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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吴瑕）

广州金

融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猛增370%，创

历史同期新高；广州市本外币存贷款余

额超10万亿元，增速居北上广深津五大

城市第一位！ 昨日，广州市政府部门定

期新闻发布会举行，广州市金融业亮出

上半年“成绩单”。

数据显示，上半年，广州全市实现

金融业增加值1057.63亿元， 同比增长

8.6%，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

7.3%

）

；占

GDP比重为9.0%， 贡献率10.7%， 拉动

GDP增长0.7个百分点。

本外币存贷款余额超10万亿元

小贷险、绿色贷等创新不断，广州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不断增强。广州

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副局长聂林坤介绍，

广州市围绕服务实体经济、深化金融改

革、防控金融风险三大任务，着力完善

现代金融服务体系，扎实推进粤港澳大

湾区国际金融枢纽建设， 多措并举，实

现金融业稳中有进。

银行机构发挥融资主力军作用。截

至6月末， 广州市本外币存贷款余额超

10万亿元、 达10.18万亿元， 同比增长

14.3%， 增速居北上广深津五大城市第

一位。 其中，存款余额5.73万亿元，同比

增长10.5%；贷款余额4.44万亿元，同比

增长19.6%， 增速居北上广深津五大城

市第一位。

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取得新成效。

1-5月，全市证券交易额6.72万亿元，同

比增长7.22%。截至6月末，广州累计境内外

上市公司165家， 总市值2.80万亿元。

2019年至今，广州地区信用债发行规模

4368.52亿元。 截至目前广州市共有8家

企业完成科创板申报，正在辅导47家企

业积极筹备申报，其中方邦电子成为我

国首批25家科创板上市公司之一。

累计发行绿色债券达638亿元

聂林坤介绍，广州金融改革创新取

得新进展。 广州正在制定《关于进一步

促进广州绿色金融改革创新发展的实

施意见》， 对下一步在全市运用绿色金

融政策和金融产品、工具，服务各区三

旧改造、金融产业升级等进行一系列部

署。截至6月末，广州绿色金融街

（花都）

进驻绿色机构235家，注册资本金136.7

亿元。目前广州地区金融机构和企业累

计获批发行各类绿色债券达638亿元；

建立股权交易中心绿色环保板，首批挂

牌企业达65家、 注册资本金规模约7.7

亿元。截至6月末，广州碳交所碳配额现

货交易量累计成交突破1.31亿吨，稳居

全国首位。

此外，南沙金融创新成效显现。 南

沙金融创新政策83项已落地实施58项，

开展熊猫债、跨境人民币直贷、跨境资

产转让等多项跨境金融创新业务。截至

6月末，入驻机构6451家；跨境人民币贷

款备案金额61.69亿元， 累计跨境人民

币结算量3522.64亿元。 已落户融资租

赁企业

（含金融租赁）

2177家，注册资金

达5000亿元，累计业务合同余额超3000

亿元。

累计排查广州企业近7万家

在金融风险防控方面，积极推进智

能监管体系建设，广州金融风险监测防

控中心成为唯一服务全省的地方金融

风险监测防控平台。截至5月末，防控中

心累计排查广州企业68384家。

据了解，广州下一步将全力以赴做

好金融风险防控工作。建立健全地方金

融监管机制， 完善组织结构和监管架

构，强化金融监管队伍建设。 推进重点

领域风险专项整治，抓好大案要案处置

和风险化解工作， 依托防控中心平台，

建立地方金融组织非现场监管系统。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吴瑕）

根据《广

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和《广州

市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管理规定》赋予的

职责，广州市供销总社主要负责具体实

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工作和可回收物

回收处理体系建设。 昨日，记者从广州

市政府部门定期发布会上获悉，今年上

半年，广州全市供销合作社系统回收处

理可回收物137万吨， 其中低值可回收

物回收量55.4万吨。 其中，广州在海珠、

荔湾、白云、番禺、花都等区建设五个大

件家私处理项目，仅今年上半年回收拆

解大件家具约14万件，拆解后回收利用

率达90%。

发布会上，市供销合作总社党组成

员、理事会副主任李洁明介绍，今年上

半年，广州市供销合作社系统深入推进

环卫收运系统与资源回收系统“两网融

合”，形成了越秀区建立全区布点、环卫

工人当主力的废玻璃收运体系；花都区

实施物业小区定时定点投放、 集中分

拣；海珠区实施从社区回收到资源化处

理全链条可回收物收运处理等可复制

可推广的回收对接服务模式。截至2019

年6月底， 已在全市规范建设再生资源

回收点3340个， 其中回收点1369个、回

收板房（

含回收箱

）1602个、回收中转站

