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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的午后，宁波市区一建筑
工地上，打桩机、抽浆机一刻不停
地工作。再过一个月，一幢占地面
积数万平方米的现代综合体就要
展露“真容”。

“放在三个月前，根本不敢想
象建设会如此顺利。”负责该项工
程的某建筑公司业务经理说，当时
工程刚刚恢复建设，但是受疫情影
响，劳务支出成倍增长、应收账款
账期延长，项目施工需要大量的流
动资金。“能抵押的固定资产全部

抵押了，可是缺口还是高达 5000 万
元。”该经理说。

这个时候，浙商银行宁波分行
联动浙银租赁推出基于应收款链
平台的“银租通”融资方案，帮助企
业一次性融资 5000 万元，在盘活该
企业高价值建筑设备的同时，与传
统的银行贷款相比，融资成本至少
减少 50 万元。

借助区块链、大数据等金融科
技，浙商银行发现资金链上各企业
的关系，围绕应收账款，以及生产
经营活动中的各类场景和不同物
权交易产生的融资需求，为企业量

身打造了“分销通”“分期通”“银租
通”“订单通”等供应链金融产品，
满足企业的融资需求。

若一家核心企业下游有众多
的配套服务商，浙商银行宁波分行
利用“分销通”帮助下游企业融资，
推动货款加速回笼；针对分期付款
的产品 ，浙商银行宁波分行采用

“分期通”提前将货款一次性支付
给核心企业，下游企业只需分期将
货款归还给银行，核心企业的资金
压力大大减轻⋯⋯

这些产品推出后，受到了广大
中小微企业的欢迎 。据不完全统
计，从疫情开始到现在，浙商银行
宁波分行已利用“区块链+供应链”
融资模式，帮助宁波 100 余家企业
融资近 17 亿元。

就单家企业而言，银行融资只
占企业财务成本的 20%，但应收账

款、存货和固定资产等财务成本占
比普遍超过了 40%。今年，疫情更多
冲击的是供应链、产业链，上下游
一处遇堵就处处不畅，现金流再充
沛的企业也经不起货物滞压、应收
账款延期。

“供应链上企业众多，且以中
小微为主，它们是实体经济的‘毛
细血管’。相比大型企业，这些企业
受疫情影响更大，更需金融输血，
走出困境。”浙商银行宁波分行相
关负责人说，在这次“万员助万企”
专项行动中，该行与总行联动，加
大科技金融助企工作力度，全力维
护宁波“246”“225”等重点领域产
业链、供应链上下游稳定。

该行筛选了 130 名一线业务骨
干作为金融服务员，走访企业、对
接服务，要求金融服务员注册率和
下沉企业结对率均达到 100%。截至

5 月底，该行在“万员助万企”专项
行动中已经累计为近 300 家企业提
供表内外融资 67 亿余元，其中贷款
近 34 亿元，无还本续贷总额近 80

亿元，惠及小微客户 4200 余户，还
创新推出“还贷通”系列产品，帮助
企业贷款到期顺利周转，同时降低
企业融资成本。

浙商银行宁波分行：

区块链助阵，“融资超市”助企忙
化危为机，金融“输血”

万员助万企在行动

浙商银行宁波分行有关负责人赴企业了解复工复产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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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优秀共产党员名单

王海滨 海曙区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主任、党支部书记

陆建江 海曙区高桥镇长乐村
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陈志鸿 海曙区发展和改革局
产业发展科科长

