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
脉，两者共生共荣。”今年以
来，市金融办会同人行宁波市
中心支行、宁波银保监局、宁
波证监局及相关部门，积极开
展“万员助万企”专项行动，
以金融力量稳企业、稳经济、
稳发展。近期根据疫情防控常
态化下做好“六稳”“六保”
工作新要求，发起“万员助万
企”云上融资专项对接活动，
进一步创新服务模式，提高金
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

今日起，本报联合市金融
办推出“化危为机、金融‘输
血’，万员助万企在行动”特别
报道，介绍我市银行机构全力
打通金融服务企业“最后一公
里”的特色工作和典型经验。

记者 张正伟

“农行吗？我们的资金周转遇
到了困难，能不能帮帮我们？”日
前，宁波某金属材料有限公司相关
负责人在宁波市“万员助万企”云
上融资对接平台上，向农行宁波市
分行发出定向融资需求。

“你不要着急，我们已经收到
信息，马上和你具体对接。”正在

“云上”值班的公司业务部经理徐
华波一边在平台上安慰客户，一边
放弃中午休息的机会，即时了解企
业情况。

原来，受疫情影响，该企业下
游订单减少，应收账款回笼遇阻，
加上物流缓慢导致库存积压，流动
资金突然亮起了“红灯”，面临至
少 1000 万元的资金缺口。

“企业情况紧急，我们赶紧上
门调研，尽快拿出适合企业的融资
产品。”徐华波对同事说。

仅仅过了一天，农行宁波市分

行就完成各项手续，为企业量身定
制了“抵押 e 贷”产品。这是一款
专门针对小微企业发放的房产抵押
担保融资产品，审核、放款速度
快，年利率只有 3.85%。“没想到
他们一周内就把 700 万元贷款办好
了。”公司相关负责人说，公司经
常贷款，这次是速度最快的。

从 2 月下旬复工复产算起，宁
波企业前期筹措的生产资金经过 4
个多月几近用完。而海外疫情不
退，应收账款难以回笼，许多企
业，特别是小微企业面临原材料采
购资金、人员工资、厂房租金筹措
难困境。农行宁波市分行根据“万
员助万企”专项行动要求，组建助
企金融专家组，成立金融服务小分
队，提早部署、深入摸排、精准对
接，全力帮助企业。本月初，“万
员助万企”云上融资专项对接活动
推出后，农行宁波市分行专门成立
云端助企“接贷队”，分行、支行
和网点三级联动，深入挖掘企业需

求，加快融资助企响应速度。
日前，鄞州一家服装制造企业

流动资金出现了短缺，但受制于企
业性质，加上拿不出合适的抵押
物，一时不知去哪儿贷款。农行宁
波市分行在线上获悉企业求助信息
后，立即派业务经理上门办公，得
知该企业是政府名单库内的中小微
外贸企业，符合相关业务准入标
准，立即通过“甬贸贷”帮助企业
融资。两天后，农行宁波市分行工
作人员就为企业办好了所有手续，
将 200 万 元 打 到 企 业 账 上 。 据 介
绍，目前农行宁波市分行已向 17
家客户发放 22 笔“甬贸贷”，累计
放款金额 2600 万元，产品平均年
化利率 4.17%。

“云上平台为银企对接搭建了
新的载体，我们将做优产品和服
务，全力满足宁波企业的融资需
求。”农行宁波市分行相关负责人
表 示 ，“ 接 贷 队 ” 将 加 大 工 作 力
度，在“甬贸贷”“抵押 e 贷”“续

捷 e 贷”等现有拳头产品的基础
上，推动“纳税 e 贷”“资产 e 贷”