308个、分拣中心61个。 李洁明指出，近

年来，广州在全国率先推行了低值可回

收物回收处理工作，取得了一些比较好

的做法和经验。 其中，广州加大废玻璃

收运与资源化处理力度，处理技术水平

全国领先，年回收处理量达10万吨。 对

接回收各类会展撤展废弃物，保证琶洲

每年100场展会正常运转， 年处理各类

废木6.5万吨。 大力推进大件家具拆解

工作，在海珠、荔湾、白云、番禺、花都等

区建设大件家私处理项目5个，2019年

上半年回收拆解大件家具约14万件，拆

解后回收利用率达90%。

在谈到下一步工作打算时，李洁明

介绍，市供销总社系统将推动建立分类

收运物流，推动低值可回收物全品类回

收。根据全市可回收物回收处理网络布

局，建设广州市可回收物运输车辆物流

网络，实现可回收物分类运输。 统筹全

市供销合作社系统及社会力量积极参

与低值可回收物全品类回收，努力做到

可回收物应收尽收。在有条件的区域探

索开展垃圾收运一体化试点工作。 同

时，还将推进可回收物资源化利用和处

理项目建设。谋划推进全市低值可回收

物资源循环经济产业园建设，加快布局

废玻璃、废木质、废塑料、废旧大件家

具、废旧纺织品等低值可回收物资源化

处理项目。围绕低值可回收物资源化处

理和城市固废综合处理， 实现分类回

收、集中分拣、专业处理、综合利用的全

产业链运行。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奚慧颖 ）

日

前，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珠三角

城市住房公积金数据共享、手机服务

平台采购项目开始招标，采购项目预

算金额 310 万元。 记者了解到，该项

目主要包括两部分内容：建立珠三角

城市地市住房公积金数据共享平台

和全省手机公积金微信公众号。 根据

计划要求， 平台将在年底前上线，供

各地市公积金管理中心及全省缴存

职工使用。

数据共享平台： 个人公积金

账户转移接续线上办理

招标文件透露，以共享平台为中

心可实现多公积金中心数据共享及

交换，提供各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

心对个人住房公积金缴存信息数据

进行实时查询、个人缴存数据信息认

证查询。 包括个人在异地城市住房公

积金中心的个人公积金账户基础信

息、缴存信息等。

此外，通过共享平台，提供接入

互联的公积金管理中心之间办理个

人住房公积金账户转移接续业务。

招标文件还提出了平台建设的

阶段性计划。 第一阶段计划 2019 年

12 月底前完成，包括珠三角城市住房

公积金数据共享、手机服务平台与清

远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数据数据

共享平台实施上线。 第二阶段计划

2020 年 3 月前完成，将珠三角城市地

市中心有条件接入平台的城市住房

公积金管理中心，并在此基础上向省

内其他城市实施推广应用接入。

微信公众号： 输入楼盘地址

可查建成年代和价格信息

招标文件披露， 根据前端需求，

全省手机公积金微信公众号面向地

市公积金中心住房公积金缴存个人

用户，包含资讯动态、用户查询和业

务办理三大栏目，统一通过微信公众

号向用户提供服务。 通过建立公众

号，个人能够通过手机公积金服务平

台，实现公积金业务的缴、提、贷、转、

查等面向个人在线办理各项业务。

其中， 资讯动态栏目除办事指

南、网点查询、政策法规等基础功能，

还可根据用户输入的地址提供楼盘

查询功能，如楼盘地址、建成年代、建

筑结构、容积率、小区价格等信息。

用户个人查询栏目包括“缴存

信息” “提取信息” “贷款信息”

“还款信息” “业务办理进度” “预

约信息” “执法信息” 和“信用信

息” 等栏目。 业务办理栏目提供手

机公积金版客户端在线办理个人业

务， 包括“业务预约” “提取申请”

“偿还逾期贷款”“部分提前还款”“提

前结清贷款”“自愿缴存汇缴”“自愿

缴存补缴”和“贷款申请”等。

广州金融业亮出上半年“成绩单”

全市实现金融业增加值1057亿

数说“成绩单”

今年上半年市供销合作社系统回收处理可回收物137万吨

全市回收大件废旧家具14万件

珠三角城市公积金

数据共享平台

拟年底前上线

广州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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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6月末，广州市本外币存贷款余额超10万亿元、达10.18万亿元。 其

中，存款余额5.73万亿元，贷款余额4.44万亿元。

●截至6月末，广州累计境内外上市公司165家，总市值2.80万亿元。

●2019年至今，广州地区信用债发行规模4368.52亿元。

●截至6月末，广州绿色金融街（花都）进驻绿色机构235家，注册资本金

136.7亿元。

●目前广州地区金融机构和企业累计获批发行各类绿色债券达638亿元。

●截至6月末， 广州碳交所碳配额现货交易量累计成交突破1.31亿吨，稳

居全国首位。

●南沙金融创新政策83项已落地实施58项，截至6月末，入驻机构6451家；

跨境人民币贷款备案金额61.69亿元，累计跨境人民币结算量3522.64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