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袁国开行决定
发行战 野疫冶 专题债
券袁 农发行也将债券
募集资金专用于疫情
防控相关贷款遥 4 日袁
农发行尧 国开行披露
发行文件袁 拟于近日
发行针对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
的专题债券袁 规模上
限合计达 130 亿元遥

战野疫冶债发行在
即

农 发 行 2020 年
第一期 1 年期债券发
行金额不超过 50 亿
元袁 所募集资金将主
要用于对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
相关的重要医用物资
和重要生活物资的生
产经营和供应保障领
域的贷款投放曰 国开
行拟于 6 日发行 2020
年战野疫冶专题债券不
超过 80 亿元袁所筹资
金将主要用于向疫情
防 控 提 供 的 应 急 融
资遥

值得注意的是 袁
国开行发行的战野疫冶
专题债券袁在承办银行投标认购后袁将按
照首场中标价格通过商业银行柜台向个
人尧企业尧金融机构等投资者分销遥

央行官方信息显示袁在发行战野疫冶专
题债前袁 国开行已于 1 月 24 日向武汉市
发放应急贷款 20 亿元袁 农发行也于 1 月
25 日为抗击疫情捐款 800 万元遥

机构出钱也出力

面对疫情袁金融机构野出钱冶之余也在
野出力冶遥 3 日袁商务部印发叶关于积极扩大
进口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有关工作的通
知曳袁 要求各地商务主管部门高度重视扩
大进口对疫情防控的重要性袁扩大医疗物
资及生产原料进口袁积极利用进口增加国
内肉类等农产品市场供应袁充分发挥外贸
新业态优势袁结合本地实际做好扩大进口
有关工作袁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遥

在扩大战野疫冶相关资源进口的过程
中袁国际支付等环节需要银行和相关机构
提供助力遥 官方信息显示袁人民银行已开
设跨境支付特殊绿色通道袁为防疫相关和
人民币海外清算行头寸调拨等紧急业务
提供服务袁以支持进口防疫物资境外付款
和捐赠收款袁并平抑春节假期延长期间的
境外业务需求袁维护离岸市场人民币支付
业务平稳运行遥

中国支付清算协会发布信息显示袁为
确保公益机构开户尧资金清算等业务准确
高效袁工商银行尧华夏银行等商业银行按
照特事特办尧急事急办原则袁采取加急为
相关医疗尧公益机构商户建档开户尧加快
完成特殊费率审批工作尧调增二维码收款
码等商户收款交易限额尧安排专人负责资
金汇划等措施袁满足相关公益机构支付受
理及捐赠收款等金融需求遥中国银联对各
地疫情防控定点医院和为疫情防控受理
捐赠的慈善类商户实行手续费减免并实
施快速入网措施遥汉口银行在短短几小时
内为武汉火神山医院和雷神山医院开立
基本账户和网上银行袁并交付使用遥

此外袁工商银行尧中国银行尧建设银行
等商业银行对参加疫情防控的医护人员
和工作人员尧确诊患者尧受疫情影响还款
不便和暂时失去收入来源等人群袁视情况
提供适当延长还款期尧重新安排还款计划
及征信保护等服务袁部分银行免收信用卡
违约金遥 李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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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着力稳定居民消费袁加快释
放新兴消费潜力冶要要要顶层设计
再次为新消费加油遥

目前袁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对部分行业带来负面影响袁
但野宅经济冶近期逆势火热遥 随着
居家防疫尧春节假期延长尧复工开
学延迟等举措的不断出台袁 在线
教育尧远程办公尧在线医疗等新兴
消费模式成为野宅人战疫冶首选袁
也为野宅经济冶打开发展空间遥

音在线教育快跑进场

1 月 27 日袁教育部发布叶关于
2020 年春季学期延期开学的通
知曳袁要求部属各高等学校尧地方
所属院校尧中小学校尧幼儿园等学
校适当推迟春季学期开学时间遥
两天后的 1 月 29 日袁教育部再次
发文袁号召利用网络平台野停课不
停学冶遥

