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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即將發行300億元零售國債
本報訊：政府將通過發行固定利率零售
國債(RTB)從國內投資者再借入300億元，以
在年底前籌集更多資金。
國庫局在通告中說，它將拍賣2027年11
月16日至26日到期的5.5年期零售國債。這
些零售國債將在11月16日以荷蘭式拍賣會出
售，政府證券合格經銷商(GESD)將參與。

據國庫局稱，政府證券合格經銷商可能
會以不同的收益率提交多達10個投標，每個
投標的上限為100億元。拍賣會結束後，國庫
局將在11月26日之前向投資者提供證券，零
售額低至5000元。
為讓零售國債的公開發行讓路，國庫局
決定分別于11月16日和23日取消五年期和七

年期國債的銷售。然而，國庫券（T-bills）的
拍賣將繼續進行。
債券交易員表示，國庫券的利率可能會
橫盤整理，所有期限利率都有上升的趨勢，
與前幾周類似。一位交易員說：「我們預計
國債收益率將橫盤整理，但也可能像過去幾
週一樣全面上漲。」

另一位交易員表示，由于油價上漲，
國內外通脹飆升的威脅不僅會影響要價收益
率，還會影響市場對債券的胃口。
該交易員說：「美聯儲開始縮減購債規
模的決定現在迫使投資者要求加息。此外，
通脹造成的不確定性尚未消退，美國10月份
報告增長6.2％。」

內蒙古農作物
良種覆蓋率超過98%
新華社呼和浩特11月14日電 記者從
內蒙古自治區農牧廳獲悉，內蒙古深入實
施農作物良種研發技術攻關，提升優質
新品種自給率，農作物良種覆蓋率現已
達98%以上，為保障國家種業安全做出貢
獻。
據內蒙古自治區農牧廳種業管理處處
長蒙志剛介紹，內蒙古農作物良種繁育基
地面積穩定在100萬畝以上，馬鈴薯脫毒
種薯繁育技術、規模、生產能力居全國第
一，自主培育向日葵品種的全國市場佔有
率超過三分之一，自主培育西紅柿品種的
全國市場佔有率達十分之一，大豆制種面
積居全國第三位，玉米制種面積居全國前
五位。
蒙志剛說，為解決種業「卡脖子」問
題，內蒙古提升玉米優質新品種自給率，
鞏固向日葵種業國內領先地位，重點加大
小麥、大豆、水稻、馬鈴薯優質新品種選
育力度。其中，向日葵品種「三瑞9號」
推廣面積已達50萬畝左右，雜交谷子品種
「兩優中谷2」畝產達500公斤，較常規品
種增產10%左右。
內蒙古在土默特左旗引進水稻育種專
家，建立種質資源庫，應用分子生物技術
選育黃河中上游耐鹽鹼水稻品種，培育的
水稻品種「金黃香三號」平均每畝產量達
806.66公斤，刷新我國北方高寒地區一季
稻常規水稻的單產新紀錄。
目前，內蒙古已建成7個國家級玉
米、大豆、馬鈴薯、雜糧雜豆良種繁育基
地，培育出一批種業龍頭企業，為打贏種
業翻身仗提供重要保障。

廣東廉江紅橙批量上市
中新社湛江11月14日電 記者14日從
「中國橙鄉」廣東湛江廉江市農業農村
局獲悉，廉江紅橙正進入批量上市階段，
目前已有近百家紅橙採購商，通過深入紅
橙基地、走進紅橙果園、現場品鑒紅橙佳
味，與當地供應商面對面交流，落實採購
意向。
廉江紅橙果實大，果型好、肉色橙
紅、嫩滑、汁化渣、甜中帶酸，味清甜帶
香，被列為國宴佳果，從1987年開始，廉
江紅橙批量出口中國香港、澳門，及新加
坡、馬來西亞、俄羅斯、西歐等國家和地
區。1995年3月，廉江市被授予「中國紅
橙之鄉」稱號。截至目前，廉江全市紅橙
種植面積8.2萬畝，是中國最大紅橙生產
基地，年總產量7萬噸，年產值約12億元
（人民幣，下同）。
在廉江市高橋鎮龍盛種養專業合作社
紅橙園，記者看到漫山遍野都是紅橙樹，
連綿起伏，一望無際。每棵橙樹掛滿了金
黃色的果實。
紅橙種植專業戶龍其祥告訴記者，今
年廉江個別地區的紅橙產量略減，地方政
府通過拓展電商網絡銷售渠道、降低物流
成本等措施，為廣大果農排憂解難，增收
致富。目前，廉江紅橙售價每千克20元至
10元不等，按估算，他自家承包的1000畝
紅橙園，今年可收入600多萬元。

