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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海口市纪委监委综合服务保障中心
公开招聘事业编制工作人员公告

我单位现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6

人，招聘人员为财政预算管理事业编制工作人员。报名

时间2019年7月1日9:00至7月12日17:00，报名采取

网上报名方式进行，应聘考生应在报名时间内登陆报名

网址（http://zpks.hnrczpw.com/index.php/exam/?

EXAMID=1153）进行报名。招聘岗位、资格条件、具体

要求及工作流程详见椰城清风网（http://www.ycqfw.

net/）、海口市人社局网站（http://www.hihk.lss.gov.

cn/）或“海口廉政”微信公众号公布的招聘公告。

咨询电话：0898-68723112

海口市纪委监委公开招聘领导小组

2019年6月17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拟对海口市富
华实业发展公司等180户的债权资产包进行处置。截止2019年5
月31日，该资产包债权总额为255,641.88万元。该资产包中的
债务人主要分布在海口、文昌、琼海、万宁、陵水、保亭、三亚、临高、
儋州、洋浦、乐东及东方12个市县。该资产的交易对象为依法成
立的企业法人、其他组织，以及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
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
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
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
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
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
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
买该资产包。资产包中每户债权的详细情况请具体参见我公司对
外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此公告上的债权资产包处置
标的（债务人名称、数量及金额）为2019年5月31日的时点数，实

际标的以最终处置标的为准。
公告有效期：2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

疑问或异议请与海南省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陈恩晓、施敏
联系电话：0898-68663444 、0898-68668205。
电子邮件： chenenxiao@cinda.com.cn、shimin@cinda.

com.cn。
分公司地址：海南省海口市滨海大道123-8号信恒大厦17-18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
0898-68511302、0898-68623068。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yanxiaoy-

an@cinda.com.cn、huangzimin@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

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海口市富华实业发展公司等180户的债权资产包处置公告

认清本质 洞明大势 斗争到底
◀上接A08版

九、中美经贸摩擦会
压垮中国经济吗？

美方不断升级中美经贸摩擦，
美国对中国实行贸易霸凌主义和各
种封锁打压，无疑会对我国企业的
生产经营以及人们的消费和预期产
生不利影响，增加经济下行的压
力。但是，如果我们不囿于短期经
济波动，不困于一时一地的得失，而
是用全局、长远和根本的眼光来冷
静客观审视，就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影响总体可控，向好趋势不变，综合
优势明显，调控手段充足，是挑战更
是机遇。

看影响总体可控。2018年，我
国的出口依存度仅为18.24%，出口
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在逐渐变
小。今年以来，面对世界经济增长
和国际贸易有所放缓的大环境，中
国经济开局良好，主要经济指标保
持在合理区间，中国的经济结构在
优化，发展方式在转变，质量效益
在提升，稳中向好态势愈加明显。
中美经贸摩擦似乎会影响公众预
期，使投资者做出非理性选择。但
实际上自2018年以来，在中央稳就
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
资、稳预期等一系列政策作用下，
中国经济运行稳中向好。中国可
用的政策工具是多种多样的，是成
熟可靠的，随时可大显身手。美方
不要低估中国应对经贸摩擦的政策
准备和能力经验。

看向好趋势不变。虽然中美经
贸摩擦给我国经济增加了新的变
数，但是我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
基本面没有变，持续增长的良好支
撑基础和条件没有变，经济结构调
整优化的前进态势没有变。中国有
近 14亿人口、9亿劳动力、1.7 亿受
过高等教育和拥有技能的人才资
源、全球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1亿
多户市场主体。中国作为世界制造
业第一大国，拥有独立完整的工业

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是全世界唯
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全部工业门
类的国家。内需主导型的经济发展
模式成为中国抵御外贸风险的有力
武器，2018年内需对经济增长贡献
率达108.6%，其中最终消费贡献率
达 76.2%，消费已经成为拉动经济
增长的主引擎。以战略性新兴产
业、分享经济等为代表的新动能不
断壮大，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新的
活力。2018年，中国的研发投入全
球排名第二，科技创新能力不断提
高，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
展，经济呈现出高质量发展的良好
态势。

