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1月 13日， 全省税务

工作会议在贵阳召开。记者从会上获

悉，自去年个税改革后，个人所得税

起征点从 3500 元提高到 5000 元，

还可享受住房贷款利息或住房租金

等专项附加扣除项目。 2019年全年，

贵州全省工薪阶层人均减税 1513

元。

2019 年，全省税务系统把确保

减税降费政策落地生根作为重大的

政治任务， 预计全年新增减税 235

亿元，机关事业单位社保费降费 20

亿元，非税收入减免 8.7亿元。 2019

年，贵州全年完成税收收入 2484 亿

元， 征收环保税 6.3 亿元， 增长

38%； 减免环保税 1.5 亿元， 增长

22%。 同时，全省税务系统全力服务

脱贫攻坚，帮扶 3.8 万户困难群众，

累计投入帮扶资金 1603.31 万元，

引进帮扶资金 2170.05 万元， 引进

企业 23 个，扶持龙头企业和农村合

作社 580 个； 全力服务生态文明建

设， 全年共征收环保税 6.35 亿元，

减免环保税 1.52 亿元，引导企业节

能减排；全力服务实体经济发展，选

取 203 户具有培育前途、 未来能形

成新的税源增长点的重点企业和项

目进行精准服务， 助力工业产业振

兴发展。

（实习生 朱丽娟 贵阳日报融媒

体记者 彭刚刚）

本报讯 近几日，我省各地气温

都在个位数徘徊，再加上细雨微风，

冬天终于开始展现出真正的威力

了。据省气象台预计，未来几日冷空

气还要频繁到来，阴冷天气将持续。

预报显示，14 日至 19 日，受冷

空气频繁影响， 省的中部及以东以

北地区以低温阴雨天气为主， 其余

地区晴雨相间、气温变幅大。

具体来看，14 日， 全省阴天有

小雨，气温下降，中西部夜间到早晨

有雨雾；15 日， 西南部地区阴天转

多云到晴，其余地区阴天有小雨，东

部局地有中雨， 中部偏西地区夜间

到早晨有雨雾；16 日， 西南部地区

多云转阴天有小雨，气温明显下降，

其余地区阴天夜间有小雨。

贵阳本周大部分时间都有阴雨

相伴，最低气温仅 3℃左右。 具体预

报为：13 日夜间到 14 日白天，阴天

有小雨，夜间到早晨局地有雾，气温

3～7℃；14 日夜间到 15 日白天，阴

天有小雨，夜间到早晨局地有雾，气

温 4～10℃；15 日夜间到 16 日白

天，小雨转阴天，气温 4～8℃。

由于阴雨不断， 雨雾天气出

现得十分频繁， 特别是夜间到早

晨能见度较低， 司机朋友请注意

行车安全。同时，公众应加强防寒

保暖，但室内取暖需注意用火、用

电安全。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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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股交中心：精耕实体经济 服务中小企业

贵州企业累计融资超过 1000

亿元，产品兑付率达 100%，累计成交

1375 亿元，拥有 147 万用户，稳健发

放产品收益 48.6 亿元，未发生一笔违

约项目……

这是贵州股交中心过去 6 年来

的成绩单。 过去，中小企业融资难，一

直也是国家关注并着力解决的问题，

贵州股交中心通过深耕和努力，在区

域性股权市场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近日， 贵州股交中心董事长洪

峰、 总经理罗俊龙分别接受采访，他

们从自身的视角，讲述了贵州股交中

心过去的发展历史，以及未来的着力

方向。

自 2014 年 1 月 14 日，贵州股交

中心成立至今，结合贵州实体和省内

企业发展状况，走出了一条有别于其

他省市区域性股权市场的发展道路。

作为贵州省区域性股权市场唯

一合法的运营机构，贵州股交中心主

动担当深化改革，承担着扩大直接融

资、提升金融服务水平和服务实体经

济的职责。

贵州股交中心董事长洪峰在接受

采访时表示：“区域性股权市场，主要

服务于所在省级行政区域内中小微企

业的私募股权市场， 是地方人民政府

扶持中小微企业政策措施的综合运用

平台。这样的制度设计，决定了贵州股

交中心立足贵州的服务本职。 ”

在过去的 6 年中，贵州股交中心

恪守“立足贵州，服务实体” 的宗旨，

目前已建成省内功能齐全、 相互衔

接、优势互补、良性循环的场内场外

资本市场体系，为发挥连接资源与资

本的功能，提升服务地方实体经济的

能力奠定了基础。

始终立足于贵州实际，把握风险

底线，为地方债务解围纾难。 针对地

方政府隐性债务纾解和服务实体经

济过程中存在的弊端和难题，尤其是

中小企业融资难、 融资贵等痛点，贵

州股交中心与华创证券紧密配合，为

地方政府及区域企业提供基于底层

资本市场基础设施和数字经济基础

设施的服务解决方案。

贵州股交中心总经理罗俊龙说：

“在参与贵州地方经济建设， 纾解地

方债务风险的过程中，我们认识到，应

当以历史的眼光、辩证的思维看待债

务问题，既要看到债务的存量和比例，

也要看到投资的质量和发展的成就，

更要看到我们形成的资产沉淀和增长

的潜力。 贵州股交中心是贵州自己的

资本市场，只有服务好地方经济发展，

才能实现区域股交市场的价值” 。

区域性股权市场的本质业

务和服务范畴， 就是股权业务。

过去 6 年，贵州股交中心一直致

力于做中小企业资本市场的启

蒙者，做实体企业金融问题的解

决者。

贵州股交中心通过深入挖

掘和盘活贵州存量基础资产，创

设投融资工具、 拓展投融资渠

道，为企业提供多种融资产品和

服务。

多年来，贵州股交中心成功

帮助省内各地方政府、产业园区

和旅游景点等实现了开启性融

资、形成第一笔基础资产，实现

了资源向基础资产的转换，推动

了资产的形成和经济的发展。

贵州股交中心董事长洪峰

表示：“资产端的培育孵化，既是

支持实体经济的途径，更是控制

企业核心风险的手段，发力资产

端储备解决融资难与投资难并

存的梗阻，贵州股交不断完善股

权转让服务体系，建立企业挂牌

分层服务体系。 同时，通过发行

可转债为挂牌企业解决前期‘1

公里短板’问题。 ”