林继军 江北区甬江街道河西
村党支部书记

蔡一飙 江北区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党支部书记

卢增成 宁波市公安局江北分
局情报大队大队长

严培玲（女） 镇海区人民医院
全科医学科主任、区援助武汉抗击
新冠肺炎医疗组负责人

钟 炎 镇海区蛟川街道迎周
村党总支书记

冯绍东 宁波市公安局镇海分
局骆驼派出所副所长

占凌峰 北仑区人民医院急诊
科副主任、主任医师

林艳军 北仑区交通运输局安
全法规科科长

史孟艳（女） 北仑区大碶街道
灵峰社区党委书记

俞万钧 鄞州人民医院医共体
总院党委书记、副院长

徐波平（女） 鄞州区下应街道
党工委委员，海创社区党委书记、居
委会主任

赵文强 鄞州区经济和信息化
局经济运行科科长

冯马龙 奉化区人民医院呼吸
内科副主任医师，宁波市援助武汉
抗击新冠肺炎医疗队队员

王剑英 奉化区松岙镇五百岙
村党支部书记

王 卓 奉化区西坞街道发展
服务办公室主任

王学泽 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副总经理、
总工程师

吕建森 余姚市人民医院重症
医学科副主任

杜海军 余姚市泗门镇党委副
书记（挂职），谢家路村党委书记

胡雪忠 慈溪市人民医院医疗
健康集团 ICU 副主任，慈溪市援鄂
医疗队临时党支部书记

陈建峰 慈溪市公安局巡特警
大队副大队长、二中队中队长（兼）

郑如灿 慈溪市横河镇东上河
村党总支书记

王宗义 宁海县第一医院感染
科主任

邬宁崖（女） 宁海县跃龙街道
党工委委员（兼），兴圃社区党总支
书记

林海峰 东方日升新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

方俊杰 象山县第一人民医院

医 疗 健 康 集 团 急 诊 党 支 部 书 记 、
ICU 副主任

林冬敏 象山县公安局丹东派
出所副所长

吴荷丹（女） 象山县丹西街道
蓬莱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

钟敏鸣 宁波市公路与运输管
理中心副主任

徐谟开 宁波市综合行政执法
局（城市管理局）市容环境管理处处
长

管大年 宁波市经济和信息化
局汽车与装备工业处副处长

王珊珊（女） 宁波大学医学院
附属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宁波市
援助武汉抗击新冠肺炎医疗队临时
党委副书记、宁波二队队长

夏宏祥 宁波市学校装备管理
与电化教育中心主任、党支部副书
记

严 佳 宁波市菜篮子工程有
限责任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总

经理，宁波果品批发市场有限公司
董事长，宁波市菜篮子行业协会会
长

毛世汇 宁波市公安局大数据
侦查实战中心主任、一级高级警长

徐益平 宁波市公安局出入境
管理局局长、一级高级警长

阮列敏（女） 宁波市援助武汉
抗击新冠肺炎医疗队临时党委书
记、领队，宁波市第一医院党委书记

叶红华（女） 中国科学院大学
宁波华美医院党委副书记、副院
长，医院新冠肺炎领导小组常务副
组长

禹海航 宁波市援助武汉抗击
新冠肺炎医疗队临时党委副书记，
宁波市康宁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

董绉绉 宁波市援助武汉抗击
新冠肺炎医疗队临时党委委员，宁
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东部院区
ICU 副主任（主持工作）

张亚华（女） 宁波市妇女儿童

医院感染科副主任医师、医院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防治隔离病房医疗小组副
组长

邵 玲（女） 浙江省第二批援鄂
医疗队宁波组领队，宁波市中医院九
病区主管护师

姜新平 宁波市援助武汉抗击新
冠肺炎医疗队临时党委委员，宁波市
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

王维德 宁波杭州湾新区社会事
务管理局局长、教育卫生文体局局长

孙兴方 宁波保税区（出口加工
区）社会事务服务与综合治理中心主
任

叶进军 宁波大榭开发区管委会
城市建设管理局房管处副处长

毕琪菁（女） 宁波国家高新区新
明街道明月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
任

林美君（女） 宁波东钱湖旅游度
假区东钱湖镇钱湖人家社区党总支书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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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请扫二维码 福建省罗源县纪委监委党员干部来到福州市马尾潮江楼廉政教育基地，接受党风廉政教育 （2019
年2月14日摄）。 （新华社记者 张国俊 摄）

据新华社北京6月30日电 国
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 30 日发表声
明表示，坚决拥护十三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中华人
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
安全法》（以下简称“香港国安法”），
国务院港澳办将全力支持配合做好
法律实施相关工作，确保这一法律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执行到位。

声明表示，全国人大常委会制
定香港国安法，并将该法列入香港
基本法附件三，由香港特别行政区
在当地公布实施，这是“一国两制”
实践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将为
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切
实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有效维护宪法和基本法所确立的特
别行政区宪制秩序，保持香港长期
繁荣稳定，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
远提供强大制度保障，香港也将迎
来变乱为治、重返正轨的转机。

据新华社香港6月30日电 中
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
办公室 30 日发表声明表示，《中华
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
家安全法》经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列入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基本法》附件三在香港特别行政区
公布实施，对此我们坚决拥护，并将
全力支持特区政府和中央驻港国安
机构做好法律实施相关工作。

国务院港澳办、香港中联办发表声明：

坚决拥护和支持
实施香港国安法

砥砺复兴之志，这是一个古老民族生生
不息的动力源泉。

永葆赤子之心，这是一个人民政党薪火
相传的制胜法宝。

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
汇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超凡
的政治视野和勇毅的使命担当，开启了新时
代的伟大征程。为了人民、依靠人民，中国
共产党人迎难而上、接续奋斗，凝聚起民族
复兴的磅礴伟力！

新华社昨天播发了 《砥砺复兴之志 永
葆赤子之心——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99 周
年之际》，全文分为三个部分：一、敢于斗
争、敢于胜利，中国共产党勇毅担起实现民
族伟大复兴的光荣使命；二、为了人民、依
靠人民，中国共
产党始终坚守为
人民谋幸福的赤
子初心；三、不
忘初心、牢记使
命，中国共产党
继续高扬奋斗精
神，凝聚起民族
复 兴 的 磅 礴 伟
力。

砥砺复兴之志 永葆赤子之心
——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9周年之际

据新华社香港6月30日电（记者
刘明洋）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30日发表声明表示，特区政府欢迎全
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她
相信香港国安法实施后，香港社会可
早日恢复稳定，香港可以重新出发。

