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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金市鑫鼎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综合
农业开发项目委托湖北黄环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对瑞金市鑫鼎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综合农业开发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工
作遥 现根据国家叶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办法曳渊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冤的有关规定
需要将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情况渊详见瑞
金市鑫鼎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综合农业开
发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冤进行
公示遥

一尧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网
络连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法与途径

环评范围内单位或者个人可通过
https://pan.baidu.com/s/1D97oA3HGT -
sTYFhYMhE2Zw 渊报告书下载连接地址袁

提取码 thwr冤查看叶瑞金市鑫鼎生态农业
有限公司综合农业开发项目曳征求意见稿
全文袁如需查阅纸质报告书可联系建设单
位取阅遥

二尧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
本项目影响范围内的公众
三尧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单位或者个人若对项目环评有宝贵

意见或建议袁 可在 http://www.mee.gov.cn/
xxgk2018/xxgk/xxgk01/201810/
t20181024_665329.html 渊查阅连接地址冤
下载公众意见表进行填写反馈遥

四尧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将按要求填写好公众意见表

通过书信尧传真尧电子邮件和面访的形式

反馈给建设单位遥
五尧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的名称院瑞金市鑫鼎生态农

业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院电话或书信
通讯地址院江西省瑞金市瑞林镇大坪

村瑞金市鑫鼎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郑夏明
联系电话院13805024657
E-mail: 597683281@qq.com
六尧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众可在本项目公示之日起 10个工

作日内袁向建设单位提出宝贵意见遥
瑞金市鑫鼎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2019年 6月 4日

绎 野江西雷弘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瑞金分公司冶
公章及合同章遗失袁 特此
声明遥

绎 野瑞金市万嘉矿产
品贸易有限公司冶 公章壹
枚遗失袁特此声明遥

绎 野赣州红万商贸发
展有限责任公司冶 财务章
壹枚遗失袁特此声明遥

绎赖建林持有的瑞金
市被征地农民证遗失袁证
号院ZD01060185袁 特此声
明遥

瑞金市鑫鼎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综合农业开发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第二次公示 遗失声明

信用保险通常是指信用(保证)保
险袁是以各种信用行为为保险标的的
保险袁具体指当义务人不履约而使权
利人遭受损失时袁由保险人提供经济
赔偿遥 其中袁保险人应权利人的要求
担保义务人信用的保险属于信用保
险曰义务人应权利人的要求向保险人
投保自己信用的保险属于保证保险遥

信用(保证)保险包括哪些钥 通常
信用(保证)保险包括两大类袁即出口
信用保险和一般商业信用保险遥 出口
信用保险是承保出口商在经营出口
业务的过程中袁因进口商的商业风险
或进口国的政治风险而遭受损失的
一种信用保险袁也就是说袁投保人向
保险人交纳保险费袁保险人赔偿保险
合同项下买方信用及相关因素引起
的经济损失遥

据悉袁在野一带一路冶建设中袁我国
多家企业在出口信用保险的支持下袁
扩大了与 野一带一路冶 沿线国家的贸
易袁实现了货物贸易尧技术贸易和服务
贸易全面开花遥同时袁在出口信用保险
的服务下袁 有效助力地方经济深度融
入共建野一带一路冶的过程中袁各地民
营企业加快了野走出去冶的步伐遥

事实上袁出口信用保险是国际公
认的贸易促销手段袁是出口企业采取
灵活支付方式尧开拓国际市场尧增加
出口安全的保证遥 出口信用保险还分
为短期出口信用保险和中长期出口
信用保险袁短期出口信用保险是指承
保信用期不超过 180天尧出口货物一
般是大批的初级产品和消费性工业
产品出口收汇风险的一种保险遥 中长
期出口信用保险是指承保信用期限

超过 2 年的资本性或半资本性货物
的出口项目遥

而一般商业信用保险是指在商
业活动中袁作为权利人的一方当事人
要求保险人将另一方当事作为被保
证人袁并承担由于被保证人的信用风
险而使权利人遭受商业利益损失的
保险遥 主要包括赊销信用保险尧贷款
信用保险和个人贷款信用保险等遥

值得注意的是袁2016年野侨兴债冶
违约事件袁为之提供保证保险服务的
浙商保险最终赔付逾 10亿元袁 造成
自身严重损失遥 可以说袁险企承保后袁
投保方自然把风险转嫁给了保险公
司袁 而这也就要求险企在承保之前袁
要对投保方的信用风险进行全面调
查尧严格审查袁规定赔偿等待期等事
项袁来做好自身风险控制遥 文经

信用保险你了解多少？

据银保监会最新数据显示袁今年
前 4个月袁保险业继续保持平稳发展
态势袁 全行业原保险保费收入 19059
亿元袁同比增长 14.92%遥 其中财产保
险原保险保费收入 3888亿元袁 同比
增长 7.10%曰 人身险原保险保费收入
15172亿元袁同比增长 17.12%遥 人身
险中的寿险原保险保费 12005亿元袁
同比增长 13.60%曰健康险原保险保费
2732亿元袁同比增长 34.65%曰人身意
外伤害险原保险保费 435亿元袁同比
增长 21.51%遥