当前袁在线教育成为支撑野停
课不停学冶的重要手段遥 北京市东
城区的张先生告诉叶证券日报曳记
者袁 他的孩子在北京景山学校读
一年级袁 原本给孩子报了线下培
训班袁现已转报了线上课程袁包含
语文尧数学尧英语尧美术和围棋等袁
线上课程的总费用比线下培训班
降低近一半遥

不过袁 张先生对线下课转到
线上学还是不太放心遥 一方面袁孩
子在家上课的注意力远不如在课
堂上集中袁 学习效果上会打些折
扣遥 另一方面袁 在未开工的情况
下袁 有些老师只能选择在家开直
播袁网络会有些卡遥

除了各大在线教育机构的线
上课程爆满袁 近两个交易日在线
教育股也表现抢眼遥 野在线教育本
就是互联网技术与传统教育的结

合袁加之市场需求激增袁必然促使
股票集体上涨遥 冶清华大学互联网
产业研究院副院长尧 博士生导师
刘大成在接受叶证券日报曳记者采
访时表示袁在当前的大环境下袁在
线教育的接受度将进一步提高袁
渗透率进一步提升遥 预测在未来
的一段时间里袁 原本生存处于困
境的在线教育机构有望降低获客
成本袁增强盈利能力遥

音远程办公软件野上位冶

1 月 27 日袁 国务院办公厅发
布 叶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延长 2020
年春节假期的通知曳 指出袁 延长
2020 年春节假期至 2 月 2 日遥 随
后袁全国部分省市尧部分企业为了
减少人员流动袁 也相继推迟异地
人员返城尧返岗时间遥 为了不影响
工作袁 以互联网为依托开展的远
程办公软件异常火爆遥

1 月 27 日袁 字节跳动旗下办
公套件飞书宣布袁1 月 28 日至 5
月 1 日期间袁 将向所有用户免费
提供远程办公及视频会议服务遥
对在上述时间内申请的所有湖北
地区医院尧学校及公益组织袁飞书
将持续提供三年的免费服务曰同
日袁 腾讯也宣布可进行线上音视
频协同的野腾讯会议冶袁面向全国
用户免费升级开放 300 人会议协
同能力曰1 月 28 日袁苏宁科技宣布
面向全社会企业与相关社会组织
等袁免费开放野苏宁豆芽冶的协同
办公服务计划袁截止日期为 12 月
31 日曰1 月 29 日袁 阿里钉钉首次
详细披露了在家办公全套解决方
案袁并为各大企业尧单位等机构组
织提供全方位的办公协助服务支
持遥

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陶金向叶证券日报曳记者表示袁野防
控工作为远程办公软件在面对集
中爆发的办公和沟通需求时袁提
高了软件功能和效率要求袁 在减
少人员面对面的交流和聚集的同
时袁 还能提高各组织的协作运转
效率遥 冶陶金进一步解释遥

刘大成认为袁 远程办公在国
内尚未普及袁 因为多数企业的决
策者对远程办公还是持观望态度
或完全不注重遥 接下来袁远程办公
行业或将迎来新发展遥

音在线医疗顺势上线

为了避免患者拥挤医院造成
更多传染袁 各大医疗机构和互联
网企业的线上医疗进行得热火朝
天袁线上咨询尧线上诊断尧线上治
疗的智慧医疗进入更多人的视
野遥

1 月 24 日晚袁 支付宝紧急上
线了在线义诊服务遥 1 月 26 日袁京
东健康宣布启动在线义诊袁 目前
共有超过 2000 位医生参与义诊袁
24 小时不间断轮岗遥此外袁武汉市
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平安好医
生袁开通抗击冠状病毒热线袁为公
众免费提供咨询尧防护指导服务遥
春雨医生也启动线上义诊支援袁
面向全国所有有需要的用户免费
问诊袁减轻医院压力袁避免交叉感
染遥 农业银行尧平安银行和光大银
行等多家银行则联合医疗机构尧
集结全国权威医疗专家推出免费
线上问诊遥

对于此举袁刘大成认为袁一方
面袁 通过线上医疗为用户答疑解
惑袁对初期尧轻症居家隔离病人袁
给予专业的远程指导遥 另一方面袁
线上医疗能减轻医院和医务工作
者超负荷运转尧避免交叉感染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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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消费模式成战“疫”助手
野宅经济冶多个细分行业跑步入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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