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4日，长沙行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无人车。 记者 胡锐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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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介绍，
此次降准释放长期资金约9000
亿元，其中全面降准释放资金约
8000亿元， 定向降准释放资金
约1000亿元。财务公司、金融租
赁公司和汽车金融公司的法定
准备金率为6%， 是金融机构中
最低的，已处于较低水平，因此
此次全面降准不包含这三类金

融机构。
在此之外， 为促进加大对

小微、 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
再额外对仅在省级行政区域
内经营的城市商业银行定向
下调存款准备金率 1个百分
点，于10月15日和11月15日分
两次实施到位，每次下调0.5个
百分点。

试想下你网购、 点外
卖后，送件、送餐的不再是
快递和外卖小哥， 而是一
辆无人车。 你会不会很惊
讶？9月4日，当2019世界计
算机大会即将召开时，三
湘都市报记者采访了长沙
智能驾驶相关企业得知，
送件无人车已在长沙开
跑。 这是长沙在智能驾驶
领域所取得的重要成绩。

“去年11月22日正式
运营，现在推到呼和浩特、
北京、贵阳等地了。”作为
供货方， 长沙行深智能科
技有限公司（简称行深智
能）首席运营官李睿介绍，
他们的无人车不依赖于全
球导航卫星系统， 即使在
信号差或没有信号的地下
车库， 也可以实现高精度
的导航定位。

9月4日， 记者刚进入
长沙科技新城， 就与一辆
京东无人车相遇。 前方有
障碍物， 无人车会主动减
速、停车，或绕行，快到目
的地时还会提前为收件人
发信息通知。“目前这里有
9台无人车在运营。” 李睿
介绍， 由于长沙科技新城
是京东物流新开的站点，
快件量还不是很大， 自投
运以来， 不到10个月时间

里无人车共派件1万多件，
配送范围辐射了长沙科技
新城周边3-5公里区域。

据介绍， 目前行深智
能已与京东、中国邮政、饿
了么等企业建立合作，投
运无人车近百台。“目前主
要有派件、智慧社区、工业
园区4.0三大应用场景。”李
睿告诉记者， 他们正在与
中国电信长沙公司合作推
出无人车商铺， 还有外国
客户主动洽谈合作。

其实早在1992年，国
防科大研制出中国第一辆
真正意义上的无人驾驶汽
车以来， 长沙便拉开了智
能驾驶的序幕。2018年，国
家智能网联汽车（长沙）测
试区被工信部授权挂牌上
线， 标志该测试区跻身国
家队。目前，该测试区已建
成场景最复杂的智能网联
汽车测试场， 吸引了福田
戴姆勒、京东、中车、阿里
巴巴等企业的测试1500余
场，并与百度、德国大陆、
腾讯、华为、中移智行等10
多家企业达成战略合作。

“100公里智慧高速和
100公里城市开放道路正
在紧锣密鼓地建设中。”测
试区运营方相关负责人介
绍。 ■记者 胡锐

客商与湘西项目产销对接
签约金额达23.1亿元

本报9月6日讯 今天下午，2019年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特色农产品扶
贫专场推介暨农业招商引资活动———
湘西州客商恳谈会暨产销对接、农业招
商引资签约仪式在吉首市举行，现场揽
下23.1亿元大单， 同时还发布了湘西农
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湘西香伴”。

保靖黄金茶、龙山百合、湘西猕猴
桃……签约现场， 琳琅满目的优质农
产品赚足了“眼球”，湘西州各县相关
负责人更是铆足了劲， 给自家农产品
“代言”。

“松柏大米、溪洲莓茶、猕猴桃等，有
颜值更有产值，等你们来……”永顺县
县委副书记、县长陈海波现场“推销”
完，保靖县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志慧登
台“吆喝”，底气十足，“一两黄金一两
茶， 我们保靖的黄金茶是茶中奇葩，
400多岁的保靖古茶树是可以喝的文
物。”

随后，来自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的生产大户、 合作社负责人轮番登台，
推介椪柑、百合、富硒猕猴桃等湘西特
色农产品，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代表们
也是“豪气十足”，纷纷表达采购意向。湖
南惠农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邓武杰
很看好这样一场产销对接，“赶在农产品
成熟前，提前布局，引导客商与生产大户
积极对接，解决信息不对称等问题，能有
效防止农产品出现滞销的情况。”

