色投资的激励机制。”马骏坦言，现实中，部分绿色项目虽然有较好的环境
效益，但由于回报率不够高，难以吸引足够的社会资本。因此，马骏建议，可以
通过一定的财政、金融和监管类的激励机制来降低融资成本，以帮助投资者达
到合理的回报率。

“甘肃绿色金融大有可为”
在当天的论坛现场，不仅“金融大咖”们积极为甘肃绿
色金融发展建言献策，来自相关政府部门的负责人也向参
会嘉宾现场介绍了甘肃绿色金融发展情况。省政府金融办党组成
员、副主任于海波在发言时表示：
“甘肃的绿色金融发展大有可为。”
于海波表示，甘肃是国家确定的生态安全屏障的综合实验
区，也是循环经济的示范省，需要加大绿色金融供给，助力甘肃
绿色发展。
今年以来，甘肃银行已成功发行全省第一单 10 亿元绿色债券，
大禹节水也已经被选为绿色上市企业。同时，今年甘肃全省的绿色
信贷余额占各项信贷余额的 11.52%，比全国 9%的占比高出 2.52 个
百分点，
这些都说明，
甘肃的绿色金融虽然体量小，
但潜力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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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渝铁路开通初期
兰州局管段共发送旅客 77000 多人次
兰州晨报讯（记者王思璇）10 月 12 日，记者从兰州车站获悉，兰渝线开通初期（9 月 29 日
至 10 月 11 日），兰州局管段每天安排运行 5 对旅客列车（兰州开往成都 1 对、兰州开往重庆 2
对、兰州开往姚渡 1 对、兰州开往陇南 1 对），共发送旅客 77000 多人次。同时，自 10 月 12 日零
时起，兰渝铁路已实施新的列车运行图，新增客车 5 对，变更运行区段客车 3 对，改经由客车 7
对。多线路列车改经兰渝线后，
行车时间均缩短 8 至 12 个小时。
据了解，此次调图于 10 月 12 日零时起实行，过渡期为 10 月 10 日至 10 月 15 日。这次调
图兰州站新增列车 10 对，其中，新开行客车 5 对，改经由新增客车 2 对，延长运行区段兰州站新
增客车 3 对，运行时间最短为 11 小时 28 分钟。兰州西站增加经兰渝线运行普速旅客列车 6
对。
兰州车站售票车间副主任郭亚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此次兰渝铁路调图无论是运行
公里数、运行时间、运行车次以及票价都有较多变化。例如，兰州到重庆北原先为 1453 公里，
改由兰渝铁路运行后缩短为 862 公里。同时，票价也发生了变化。原先 K544 次列车（兰州至
重庆北），软卧下铺票价为 497.5 元，改经兰渝线运行后仅需 325 元；硬卧上铺票价为 304.5
元，改经兰渝线后仅需 200 元。”
同时，郭亚莉提醒，此次兰渝铁路列车新运行图增开、调整列车对数多，旅客可通过铁路
12306 网站查询，随时注意相关列车开行信息。

技术革新引领融合发展 业务创新推进服务升级

光大银行资产管理综合行政业务同比增长270%
中国光大银行于 2016 年 5 月正式推
出资产管理综合行政服务。经过一年多的
快速发展，目前光大该业务总规模近 3000
亿元，同比增长 270%；实现基金外包手续
费收入 3000 万元。该行资管行政在业务
规模、实现收入、增长速度等各项指标均稳
居银行同业首位。
据了解，光大银行资产管理综合行政
业务是在现有的托管体系之外单独设立一
个独立的、完整的资管行政服务系统体系
和专业团队，采用目前市场上最为先进的
赢时胜金融资产管理系统 v4.5，接受管理
人委托，代其行使各类别资管产品的主会
计外包、份额登记、信息披露、编制各类报
表及报告等。
据悉，在这一业务领域，光大银行抢得

市场先机，率先发展，处于行业领先位置。
目前，该行资管行政服务业务已建立起较
为完整、全面的客户服务链条和产品服务
架构，客户体系涵盖基金、券商、保险、信
托、私募、期货、银行理财等各大机构，投资
品种包括股票、期货、债券、非标、跨境等各
个类别，成为该行托管领域的一项重要创
新业务和市场知名品牌。
光大银行相关负责人表示，资产管理
综合行政业务的适时推出和快速发展是光
大银行致力于打造泛资管、大托管金融综
合服务整体解决方案一站式供应商的重要
环节，是传统托管业务在资产管理行业快
速发展新形势下的重大创新，也是光大银
行实施“综合化、特色化、轻型化、智能化”
战略转型的重要实践之一。

10月10日下午，
兰州海德堡海洋世界迎来一个特殊的“参观团”，
由
甘肃省肿瘤医院放疗科三病区医护人员及接受放疗的患儿及家属组成。
在医护人员带领下，
孩子们免费参观了海洋馆并观看节目表演。医护人
员们在日常精心医治护理的同时，
为了让患儿在与病魔的抗争中感受到
更多的关怀和温暖，
精心准备了这份“爱的礼物”。图为开心玩耍的孩子
们和部分医护人员合影留念。
兰州晨报通讯员 李凤菊 记者 赵汇 摄

省水利厅公开遴选 10 名公务员
兰州晨报讯（记者王思璇）10 月 10 日，记者从省水利厅获悉，经省
公务员局批准，省水利厅决定开展公开遴选公务员工作。本次公开遴
选职位包括主任科员及以下，名额共计 10 名。详情可登录甘肃省水利
厅网站（http：//www.gssl.gov.cn）查询。
据悉，遴选对象为市（州）及以下机关中已进行公务员登记且在编
在岗的公务员；市（州）及以下参公单位中已进行参公登记且在编在岗
的工作人员；以及中央和国家机关、省直机关设在地方的单位（包括垂
直管理单位、派出单位等）符合上述条件的也可报名。报名人员应具
有 2 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和 2 年以上公务员或参公单位工作经历（含
试用期，
截至 2017 年 10 月 10 日）。
此次公开遴选报名时间为 2017 年 10 月 18 日至 10 月 20 日，报名
地点为兰州市广场南路 13 号统办三号楼 1213 房间。报名人员可登录
甘肃省水利厅网站（http：//www.gssl.gov.cn），下载 2017 年甘肃省水
利厅公开遴选公务员报名表并填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