看综合优势明显。从时间、空
间、制度优势的三重叠加来看，我
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
国，经济发展具有特殊优势。一是
在加速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中，
生产要素由农业向工业转移，各个
经济部门和各项社会事业均将出
现爆发式增长，这是后发经济体转
型升级的一般规律。二是作为大
国的人口优势、空间优势、内需优
势、资本积累优势，将提供强大的
韧性、潜力与回旋余地。三是社会
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能充分调
动各方积极性，使各种资源有效利
用，具有明显的体制优势。这三要
素叠加的优势已造就了中国经济
的奇迹，现在这种优势在持续扩大
而不是减小。

看调控手段充足。进入新时
代，中国坚持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
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一根本要
求，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
断创新完善宏观调控，取得了宝贵
经验，形成了政府和市场结合、短期
和中长期结合、总量和结构结合、国
内和国际统筹、改革和发展协调的
完备的宏观调控体系。现在，无论
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入政策，
还是产业政策、科技政策、投资政策
等，都存在充足的空间。中国完全
有条件、有能力、有信心应对各种风
险挑战。

看是挑战更是机遇。当今世界
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中
美经贸摩擦的严峻挑战，中国共产
党坚强领导、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
治优势将进一步突显，必将凝聚起
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人民力量，
把危机转化为发展的机遇，把发展
压力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动力。
更加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在关键核
心技术领域还存在突出的短板，关
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
不来的，必须把创新主动权、发展
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不断
加大对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投入
和研发，汇聚更多高端人才，提升
科技创新能力，摆脱核心技术受制
于人的困境。更加清醒地认识到，
要把握新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发
展大趋势，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
能化发展机遇，探索新技术、新业
态、新模式，探寻新的增长动能和
发展路径，努力在新技术领域走在
世界前列，增强抵御各种风险和挑
战的能力。

十、中国对待中美经
贸摩擦的立场和态度

自美国一些人挑起中美经贸摩
擦以来，中美双方的分歧逐渐明
晰，无非是：零和博弈还是互利共
赢，对立还是合作，封闭还是开放，
垄断还是竞争，单边主义还是多边
主义，等等。归根结蒂，是走霸权
主义的老路，还是走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新路。在这些重大原则
性问题上，中国的立场和态度明确
坚定、始终如一。

面对美国一些人挑起并升级经
贸摩擦，中国不愿打，不怕打，必要
时不得不打。中国从维护两国共同
利益和世界贸易秩序大局出发，以
极大的诚意回应美国提出的关切，
克服各种困难，提出务实解决方案，
并与美方进行十一轮高级别经贸磋
商，体现了中国不愿打贸易战的真
诚愿望。但美方不断挑战中国的

“底线”，逾越国际关系准则的“红
线”，企图以牺牲中国的发展权为代
价，甚至损害中国的主权和尊严，这
是中国人民决不可能接受的。中国
期待双方能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
的原则下达成互利共赢的协议，诚
意是始终如一的，原则也是坚不可
摧的。中国不会畏惧美方升级经贸
摩擦的任何威胁和压迫，中国别无
选择，没有退路，只有坚决斗争到
底。任何人、任何势力切莫低估和
小视中国人民的钢铁意志和打持久
战的强大韧劲！

面对美国政府推行单边主义和
保护主义，中国坚持互利共赢，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将
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坚定维
护全球和地区战略稳定，促进中国
与其他发达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
家的互利共赢合作，坚定不移走和
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
任理事国，将继续同国际社会一
道，坚定捍卫以联合国为核心，以
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体系，推动建
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
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建设持久和
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
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中国将深入
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秉持
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努力实现政策
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
通、民心相通，构建全球互联互通
伙伴关系，为世界各国开创发展新
机遇，不断朝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方
向迈进。

面对美国一些人不断挑战并破
坏现行国际秩序，中国坚定维护多
边贸易体制，积极参与引领全球治
理体系变革和建设。中国是现行国
际秩序的坚定维护者和建设者，积
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
合理的方向发展，符合世界各国的
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要更
好地反映国际格局的变化，更加平
衡地反映大多数国家特别是新兴市
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意愿和利

