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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前 7 个月中山外贸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6.9%

今年上半年我市持续发力帮助企业降低
融资成本

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贸易额实现两位数增长

“过桥贷”帮企业减负超亿元
本报讯（记者 黄凡）今年上半年，
我市积极发挥金融政策服务实体经济
作用，其中仅过桥融资贷款就帮企业减
负超亿元。市金融工作局近日公布了上
半年金融运行情况。
据悉，今年上半年，我市认真落实
金融扶持政策。其中，落实《中山市小微
企业上规上限融资扶持专项资金管理
办法》，引导银行机构加大力度扶持企
业上规上限。2014 年 4 月至今，各合作银
行累计向我市 483 家企业发放“助保贷”

本报讯 （记者 黄凡 通讯员 何
雪雁）据中山海关 8 月 19 日发布，今年
1-7 月，中山市进出口总值比去年同期
（下同）增长 6.9%，与上半年增速持平；
其中，出口同比增长达 12.6%，环比上
半年增速略有增长。从企业类别看，前
7 个月，民营企业继续保持 20%以上的
增速，在进出口总额中占比较上半年
略有提升。从主要贸易市场看，除对美
国进出口微降，其他传统主要贸易市
场均呈现不同程度的升温。

A 股全线飘红逾百股涨停
深圳国资涨幅居前

■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2.6%

据中山海关统计，今年 1-7 月，中
山市进出口总值 1396.3 亿元，同比增长
6.9% ，其 中 出 口 1125.7 亿 元 ，增 长
12.6%，进口 270.6 亿元，下降 11.6%，进
出口、出口增速均高于广东省水平。7
月份，中山市进出口总值 213.5 亿元，增
长 6.7% ，其 中 出 口 171.1 亿 元 ，增 长
13.6%，
进口 42.4 亿元，
下降 14.2%。
新惠景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今年上
半年申领原产地证书近千份，近年原
产地证书申领呈现上升趋势。据该公
司负责人昨日介绍，公司每年出口额
超过 3 亿美元，以往欧美市场在业务中
占比较高。今年以来，公司除对美国出
口有所下降，其他市场均有增长。为了
弥补个别市场增速放缓带来的影响，
他们通过引导客户开拓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市场，确保外贸出口稳增长。
从增速看，
中山市进出口及出口同
比增幅在大湾区内地九市中均位列第
一，
但进出口总值位列第七，
出口总值位
列第五；
进口总值及同比均位列第七。

■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贸易额增长超 10%
数据显示，
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速较
快，拉动了总体的增长。民营企业进出
口 522.4 亿元，增长 22.8%，占 37.4%；国

金额达 65.94 亿元。其中，2019 年 1-6 月
共为 40 家企业发放“助保贷”金额 2.46
亿元。
同时，我市落实《中山市支持企业
融资专项扶持资金管理暂行办法》有关
政策，截至今年 6 月末，已累计使用专项
资金帮助企业解决过桥融资资金 543.51
亿元，帮助企业节约财务成本超 8 亿元。
其中，2019 年 1-6 月共使用融资专项扶
持资金为企业办理 710 笔过桥融资贷款
85.18 亿元,帮助企业减负近 1.2 亿元。

今年前 7 个月中山外贸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6.9%。图为繁忙的中山港货运码头。
（资料图片）
有企业进出口 84.6 亿元，
增长 14.4%，
占
6.1%；
外商投资企业则略有下降。
从产品类型看，机电产品出口达
818.7 亿元，增长 11.5%，占同期中山市
出口总值的 72.7%，为中山市整体出口
增长贡献 8.4 个百分点。传统劳动密集
型产品出口达 213.7 亿元，增长 15.6%。
此外，出口灯具、照明装置及零件 54.4
亿元，
增长 44.0%。
除美国外的其他传统主要贸易市
场保持不同程度升温，尤其是中山企
业对欧美、东盟的进出口增速均达两
位数以上，拉动了总体的增长。
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额同
样表现抢眼。据统计，1-7 月，中山市企
业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额达到
343.0 亿元，同比增长 10.9%。中山市企

业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中进出
口总值排行前五位的国家有：马来西
亚、越南、印度、泰国、新加坡等。此外，

本报记者 夏升权 摄

1-7 月，中山市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共出
口 69 亿元，其中，与“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贸易出口额为 29.6 亿元，
约占 3 成。

据新华社电 本周首个交易日，A 股
市场大涨，个股几乎全线飘红。受《中共
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的利好
带动，
深圳国资涨幅居前。
当 日 ，上 证 综 指 以 2835.52 点 开
盘 ，一 路 震 荡 走 高 ，最 终 收 报 2883.10
点 ，较 前 一 交 易 日 涨 59.27 点 ，涨 幅 为
2.10%。
深证成指收报 9328.97 点，涨 268.05
点，涨幅为 2.96%。
创业板指数涨 3.50%至 1622.84 点。

