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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铁路实施新列车运行图
记者从中国铁路总公司获悉，7 月 10
日零时起，全国铁路实施新的列车运行图
暨暑期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暑期高
峰日均增加客运能力 26 万个席位。
中国铁路总公司有关部门负责人介
绍，
此次调整列车运行图，
是以满足暑期客
流旺季运输需求为重点、兼顾货运增量需
求而进行的一次调整，
主要调整内容为：
一是持续增开旅客列车。调图后，
全国铁路日常增开直通旅客列车 39 对，
变更运行区段 54.5 对；在客流高峰期增
开 动 车 组 列 车 25 对 、变 更 运 行 区 段 2
对。此次调图，全国铁路新投用一批复
兴号动车组，更多旅客将享受到复兴号
动车组优质服务。
二是优化调整部分城市列车始发、终
到、经停车站。为满足旅客需求、提高运
输效率，对北京、上海、哈尔滨、沈阳、长
春、大连、武汉、济南、青岛、杭州、南昌、厦
门、南宁、南阳 14 个城市 69 对旅客列车始
发、终到、经停车站进行优化调整，最大限

度均衡枢纽内各客运站的作业能力，便利
当地群众出行。
三是更多内地城市与香港实现高铁
联通。增开重庆西、天津西、南宁东、肇庆
东、汕头至香港西九龙站动车组列车，增
加遵义、贵阳东、白洋淀、邯郸东、岳阳东、
衡阳东、梧州南、佛山西等站办理直通香
港客运业务，内地与香港联通的高铁车站
将增至 58 个。在天津至保定高铁的白洋
淀站，雄安新区旅客可乘天津西至香港西
九龙的高铁列车直通香港。
四是南宁至广州、南宁至昆明和兰新
高铁哈密至乌鲁木齐等区段列车运行时
间大幅压缩。调图后，南宁至广州动车组
最短运行时间达到 2 小时 45 分，压缩 30
分；南宁至昆明动车组最短运行时间达到
3 小时 43 分，压缩 45 分；昆明至广州、广州
至昆明动车组最短运行时间分别为 7 小时
08 分、7 小时 13 分，分别压缩 1 小时 42 分、
1 小时 10 分。兰新高铁哈密至乌鲁木齐间
运行时间压缩 25 分。

五是东南沿海和进出川渝客运能力
提升。通过延长既有动车组列车运行区
段等方式，打通运输能力限制瓶颈，杭深
线、宁蓉线分别增开动车组列车 14 对和 10
对，较大幅度提升了东南沿海和进出川渝
的客运能力。
六是部分旅客列车运行方案进一步
优化。优化后，北京南至青岛北 G209/210
次往返运行时间均为 3 小时 05 分，压缩 48
分；北京西至北海 G529/530 次北京西至南
宁段，
往返运行时间分别为10时50分、
10时
59分，
分别压缩2时51分、
2时16分；
上海至
漯河K1048/5次压缩运行时间2小时19分。
七是铁路货运能力同步提升。增加 2
条中欧班列国内运行线，达到 70 条；进一
步优化中亚班列、陆海新通道班列、沿江
班列开行结构、径路；呼和浩特至唐山铁
路 万 吨 列 车 开 行 对 数 由 39 对 增 加 至 45
对，侯月线、襄渝线、兰新线、集通线等主
要货运通道增加货物列车 14 对，为铁路货
运增量行动提供运力保证。 据新华社

银行理财市场新变化：

门槛降低、
净值型产品增加
资管新规发布已满一年，银行理财市
场变化颇多。记者近期走访市场发现，银
行发行的理财产品购买门槛大大降低，大
部分都降低为 1 万元起买。此外，保本型
理财产品数量不断减少，而净值型理财产
品规模增加明显。
融 360 大数据研究院数据显示，4 月份
共有 2211 只银行理财产品门槛为 1 万元，
占总发行量的 21.93%。
记者走访上海多家银行网点发现，购
买 起 点 为 1 万 元 的 理 财 产 品 已 经“ 不 稀
奇”。宁波银行一家网点的客户经理告诉
记者：
“ 我们现在的理财产品针对高净值
客户的购买门槛是 30 万元或 50 万元，其
他产品基本都是 1 万元起买了。
”
值得关注的是，作为首批获准开业的
银行理财子公司，建信理财和工银理财 6
月初相继正式开业运营。工银理财推出
的固定收益类和混合类产品的起投点均