“科创贷”等特色产品走进企业。

▲“接贷队”全天候在线，随时
响应企业的融资需求。

（张正伟 摄）

农行宁波市分行：云端走来融资“接贷队”化危为机，金融“输血”
万员助万企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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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青岛 6月 21日电 （记
者张旭东） 由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
辆股份有限公司研制的时速 600 公
里高速磁浮试验样车 21 日在磁浮
试验线上成功试跑，标志着我国高
速磁浮交通系统研发取得重要突
破。

在磁浮试验线上，试验样车首
次进行系统联合调试，开展了多种
工况下的动态运行试验，包括不同
轨道梁以及道岔、小曲线、坡道、
分区切换等，共完成 200 多个试验
项点，对悬浮导向、测速定位、车
轨耦合、地面牵引、车地通信等关
键性能进行了全面测试。

“在多种工况试验条件下，车
辆悬浮导向稳定，运行状态良好，
各项关键技术指标符合设计要求，
达到设计预期。”中车四方股份公
司副总工程师丁叁叁说。

丁叁叁说，高速磁浮交通系统
是包含车辆、牵引供电、运控通
信、线路轨道四大系统在内的强耦
合系统，通过样车线路试验，可以
初步验证动态条件下高速磁浮各系
统间的接口关系和耦合特性，为系
统及核心部件关键性能的验证与优
化提供支撑。

中车四方股份公司表示，此次
试验样车成功试跑，实现了从静态

到动态运行的突破，获取了大量关
键数据，高速磁浮系统及核心部件
的关键性能得到了初步验证，为后
续高速磁浮工程样车的研制提供了
重要技术支持。

时速 600 公里高速磁浮交通系
统是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先
进轨道交通”重点专项课题之一。
这个项目由中国中车组织，中车四
方股份公司技术负责，汇集国内高
铁、磁浮领域优势资源，联合 30
余家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共同攻
关，目的是攻克高速磁浮核心技
术，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时速
600 公里高速磁浮工程化系统，形

成我国高速磁浮产业化能力。
自 2016 年 7 月项目启动以来，

项目团队突破高速磁浮系列关键核
心技术，成功研制了试验样车，经
过地面调试和静态试验，此次车辆
进入线路动态运行试验，首次试
跑。

据了解，时速 600 公里高速磁
浮交通系统研发进展顺利，在试验
样车成功试跑的同时，5 辆编组的
工程样车研制也在稳步推进中。按
照计划，时速 600 公里高速磁浮工
程样车预计在 2020 年底下线，将
形成高速磁浮全套技术和工程化能
力。

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
试验样车成功试跑

6月21日，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试验样车在磁浮试验线上试跑 （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发）

新华社天津 6月 21日电 （记
者周润健）“来了！来了！‘天狗’
开始‘吃’太阳了！”21 日 14 时 35
分左右，在天津科技馆，天文爱好
者杨晓文通过天文望远镜一边观测
一边大声说道。

21 日，夏至。当日下午，一
场“日环食”天文景观现身天宇。
本次“日环食”的“食分”达到了
0.99 以上，即太阳整个圆面有超过
99%的 面 积 被 遮 住 ， 几 乎 接 近 全
食。这样的“日环食”也被称为

“金边日食”。
本次“日环食”，我国处在绝

佳的观测位置。除西藏中部、四川
中部、贵州北部、湖南中部、江西
南部、福建南部和台湾中部可见环
食外，全国其他地区可见不同程度
的偏食。

当日，天津科技馆和天津市天
文学会举办了“夏至遇上日偏食”
的网络直播活动。

“日偏食分为初亏、食甚和复
圆三个阶段。在天津地区，初亏发
生在 14 时 35 分，食甚发生在 15 时
52 分 ， 17 时 复 圆 ， 最 大 食 分 为
0.6。”天津科技馆规划拓展部部长