中 小 板 指 数 收 报 5840.81 点 ，涨 幅 为
2.96%。
沪深两市个股几乎全线上涨。上涨
品种近 3600 只，下跌品种逾 100 只。不计
算 ST 股，
两市逾 100 只个股涨停。
板块概念方面，深圳国资、券商、金
融 科 技 涨 幅 居 前 ，涨 幅 逾 6% ；乡 村 振
兴、猪肉概念、农林牧渔跌幅居前，跌幅
逾 1%。
当日，沪深 B 指涨逾 2%。上证 B 指
涨 2.03%至 265.90 点，深证 B 指涨 2.15%
至 946.73 点。

相关报道

中国外贸百强榜中山排名第 29 名
本报讯（记者 黄凡 通讯员 谭文
华）近日，
“2018 年中国外贸百强城市”
公布，
中山以 72.5 分排名第 29 位，
再次
跻身百强。
据中山港海关介绍，
仅 2018
年，
中山进口整体通关时间压缩一半、
出口整体通关时间压缩 6 成以上。
去年 8 月 1 日起，
海关实行整合申
报，申报项目由原来的 229 个精简至
105个，
同步实行
“查检合一”
，
作业环节

精简50%，
正常查验作业时间由原来的
1 小时减少至 0.5 小时。
此外，
中山港海
关积极发挥各项业务改革的叠加效应，
例如推动
“提前申报”
和
“到港即报”
，
同
时为进出口企业量身定制个性化通关
模式，
最大程度压缩货物通关时间。
据介绍，截至今年 5 月，中山港海
关进口整体通关时间仅 17.24 小时,
环比 4 月压缩了 5.20%。

央行开展 200 亿元逆回购操作
据新华社电 中国人民银行 19 日以
利率招标方式开展了 200 亿元逆回购操
作。因当日有 300 亿元逆回购到期，人民
银行净回笼 100 亿元。本周共将有 3000
亿元央行逆回购到期。
央行发布公告称，当日开展 200 亿
元逆回购操作，期限为 7 天，中标利率为
2.55%。

当日，银行间市场各期限利率涨跌
互现。19 日发布的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
利率（Shibor）显示，隔夜利率为 2.666%，
较上一个交易日上行 0.1 个基点；7 天和
14 天利率分别为 2.672%、2.773%，较上
一个交易日下行 0.1 个和 0.3 个基点；一
年期利率为 3.074%，较上一个交易日下
行 0.35 个基点。

新增三大补助 调整两项补助标准

我市进一步促进企业上市政策扶持力度再加码
到 2023 年直接融资累计募集资金达到 1000 亿元
亮点 1： 直接融资累计募集资金达千亿元

近日，
《中山市人民政府
关于进一步促进企业上市的
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
）正式
印发，再次对扶持政策进行加
码，进一步推动我市多层次资
本 市 场 的 发 展 ，助 力 中 山 企
业、产业提升竞争优势，助力
中山坚定不移走好高质量发
展之路。
据中山市金融工作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早在 2007 年，
市政府就出台了促进企业上
市的扶持政策，随后几年经多
次修订，扶持力度不断增强，
有效推动了我市多层次资本
市场的发展。截至 2019 年 6 月
底，全市境内外上市公司 34
家，新三板挂牌企业 60 家，全
市直接融资累计超 787 亿元，
有效带动我市经济发展。
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不
断改革创新，推出多项创新举
措，尤其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我
市为进一步发挥企业上市政
策的导向作用，在评估政策实
施情况同时，结合我市实际情
况，再次对扶持企业上市政策
进行了修订完善，对扶持企业
上市的资金补助部分进行重
点修订，新增了企业科创板上
市的补助。
文/黄凡 通讯员 高畅

本次《意见》主要内容分为四部分，包括
进一步明确上市目标、进一步完善服务机
制、深入实施政策扶持和相关事项。
按照《中山市金融业“十三五”发展规
划》关于发展利用资本市场的工作目标，本
次出台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上市目标，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本着“企业自愿、市场主导、政府推动”
原则，按照“储备一批、培育一批、辅导一批、

申报一批、上市一批”工作思路，坚持企业改
制上市与推动投融资体制改革、实现产业结
构优化升级、促进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相结
合。力争到 2023 年，全市境内外上市及新三
板挂牌公司数量达到 130 家，直接融资累计
募集资金达到 1000 亿元，全市利用资本市
场融资有较大增长，直接融资比例大幅提
高，把中山建设成为全省资本市场较为发达
的地区。

亮点 2： 科创板上市最高补助千万元
《意见》新增三项补助。
首先，
新增对企业科
创板上市补助，
最高可达千万元。
企业成功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的，
给予一次性补助
500万元。
同时，
为鼓励成功上市科创板企业募
集资金在中山投资，
对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投资中山进行四个档次补助：
募投金额5亿元
以下（含5亿元）的，
给予补助100万元；
募投金
额5亿元以上、
10亿元以下（含10亿元）的，
给予
补助200万元；
募投金额10亿元以上、
20亿元以
下（含20亿元）的，
给予补助300万元；
募投金额
20亿元以上的，
给予补助500万元。
其次，新增股权投资基金投资本市企业
补助。为促进股权投资基金支持我市企业发
展，鼓励股权投资基金投资我市企业，
《意