当天， 来自全国各地的200多家企
业、客商与湘西实现产销精准对接，总
签约农产品项目金额达23.1亿元，其
中农业投资项目签约达5亿元，涉及农
业招商引资项目、 东西协作扶贫产销
对接、大湾区扶贫产销对接、柑橘猕猴
桃扶贫产销对接、 电商平台扶贫销售
等领域。
■记者 李成辉 实习生 龚怡菲 覃久凌

央行全面降准0.5%+定向降准1%，降低社会融资成本

降准释放资金约9000亿支持实体经济

会提前通知收件人 没有信号也可高精度定位
快递无人车投运长沙10个月派件万余单

中国人民银行 9月 6日对
外公布， 定于9月10日起陆续
发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
周年纪念币一套。该套纪念币
共7枚， 其中金质纪念币2枚、
银质纪念币4枚、 双色铜合金
纪念币1枚， 均为中华人民共
和国法定货币。

央行介绍，金质纪念币和银
质纪念币正面图案均为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徽， 并刊国名、年
号。金质纪念币有150克圆形和
8克圆形两种， 其中150克圆形
金质纪念币背面图案为寓意民

族团结同心， 普天欢颂国庆的
组合图案，最大发行量2000枚。
银质纪念币有300元、50元、10
元三种面额。 该套金银纪念币
由中国金币总公司总经销。

此外，双色铜合金纪念币面
额为10元，直径为27毫米，材质
为双金属铜合金， 发行数量为
1.5亿枚。 该套双色铜合金纪念
币采取预约方式分两批次发行，
公众可通过工商银行、 农业银
行、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官方网
站或网点预约登记。

■ 据新华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纪念币9月10日起发行

中国人民银行9月6日宣布全面降准0.5个百分点， 同时
再额外定向降准1个百分点。全面降准和定向降准相结合，将
释放多少资金？是否意味着货币政策转向？如何确保资金流
向实体经济？这些问题引发市场关注。

降准消息发布后，富时A50
指数期货直线拉升， 一度上涨
0.6％。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韩乾认为， 对于资本市场而言，
降准的消息将有力地提振市场
信心。在缓解实体经济融资难融
资贵的同时，资金成本下降将有
效改善上市公司业绩，推高资产
估值，对股票市场形成利好。

业内人士表示，降准释放了
长期低成本资金，下一步需帮助
银行克服顺周期思维 ， 运用
MPA考核等引导银行加大对制

造业、 民营企业中长期信贷投
放， 加大普惠金融支持力度。这
不仅有利于宏观经济平稳运行，
也有助于银行自身风险防范。

人民银行表示，将继续实施
稳健的货币政策， 不搞大水漫
灌，注重定向调控，兼顾内外平
衡，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保持
流动性合理充裕，保持广义货币
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与名义
GDP增速基本匹配，为高质量发
展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适
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据新华社

市场普遍认为，此举将有效
增加金融机构支持实体经济的
资金来源， 促进服务基层的城商
行加大对小微、 民营企业的支持
力度，有利于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
温彬表示，采取普遍降准与定
向降准相结合，一方面可以确
保市场流动性充裕合理，另一
方面通过定向投放，引导资金
流入实体经济，特别是加大对
小微和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
聘研究员董希淼表示，此次降准
体现了货币政策的结构性调节
功能，是一次精准的定向调控。

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
此次降准不仅增加了金融机构
支持实体经济的资金来源，还能
降低银行资金成本每年约150亿
元，通过银行传导可以降低贷款
实际利率。

降准是否意味着稳健货币
政策取向发生改变？对此，人民
银行有关负责人明确表示，此
次降准与9月中旬税期形成对
冲，银行体系流动性总量仍将
保持基本稳定， 而且定向降准
分两次实施， 也有利于稳妥有
序释放资金。因此，此次降准并
非大水漫灌， 稳健货币政策取
向没有改变。

降准释放长期资金约9000亿元

有利于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将有效改善上市公司业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