益。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不是推
倒重来，也不是另起炉灶，而是与时
俱进、创新完善。作为世界最大的
发展中国家，中国坚定遵守和维护
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支持开放、透
明、包容、非歧视的多边贸易体制，
支持对世界贸易组织进行必要改
革。中国坚持走开放融通、互利共
赢之路，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加强
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
框架内合作，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
化便利化，解决世界经济发展不平
衡不平等问题，推动经济全球化朝
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
的方向发展。

面对中美经贸摩擦的不利影
响，中国将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
生，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坚定不移
走高质量发展的道路，切实办好自
己的事情。不论过去、现在和将
来，中国都将把国家和民族的发展
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持民族
自尊心和自信心，坚定不移走自己
的路，加快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实
力，努力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
控，把创新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
自己手中。

无论形势如何发展变化，中国
都坚持做好自己的事情。通过改革
开放发展壮大自己，是应对经贸摩
擦的根本之道。中国将继续深化改
革开放，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上，
只会越开越大。习近平主席在第二
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
幕式主旨演讲中宣布，中国将采取
一系列重大改革开放举措，加强制
度性、结构性安排，促进更高水平
对外开放，包括更广领域扩大外资
市场准入、更大力度加强知识产权
保护国际合作、更大规模增加商品
和服务进口、更加有效实施国际宏
观经济政策协调、更加重视对外开
放政策贯彻落实。一个更加开放
的中国，将同世界形成更加良性的
互动，带来更加进步和繁荣的中国
和世界。

(新华社北京6月1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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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

交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在沪揭牌
6月 13日，交银理财有

限责任公司在陆家嘴论坛期
间揭牌。上海市委、市政府
相关负责人，交通银行行长
任德奇出席揭牌仪式。

交银理财是第一家注
册在上海的银行理财子公
司，也是第三家获批开业的
银行理财子公司。“交银理
财有限责任公司的成立，是
交行落实深化金融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防范化解重大
金融风险战略部署的积极
举措。”任德奇在揭牌仪式
上表示，“交银理财落户上
海，是全力支持和服务上海
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重大
行动。”未来，交银理财将会
如何发展？交行给出了五
个关键词。

关键词1 关键词2 关键词3 关键词4 关键词5

融合
融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交通银行已经着手在科创
板、自贸区、长三角一体化建设方
面发力，充分发挥自身的国际化
综合化优势，为上海国际金融中
心建设贡献力量。

正如任德奇在当天的揭牌仪
式上所说：“交行将以理财子公司
成立为契机，以近期新设立的科
创基金为抓手，以‘交通银行-浦
东新区自贸区金融创新联合试验
室’为依托，继续发挥交行全牌照
优势，全力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
心建设，为长三角一体化建设做
出积极贡献。”

（以上言论和观点不代表本
报立场，所刊内容最终解释权归
交通银行）

委托
平稳过渡

从已经开业的三家理
财子公司来看，交行选择
了一条不同的道路——通
过“委托”模式来处理存量
的理财业务。

交通银行副行长吕家
进表示，在过渡期结束之
前，交行将保留资管中
心，统筹管理全行理财业
务，同时将理财业务日常
运营管理职能委托给理
财子公司，承担监督理财
子 公 司 尽 责 履 职 的 职
能。“这样做的好处，一方
面可以满足监管关于理
财子公司与母行风险隔
离的要求，另一方面不会
因为‘双线运行’导致人、
财、物等资源重复配置。”

净值化
系统化工程

银行理财子公司成立后，只能发行净值化理
财产品，并切实履行“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职
责。对银行理财子公司而言，净值化管理的挑战
在于投资品种的丰富，除公开上市的股票、债券
等标准化资产外，理财子公司还可投资于未上市
股权、（受）收益权等非标资产；同时，银行理财
子公司还需根据产品的形态和所投资资产的性
质分别采用“市值法”和“摊余成本法”估值，交
通银行正积极推进理财产品净值化产品转型。