见》提出，经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
的股权投资基金（需在我市行政区域内进行
商事登记和税务登记并依法纳税）投资我市
产业政策扶持的且与基金非关联的企业,年
度投资金额超过 1000 万元的，按其实缴投资
金额的 1%予以补助。单个股权投资基金补
助金额累计不超过 200 万元。
此外，新增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融资补
助。按照国家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工作部
署，为促进我市中小企业通过区域性股权交
易市场融资发展，增加相关补助条款。
《意
见》规定，股改并在区域性市场挂牌且融资
成功的中山企业，按首次募集资金总额的
1%补助。
每家企业最高不超过 20 万元。

亮点 3： 再融资投资本市最高补助增至 500 万元
《意见》提高了直接融资并投资本市补
助标准。为进一步提升我市直接融资比例，
结合国家调整企业发债条件的新情况。
《意
见》规定，本市上市公司通过增发新股、配
股、发行公司债券等方式在资本市场实现再
融资且所募资金投资在本市，金额 1 亿元以
上、5 亿元以下（含 5 亿元）的，给予补助 100
万元；金额 5 亿元以上、10 亿元以下（含 10 亿
元）的给予补助 200 万元；金额超过 10 亿元
的，补助增至 500 万元。
本次政策调整了企业境外上市扶持政
策，结合近年工作情况及我市企业实际，对
境外上市扶持措施进行合并。
《意见》在保留
香港主板直接上市补助及募集资金本地投
资补助、境外上市募集资金本地投资补助政

策基础上，调整了间接上市补助。
新三板挂牌补助方式也有所调整。据
悉，为突出对企业改制上市的支持，
《意见》
调整对扶持企业新三板挂牌补助方式。将新
三板挂牌奖励 200 万元调整为挂牌中介费
用补助 100 万元。对新三板挂牌企业募集资
金给予补助标准仍保持不变。新三板挂牌企
业通过定向发行方式在资本市场实现融资
且所募集资金投资在本市超过 1000 万元的，
给予补助 30 万元，募投资金投资在本市超
过 3000 万元的，补助金额增至 50 万元。
《意见》还删除了部分扶持政策。为衔接
总部经济政策，结合我市组团发展规划和政
策实施情况，删除了设立上市后备企业园
区、私募债投资本市贴息补助等专项补助。

速读扶持企业上市的资金补助标准
●企业已制订详细的上市
工作计划，与中介机构签订上
市工作协议，完成改制成立股
份有限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辅导备
案的，
给予补助 500 万元。
●企业向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提出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上市的申请经正式受理
的，给予补助 100 万元。
●企业经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核准发行股票并成功
上市的，
给予补助 100 万元。
●企业成功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科创板上市的，给予一次
性补助 500 万元。
★按企业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募集资金并在中山投资的额
度分四个档次进行补助：募投
金额 5 亿元以下（含 5 亿元）的，
给予补助 100 万元；募投金额
5 亿元以上、10 亿元以下（含 10
亿元）的，给予补助 200 万元；
募投金额 10 亿元以上、20 亿元
以下（含 20 亿元）的，给予补助
300 万元；募投金额 20 亿元以
上的，
给予补助 500 万元。

●企业成功在香港主板
（H 股）直接上市的，给予一次
性补助 200 万元。直接香港主
板（H 股）上市企业将募集资金
的 50%以上投向中山的（同时
要求折人民币 1 亿元以上），参
照上述★点标准予以补助。
●营运总部在本市的企业
以存在控制关系的境外公司实
现间接上市，募集资金的 50%
以上投资本市的（同时要求折
人民币 1 亿元以上），参照★点
标准予以补助。
●企业改制为股份有限公
司并成功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即新三板）挂牌报
价转让的，
给予补助 100 万元。
新三板挂牌企业通过定向发行
方式在资本市场实现融资且所
募集资金投资在本市超过 1000
万元的，给予补助 30 万元，募
投资金投资在本市超过 3000 万
元的，
补助金额增至 50 万元。
●本市上市公司通过增发
新股、配股、发行公司债券等方
式在资本市场实现再融资且所
募资金投资在本市，金额 1 亿元
以 上 、5 亿 元 以 下（含 5 亿 元）
的，给予补助 100 万元；金额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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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以上 、10 亿元以下（含 10
亿元）的给予补助 200 万元 ；
金额超过 10 亿元的，补助增至
500 万元。
●完成股改，
在区域性股权
市场正式挂牌，
并通过所挂牌市
场融资成功的中山企业按首次
募资总额的 1%进行补助，每家
企业最高不超过 20 万元。
●企业采用买壳、
借壳方式上
市，
并将上市公司注册地迁至本市
的，
给予一次性补助200万元。
●生产基地在本市的市外
上市公司或外地上市公司将注
册地、纳税登记迁入我市的，给
予一次性补助 200 万元。
●鼓励股权投资基金投资
我市企业。
经中国证券投资基金
业协会备案的股权投资基金（需
在我市行政区域内进行商事登
记和税务登记并依法纳税）投资
我市产业政策扶持的且与基金
非关联的企业，
年度投资金额超
过 1000 万元的，按其实缴投资
金额的 1%予以补助。单个股权
投资基金补助金额累计不超过
200 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