林郑月娥表示，特区政府将尽快
完成所需的刊宪公布程序。她还表
示，特区政府将按香港国安法的规
定，尽快设立由行政长官担任主席的
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区政府律政
司和警务处将设立专职部门，负责履
行香港国安法的相关法律条文。

林郑月娥欢迎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香港国安法

可令香港社会早日恢复稳定

新华社北京6月30日电
人民日报评论员

人心所向，众望所归。6 月 30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中华
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
家安全法》，并将其列入香港基本法
附件三。这是香港回归以来中央处
理香港事务的重大举措，对于全面
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和香港基
本法，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
益，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确保

“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具有重大现
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香港回归以来，“一国两制”实
践在香港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功，
同时，在实践过程中也遇到了新情
况新问题。特别是 2019年香港发生

“修例风波”以来，反中乱港势力公
然极力鼓吹“港独”“自决”“公投”等
主张，从事破坏国家统一、分裂国家
的活动；一些外国和境外势力公然
干预香港事务，为香港反中乱港势
力撑腰打气、提供保护伞，利用香港
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包括香
港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都深刻

认识到，在国家安全方面的长期“不
设防”，使香港面临回归以来最严峻
的局面；内外部反中乱港势力的勾
连合流，已经成为“一国两制”行稳
致远的最大敌人。

众所周知，“一国两制”的提出
首先是为了实现和维护国家统一，
维护国家安全是“一国两制”的核心
要义。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全国人
大的授权制定有关法律，着力健全
完善新形势下香港特别行政区同宪
法、香港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决定》
实施相关的制度机制，着力解决香
港特别行政区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
存在的法律漏洞、制度缺失和工作

“短板”，着力落实香港特别行政区
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和主要责
任，着力从国家和香港特别行政区
两个层面、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两
个方面作出系统全面的规定，着力
处理好《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
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与国家有
关法律、香港特别行政区本地法律
的衔接、兼容和互补关系——这“五
个着力”，正是为了全面准确贯彻

“一国两制”方针，确保“一国两制”

在香港的实践不变形、不走样，始终
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世界上任何国家，无论是单一
制还是联邦制，国家安全立法都属
于国家立法权力。《中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
共 6 章、66 条，是一部兼具实体法、
程序法和组织法内容的综合性法
律。法律明确规定了香港特别行政
区维护国家安全的职责和机构，分
裂国家罪、颠覆国家政权罪、恐怖活
动罪、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
国家安全罪四类罪行和处罚，案件
管辖、法律适用和程序，中央人民政
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
机构等内容，建立起香港特别行政
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
机制——这部法律，不仅堵塞了香
港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存在的法律
漏洞，也必将有力打击反中乱港势
力的嚣张气焰，有效防控国家安全
风险，筑牢“一国两制”的根基。

对香港来说，“一国”之本得到
巩固，“两制”之利才能彰显。应该看
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
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的颁布实施，针

对的是极少数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
行为和活动，针对的是“港独”“黑
暴”“揽炒”势力，香港实行的资本主
义制度不会变，高度自治不会变，法
律制度不会变。有了国家安全这个
大前提，香港社会稳定才有保障，解
决发展问题才有基础，香港居民的
生命财产安全和权利与自由才能得
到切实保障，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
才能集中精力逐一解决经济民生方
面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总而
言之，国家安全底线愈牢，“一国两
制”实践空间愈大。

今年是香港基本法颁布 30 周
年。作为“一国两制”方针的法律化、
制度化，香港基本法的初心，就是维
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保持香
港的繁荣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香
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的
颁布实施，成为“一国两制”行稳致
远的“压舱石”。不忘初心、砥砺前
行，我们有足够的诚意和信心确保

“一国两制”方针不会变、不动摇，有
足够的决心和能力确保“一国两制”
实践不变形、不走样。

（载7月1日《人民日报》）

“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压舱石”

新华社香港6月30日电（记者
刘明洋）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处 30 日
晚发布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

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30 日
在香港特区刊宪公布，即日晚 11 时
生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

在香港刊宪并即时生效

据新华社北京6月30日电 外
交部发言人 30 日就十三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维护国家安全法》发表谈话。

发言人说，全国人大常委会制
定香港国安法，并将该法列入香港
基本法附件三，由香港特区在当地
公布实施，这是香港恢复秩序、由乱
及治的治本之策，充分反映了包括
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共

同意志。
发言人说，香港是中国的特别

行政区，香港事务属于中国内政。中
国政府坚持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
决心坚定不移，反对外部势力干预
香港事务的决心坚定不移。任何势
力、任何情况都动摇不了中国政府
和中国人民维护国家主权安全、维
护香港繁荣稳定的决心和意志，任
何妄想利用香港危害中国主权、安
全、发展利益的图谋都绝不会得逞。

就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香港国安法

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