2019年 8月，铜仁梵能移动

能源有限公司等 5 家企业在贵

州股交交易版挂牌，正式登陆贵

州四板市场，贵州四板挂牌企业

数量实现零的突破，贵州省区域

性股权市场发展也由此进入了

新篇章。

贵州股交中心总经理罗俊

龙表示：“在风险控制方面，贵州

股交中心始终秉持 ‘风险第一，

发展第二’ 的理念，严密风险控

制，实施横向岗位制衡、纵向权

限制约机制， 全面强化风险管

理，成立至今未发生一笔违约项

目，产品到期兑付率为 100%。 ”

积力之举则胜， 众智所为则成。 2020

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 冲锋号已经

吹响， 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是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 是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关键一步。

在这样的大政策、 大背景、 大方向之

下， 贵州股交中心此前也积极响应全省脱

贫攻坚的号召，聚力产业提升，深化金融扶

贫，通过助力实体经济的发展，带动全省扶

贫工作。 贵州股交中心累计帮助开磷集团

等 11 家扶贫产业龙头企业融资 87.07 亿

元；支持带动脱贫的产业资源开发项目，融

资余额 82.93亿元。

值得一提的是，2018年 10月，华创证券

与贵州股交中心联合支持的“瓮安建中茶旅

观光项目”在“2018中国证券期货业扶贫工

作交流大会”暨“2018中国证券期货业扶贫

评选活动”中获评为“2018中国证券期货业

最佳服务贫困地区企业融资项目奖” 。

“瓮安建中茶旅观光项目”的主体，通过

贵州股交中心融资 1亿元。项目的建成，带动

了地方经济发展， 有力地促进了当地农民增

收、脱贫，也取得了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

此外， 贵州股交中心还积极响应行业

部门和监管机构的号召， 为花溪区高坡乡

五寨村贵州自然之园生态养殖项目捐款

10 万元、向紫云县火花镇洗鸭河村捐助扶

贫帮扶资金 5万元； 应中国证监会贵州监

管局的倡议，在贵州资本市场“携手扶贫

济困·助力脱贫攻坚” 的工作中预计将捐

赠 200万，用于支持打赢贵州脱贫攻坚战。

贵州股交中心董事长洪峰说：“今后一

段时间，贵州股交将继续秉承‘立足贵州、服

务实体’的理念，积极响应省委、省政府大数

据、大生态和大扶贫的战略部署，专注区域

股权市场，精耕贵州实体经济；专心底层资

本市场，服务广泛中小企业，为贵州经济社

会的健康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

未来：以生态链来扶持“黔商”

角色：当好“非诚勿扰”的平台

服务：解决企业“最后一公里”

贵州股权交易中心董事长陪同省金融局领导赴铜仁考察。

贵州股权交易中心首次企业集体挂牌仪式

上，总经理罗俊龙为挂牌企业授牌。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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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往返毕节增开4趟动车

本报讯 记者从中国铁路成都

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 从 1 月 12 日

起，成贵高铁贵阳往返毕节增开 4趟

“C” 字头城际高速动车组列车，削

减毕节方向客流高峰。

据了解，增开的这 4趟动车组经

由成贵高铁贵阳至毕节区间运行，

单程运行里程 154公里。具体增开日

期、车次、运行时刻和票价分别为:

� � � � 1.� 1 月 12 日起，贵阳北至毕节

增开 C5968 次列车，贵阳北站 19:06

开车，经停大方站，当晚 20:00 抵达

毕节站，历时 54分钟。

2.� 1 月 12 日起，毕节至贵阳北

增开 C5967 次列车，毕节站 20:25 开

车，经停大方站，当晚 21:19 达到贵

阳北站，历时 54分钟。

3.� 1 月 12 日起，贵阳北至毕节

增开 C5970 次列车，贵阳北站 21:39

开车，经停大方站，当晚 22:36 抵达

毕节站，历时 54分钟。

4.� 1 月 12 日起，毕节至贵阳北

增开 C5969 次列车，毕节站 22:59 开

车，经停大方站，当晚 23:53 达到贵

阳北站，历时 54分钟。

票价:这 4 趟动车组全程商务座

196元，一等座 105元，二等座 65元。

值得注意的是， 增开的 C5970

次列车贵阳北站 21时 39分发车，比

之前最晚的一趟推后了 2 小时 09

分， 夜间前往毕节方向的旅客出行

更加方便了。

据了解， 这 4趟动车组开行后，

每天贵阳始发、终到毕节的动车组总

数达 12 对，往返 24 趟，贵阳往返毕

节动车初步形成“公交化” 开行模

式。（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曾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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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末班车贵阳北站21时39分发车，比之前最晚的一趟推后2小时09分

本周冷空气将频繁光顾我省

贵阳大部分时间都有阴雨相伴，最低气温 3℃左右

贵州工薪阶层

人均减税1513元

自去年个税改革以来

天气转冷，泡温泉受到市民青睐 石照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