“这个过程相当艰巨，从理财子公司筹建之
日起，我们始终围绕监管部门关于净值化管理
的要求，建立了净值化管理的制度；设计针对资
产大类的估值方法；搭建独立的估值模型和估
值体系，强化信息披露的要求。”交银理财有限
责任公司董事长涂宏介绍，“净值化管理还要强
大的IT系统的支撑，交银理财在完成一期IT系
统建设的基础上正着手规划二期IT系统，提升
净值化管理水平将是二期 IT系统建设的重中
之中。”

协同
设立财富管理战略推进委员会

交通银行拥有丰富的资管业务牌照
资源。5月中旬，交银康联人寿全资子公
司——交银康联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刚刚
批准开业。此外，交行还拥有交银国际信
托、交银施罗德基金、交银施罗德基金资
管、交银康联保险、交银国际、交银投资等
众多资管类牌照。如此众多的资管牌照，
如何统筹发展，形成合力，是必须面对的
问题。

“交银理财将是交银集团理财产品
和资产管理服务的主要供应商，是实现
最佳财富管理银行战略的‘头雁’。”吕家
进指出，“为加强集团财富管理业务统筹
经营管理，推动‘建最佳财富管理银行’
战略落地，交行今年上半年成立了财富
管理战略推进委员会，旨在通过统筹协
调，在产品研发、渠道销售、客户拓展方
面整合资源，一体化推动集团各类资管
业务协同发展。”

创新
因时而变随事而制

交行历来重视改革创新，创始于1908年
的交通银行，1987年重新组建后，成为中国第
一家全国性的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2015年
交行获国务院批准深化改革方案，在商业银
行深化改革方面探出了自己的一条路。2018
年5月31日，交行公告设立理财子公司，成为
第一家公告要设立理财子公司的国有大行。

理财子公司成立后，产品创新也成为公
司的发展重点。“交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将
以客户需求为中心，致力于打造覆盖全市
场、全资产、全渠道的产品体系。”交银理财
总裁金旗表示，“考虑到银行理财客户特点，
交银理财产品将以稳健为主要特征，投资范
围以固收类为主，把固收类产品打造为理财
公司的拳头产品和旗舰产品。同时，会根据
国家政策导向和投资热点，适时推出特色主
题产品，目前，已经在商业养老、科创投资、
长三角一体化、要素市场挂钩等策略上做好
了储备”。

6月 16日，在福建省长汀县南山镇长窠头
村，钟宜龙老人在他自办的“红色家庭展”现场
向媒体记者介绍松毛岭战斗的历史。

即将迎来91岁寿辰的钟宜龙老人是福建
省长汀县南山镇党委退休干部。这位老党员为
松毛岭战斗牺牲的无名烈士“守魂”60余载。

1934年9月23日，松毛岭战斗打响，年仅
6岁的钟宜龙亲眼目睹了战争的惨烈。9月30
日下午3点，在距离松毛岭不远的长汀县南山
镇中复村观寿公祠前，举行万人誓师会后，红九
军团迈出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钟宜龙的父亲
钟大廷也随队出发了，6岁的钟宜龙不知道，父
亲再也不会回家——钟大廷在江西罗田的战
斗中牺牲。

1953年，钟宜龙和村民们一个山头、一个
山头地搜集烈士遗骸，建立起一座无名碑。但
钟宜龙觉得这样还不够，他要替战士们找回名
字！就这样，钟宜龙开始拿着登记表，走访本村
和邻村幸存的老红军、五老人员，整理1928年
到1934年参加革命的烈士名单，撰写相关历史
史略。如今，当年和他一起立碑寻名的乡干部
们，在世的仅剩他一人。尽管如此，年过九旬的
钟宜龙仍坚定地要继续找下去。前几年，钟宜
龙老人把祖屋腾出来，用他多年来收集的与红
军相关的资料和物件，办起了一个小型的“红色
家庭展”。有人慕名而来，他总是不厌其烦地给
来访的人们讲述那段历史。钟宜龙说：“我的人
生两个字：一个是红字，一个是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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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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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宜龙——
长征起点的“守魂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