粵港澳大灣區首個
5G智慧港口媽灣智慧港開港
中新社深圳11月14日電 招商港口
深圳西部港區14日舉行媽灣智慧港開港儀
式，這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第一個5G智
慧港口。經過3年多的整體升級建設，媽
灣港的原4個散雜貨泊位升級改造成為了2
個20萬噸級的集裝箱專用泊位。改造後的
港區佔地面積98.36萬平方米，泊位岸線總
長1930米，擁有5個泊位，設計吞吐能力
超300萬TEU（標準箱），可供靠泊世界
最大型集裝箱船舶，是經濟高效的新一代
的智能化集裝箱港口。
改造後的媽灣智慧港3號、4號泊位是
目前全球最大的20萬噸級集裝箱泊位，也
是首個由傳統散雜貨碼頭升級改造並彙集
自主知識產權和當前最先進的智能技術的
智慧港。
媽灣智慧港由招商港口投資開發建
設，集招商芯、招商ePort、人工智能、5G
應用、北斗系統、自動化、智慧口岸、區
塊鏈、綠色低碳共九大智慧元素于一身，
具有自主可控、商業可行、技術先進、集
成創新、綠色低碳、可複製推廣等特點。

河北井陘：冷水魚養殖富農家
11月14日，在河北省井陘縣威州鎮坡頭村的冷水魚養殖基地，養殖戶對鱘魚養殖池進行管護。近年來，河北省井陘縣依托當地水資源及
濕地優勢，因地制宜發展鱘魚、虹鱒魚等特色冷水魚養殖，通過統一規劃，整體開發，獲得良好的經濟效益，促進農民增收致富。 <新華社>

亞行批准1120萬元贈款 促進NEDA能力提升
本報訊：總部位于馬尼拉的亞洲開發銀
行(ADB)已批准一項225000美元（合披索1120
萬元）的技術援助贈款，以改善菲律賓經濟
規劃機構的能力發展。這筆贈款來自亞行技
術援助專項基金，旨在支持國家經濟發展署
(NEDA)的改進計劃和能力發展。
亞行表示，技術援助將提供政策咨詢和
知識支持，以評估NEDA的組織結構，並支持
制定變革管理和重新設計內部業務流程的戰
略。這將包括改進從基礎設施規劃、審批、

預算分配、監測到評估的基礎設施開發業務
流程。
在能力發展方面，該援助將為NEDA工
作人員提供支持，以提高數據科學和分析方
面的技術技能和知識，以應用于循證政策和
計劃制定、監測和評估，包括經濟復甦計
劃。
目前，NEDA正在進行內部組織改革和
能力建設，以加強其機構能力和人員能力，
以制定循證政策改革和計劃，並有效監測和

評估影響。
該機構根據其長期發展計劃Am Bisyon
Natin 2040實施結構性政策改革。
該援助旨在審查、制定和實施NEDA改
進計劃的選定活動，改進公共基礎設施計劃
業務流程，並在該機構開始科學和分析能力
發展。
涉及的部門是公共部門管理，特別是經
濟事務管理和公共行政。援助的目標是促進
包容性經濟增長。

北交所15日牛刀初試：81家公司將閃亮登場
中新社北京11月14日電 從宣佈到建立，
短短兩月有餘，中國境內第三家證券交易
所——北京證券交易所（下稱北交所）定于
2021年11月15日開市。
據報道，在北交所宣佈設立之前，中國
已有深交所、上交所，加上新三板和各省一
家的區域性股權交易市場，初步構建了多層
次資本市場體系。設立北交所目的主要是精
準解決「專精特新」等創新中小企業融資難
問題，在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中發揮「承前
啟後」的作用。
截至11月12日北交所數據顯示，累計有
超210萬戶投資者預約開通北交所合格投資者
權限，開市後合計可參與北交所交易的投資
者超400萬戶。共有112家證券公司獲得會員
資格成為北交所正式會員。而此次首批上市
公司81家中，10只股票為北交所新股，另外
71只股票屆時會從精選層平移過來。
從9月初設立消息公佈，各大媒體財經要
聞版就頻頻刷屏，熱議不斷。