郝志琦介绍说。
当食甚到来时，杨晓文用相机

进行了拍摄，“日面 60%的面积被
月球遮挡了，看起来就像一块被咬

了一大口的月饼。”
作为本年度最值得期待的天

象，本次“日环食”引起了全国各
地天文爱好者们的关注。记者登录

国内多个天文论坛看到，北京、贵
阳、拉萨、济南、郑州等地的天文
爱好者都对本次“日环食”进行了
观测，并晒出了精彩的日食照片。

“夏至日环食”来了！

公众家门口观看“金指环凌空”

在西藏阿里拍摄的日环食 （6月21日摄）。 （新华社发）

新华社杭州6月21日电（记者
岳德亮） 为了全面提升水资源节约
集约利用水平，浙江省政府办公厅
近日印发 《浙江省节水行动实施方
案》，决定将用水指标纳入市级党政
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评价体系。

这份实施方案指出，建立政府
节水目标责任制，将单位 GDP 用
水量等用水指标纳入市级党政领导
班子和领导干部推动高质量发展综
合绩效考核及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
系，节水行动年度目标任务纳入最
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和“五水
共治”考核。

同时，加强宣传教育，把节约
用水知识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倡导
绿色消费新风尚，鼓励购买使用节
水产品。

浙江省政府指出，全省实行水
资源总量强度控制，健全省市县三
级区域用水总量、强度控制指标体
系，开展县域水资源承载能力评
价，合理确定产业布局和发展规
模。建立监测预警机制，水资源超
载地区制定实施用水控制计划。

据了解，到 2022 年浙江省所
有设区市要达到国家节水型城市标
准。

我省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
用水指标纳入市级领导班子评价体系

新华社北京 6月 21日电 （记
者张骁） 在 21 日下午召开的北京
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卫生健康委
员会新闻发言人高小俊表示，截至
6 月 20 日，北京市核酸检测机构从
98 所扩至 124 所，日最大检测能力
从 10 万份提升到 23 万份以上。

高小俊介绍，自新冠肺炎疫情
发生以来，北京市注重核酸检测能
力提升。1 月中旬，北京市 17 所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均具备核酸检测能
力。2 月上旬，有 10 所三级医院具
备核酸检测能力。3 月至 4 月，北
京市核酸检测机构数量逐步增加，

到 4 月底已有 61 所机构可以开展检
测，日检测能力达到 4.7 万份。进
入 6 月上旬，北京市核酸检测机构
已达到 98 所，日检测能力达到 10
万份。

高小俊说，新发地批发市场发
生疫情后，北京市迅速提升核酸检
测能力，截至 6 月 20 日，核酸检测
机构从 98 所扩至 124 所，日最大检
测能力从 10 万份提升到 23 万份以
上。124 所机构中，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有 20 所，二、三级医院有 73
所，医学检验实验室有 31 个。如
采用 51 混检，每日可检测近 100
万人。

北京日最大核酸检测能力
提升到23万份以上

在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九寨沟大熊猫园，大熊猫“海
海”在玩耍 （6月19日摄）。

近日，位于四川九寨沟县勿角大熊猫自然保护区内的九寨沟大熊猫园
开园迎客，从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迁入的 4只大熊猫“小礼物”“海
海”“天天”“新新”正式与公众见面。全国第四次大熊猫调查报告显示，
九寨沟县有野生大熊猫31只，其中勿角大熊猫自然保护区内有22只。

（新华社记者 沈伯韩 摄）

九寨沟大熊猫园开园迎客

新华社北京 6月 21日电 （记
者张骁） 在 21 日下午召开的北京
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卫生健康委
员会新闻发言人高小俊介绍，为储
备和加强北京市核酸检测力量，实
现在更多人群中开展核酸检测目
标，国家卫健委近期从湖北、辽宁

等地抽调人员，组成 10 支队伍共
212 人支援北京 10 家医院核酸检测
工作。

高小俊表示，10 支检测队伍
人员将陆续抵京开展工作，人员和
设备全部到位后，预计每天可为北
京市提供约 3 万个样本的核酸检测
能力。

湖北辽宁等地10支队伍共212人
进京支援核酸检测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