从数据可以看到袁健康保险原保
险保费仍然占据同比增长的首位袁达
到 34.65%袁超过意外险 13.14个百分
点袁超过寿险 21.05个百分点遥天风证
券研究员夏昌盛认为袁健康险的市场
仍会有较大增长空间遥

事实上袁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
提高袁 人们对健康险的需求更高袁且
越来越多层次和多样化遥 由于健康险
有突出的保障属性袁是保险业结构调
整中重要的转型领域袁因此有不少公
司把构建完整的健康险产品体系作

为业务转型的主攻方向遥 如新华保险
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袁目前其健康
险发展战略已逐步展现出成果遥

此外袁中国平安集团也加快了健
康险市场的布局遥 该公司持续推进
野金融+生态冶野金融+科技冶战略袁依托
领先的人工智能技术袁构建了完整的
服务模式袁即患者尧服务提供商尧支付
方之间的闭环遥 比如对于患者袁基于
平安好医生的患者入口袁由平安智慧
医疗提供一体化医疗服务解决方案遥
支付方面则借助平安医保科技袁通过
与政府尧医疗机构等数据联动袁有效
提升医保和商保的运作效率袁并实现
医保记录全流程可追溯遥

一方面是市场需求袁一方面是保
险公司的大力推进袁健康险保费的快
速增长自然就顺理成章遥 5月 29日袁
财政部联合税务总局共同发布了叶关
于保险企业手续费及佣金支出税前
扣除政策的公告曳袁 这一政策对于健
康险来说袁更是重大利好遥

野新政策会继续推进行业健康险
的转型遥 健康险虽然价值率高袁但其
佣金率也很高袁 一般首年佣金率在
30%至 50%袁 因此多卖健康险在财务
角度上不利于保险公司袁该文件将手
续费和佣金支出抵税上限提高袁将会
大大减轻销售健康险的税收支出压
力遥 冶中泰证券分析师陆韵婷说遥江帆

健康险成行业风口
5 月以来 A 股市场持续震

荡走软袁主要股指弱势探底遥 在
此背景下袁来自第三方机构的最
新仓位监测数据显示袁5 月当
月袁 股票策略私募仓位水平大
幅下滑超过 12个百分点袁 并创
近 5个月新低遥 与此同时袁由于
近期市场持续在 2900点上下反
复窄幅震荡袁投资者心理持续纠
结袁目前一些股票私募的减仓意
愿仍然没有彻底终结遥 而另一
方面袁有私募业内人士指出袁随
着私募股票仓位水平的急剧下
滑袁A股市场的野物极必反冶效应
或已不远遥

大幅减仓
截至 5月末袁股票策略型私

募基金的平均仓位水平为
62.00%袁相比 4月末的 74.09%袁
环比大幅下降逾 12个百分点袁
为 2018年 12月末以来的新低遥
但相较于 2018 年 12 月末 (即
2019年 A股市场春季攻势启动
前)57.00%的仓位水平袁 仍高出
5个百分点遥 整体来看袁在 5月
份市场震荡下行的调整中袁大
部分股票私募均进行了幅度不
等的减仓操作遥 这是在 3月末
平均仓位水平到达 74.87%的近
一年多高位之后袁 连续第二个
月出现下降遥

具体来看袁 截至 5月末袁有
76.19%的股票策略私募处于高
仓位水平(即仓位在五成或五成
以上)袁与 4月末的 88%相比袁大
幅下降逾 11 个百分点 曰有
15.24%的股票私募仓位在三成
至五成曰而 5月末仓位处于轻仓
(仓位小于三成) 和空仓的股票
私募基金袁占比分别为 5.71%和
2.86%遥

仓位增减意愿仍显分歧
值得注意的是袁 在 5月 A股市场全月

震荡走软尧6月开局表现仍相对较弱的背景
下袁目前股票策略私募对仓位的增减意愿则
不够明朗遥

私募排排网 4日公布的数据同时显示袁
5月末股票私募基金经理对于 A股的信心
指数为 110.57点袁 环比再次下跌了 4.78%袁
为连续第二个月下滑遥而受这一谨慎预期影
响袁股票私募机构持股心态的稳定性也有所
松动遥 数据显示袁截至 5月末袁有 69.52%的
私募基金经理表示将维持现有股票仓位不
变袁 这一比重较 4月末时的 72.41%下降近
3个百分点遥而 5月末有加仓意愿的私募基
金经理占比为 20.95%袁 该数值较 4月末时
19.83%的比例则略有上升遥

上海某中型私募机构投资总监则表示袁
公司在 5月大幅减仓之后袁旗下产品仓位水
平已经降至五成左右遥 野目前公司主要的仓
位管理还是以观望为主遥不过从积极的角度
来看袁5月份私募全行业集体大幅度减仓袁
有助于推动 A股市场物极必反尧 逐步探底
成功遥 冶 章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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