對 于 北 交 所 的 設 立 ， 新 華社 的 一 篇 文
章就此評論稱，近年來一系列制度改革正在
有力提升著資本市場對創新的適應性、包容
性。《人民日報》文章指出，對北京而言，
更是支撐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建設、完善國家
金融管理中心功能、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
重要機遇。
《 中 國 證 券 報 》 文 章 指 出， 設 立 北 交
所，意味著資本市場將在科創板、創業板之
後鍛造出服務中小企業科技創新的「第三
極」，著力打造符合中國國情、有效服務
「專精特新」中小企業的資本市場專業化發
展平台，將大幅提升培育創新基因，助力經
濟轉型的能力。
《每日經濟新聞》刊文稱，中國經濟正
在向高質量發展轉型。以往過度依賴地產金
融的模式，將逐步被科技型企業主導的高質
量發展所替代。北交所的目標之一便是培育
一批專精特新中小企業，形成創新創業熱情
高漲、合格投資者踴躍參與、中介機構歸位

盡責的良性市場生態。
「大方向上，資本學會『向前看』，是
國家創新力的希望。」社交網絡上，網友對
北交所的設立討論也一直持續著，「推出科
創板及試點註冊制、到新三板精選層，可以
擴大直接融資，帶動市場資金向新興高科技
產業初創公司流入，激勵科技創新，這無疑
會利好實體經濟。長期看，是一件激發國家
創新創造力的舉措。」
「81家公司閃亮登場，參照以往的經
驗，第一批吃螃蟹的都爽了，所以第一批肯
定要炒的。」也有摩拳擦掌準備入市的網
友對開市後狀況展開討論，「80多家一擁而
上，走勢必然也有較大分化，考驗你眼光的
時候到了」。
對此，有業內分析人士提醒，北交所的
投資者，應該有長期投資理念，而不是抱著
短線炒作的思維入市。由于北交所投資者准
入門檻較高，意味著這是一個需要更多深入
研究和具風險意識的市場。

廣州南沙創新「勞動力市場監管」 打造港澳人士發展「沃土」
中新社廣州11月14日電 位于粵港澳
大灣區地理幾何中心的廣州南沙，因其比鄰
港澳的交通優勢，一直是眾多港澳人士前往
內地發展的優選地。近年來，南沙不斷創新
「勞動力市場監管」指標相關制度機制，增
強自身營商環境「軟實力」，為港澳人士和
海外人才在南沙就業創業提供「沃土」。
日前，南沙區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相
關負責人接受中新社記者採訪時介紹，南沙
圍繞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學習海內外「勞動
力市場監管」一流標準和最佳實踐，借鑒港
澳「勞動力市場監管」理念及規則，不斷完
善營商環境「勞動力市場監管」指標相關制
度機制。
據介紹，南沙在2020年中國營商環境評
價（國家級新區）上，11個指標位列前3，其
中勞動力市場監管等7個指標排名第1。
在創新勞動仲裁機制的探索之路上，南

沙一直著力對接港澳，打造規則銜接勞動仲
裁機制。此前，南沙在全國率先試點聘任港
澳籍人士擔任勞動人事爭議仲裁員，發揮依
法及時有效化解涉港澳勞動爭議作用。
目前，南沙已出台聘任港澳籍仲裁員
「1+5」系列配套政策文件，確立遴選候選
人任職資格標準，打造開放式培訓考核新模
式，成功聘用全國首批7名港澳籍勞動人事爭
議仲裁員，其中，香港5名、澳門2名；並在
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在全國啟動首個跨境互聯
網勞動仲裁庭審模式，為依法化解涉港澳勞
動爭議開闢了新路徑。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經濟發展委員會委
員李國輝，是南沙仲裁委聘任的全國首批7名
港澳籍仲裁員之一，已在內地參審涉港澳勞
動爭議案件。他表示，南沙聘任港澳籍仲裁
員到內地參與案件審理，既有利于港澳人士
瞭解內地勞動爭議處理程序，也借助港澳勞

資糾紛處理方式為粵港澳大灣區多元化解糾
紛提供探索思路。
南沙區政府相關負責人透露，接下來，
南沙會繼續深化港澳仲裁員與區域合作仲裁
員在粵港澳大灣區涉港澳、跨區域勞動爭議
治理上的合作，推動構建粵港澳大灣區共商
共建共享社會治理格局，依托互聯網仲裁共
享平台，推出互聯網跨境、跨區域庭審智慧
仲裁服務，為涉港澳、跨區域勞動爭議案件
當事人提供互聯網零跑動仲裁服務。
除了試點聘任港澳籍人士擔任勞動
人事爭議仲裁員，南沙還在全國首建勞動
爭議替代性解決機制。南沙借鑒港澳「先
行調解」做法及國際通行替代性爭議解決
機制，建立勞動爭議替代性解決機制ADR
（AlternativeDisputeResolution），引導勞資雙
方自願協商在規章制度、集體合同、勞動合
同等文書中，約定發生爭議先行調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