为 1 元，
门槛进一步下降。
此外，
记者走访市场发现，
打破刚性兑
付的大背景下，
银行推出的净值型产品越来
越多。例如，
浦发银行就推出了天添盈增利
2号、
鑫盈利等个人净值型理财新产品。
据融 360 大数据研究院不完全统计，
截
至2019年4月末，
存续的净值型理财产品共
5419 只。4 月份发行的净值型理财共 489
只，
资产类型主要为混合类，
共 347 只，
占比
为70.96%；
其次为债券类，
共108只，
占比为
22.09%。华夏银行、
渤海银行、
工商银行为4
月份净值型理财发行量前三的银行，
净值型
理财发行量分别为48只、
43只、
29只。
上市银行的财务报表数据也显示，浦
发银行 2018 年净值型理财产品规模突破
4000 亿元，占比提升至 48.68%。农业银行
2018 年净值型产品规模超过 5000 亿元，占
比为 31.80%。
净值化转型也给银行带来挑战。招

商银行在 2018 年年报中表示，客户对净值
型产品的接受程度也需要一定时间培育，
这将在短期内对各家银行资产管理业务
的转型发展和收入增长带来很大的挑
战。交通银行在 2018 年年报中也表示，资
产管理行业正面临新旧体系的转换，保本
理财规模下降、理财产品向净值化短期限
转型等因素都将对商业银行的资管业务
经营和利润增速带来一定压力。
面对净值化理财的发展趋势，普益
标准研究员魏骥遥建议，投资者在选择
净值型产品时应挑选具有较好投资管理
能力的银行，其次应根据自身的风险偏
好和流动性管理需求，选择风险等级和
产品周期符合自身需求的产品，切勿被
一时的高收益蒙蔽；第三，在购买净值型
产品后，投资者应定期关注产品的资产
配置和净值变化情况，在最大化自己收
益的同时防范风险。
据新华社

“渤海粮仓”
麦收忙
时下，位
于“渤海粮仓
科技示范工
程”项目区的
河北省南皮
县小麦正值
收获季，当地
农民利用晴
好天气加紧
收割，确保颗
粒归仓。
图为6月
10 日 联 合 收
割机在南皮县
乌马营村麦田
里作业。新华
社（记 者 牟
宇 摄）

2019夏季达沃斯
筹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

记者 11 日从大连市夏季达沃斯论坛协调
办获悉，2019 大连夏季达沃斯年会筹备工作已
进入冲刺阶段。
据了解，本届年会期间大连方面继续为参
会代表提供茶艺、中医、京剧等中华传统文化体
验活动。会场及大连市部分区域将进行 5G 信
号全覆盖，与会代表不仅可以畅享 5G 服务带来
的快捷便利，还可以近距离体验 5G 支持下的全
景 VR、5G+4K 超高清电视等精彩应用。
“大连之夜”文化晚宴是年会期间唯一由我
方自主举办的重要活动，将重点突出中国元素、
辽宁及大连地方特色，演出节目为民族舞蹈、杂
技、京剧、芭蕾、民乐等，辽宁芭蕾舞团、大连爱
乐民乐团等多家知名演艺团体将登台献艺。
此次年会志愿者招募共吸引 6000 余名青年
学生报名，
最终选拔出 500 名志愿者在论坛筹备
和举办期间为大会服务，
现已完成 430 名志愿者
的岗位分派，
并计划安排志愿者专项培训12场。
2019 大连夏季达沃斯年会将于 7 月 1 日至
3 日在大连国际会议中心举行。这是在我国举办
的第 13 届、
大连市承办的第 7 届年会。作为创新
创业领域首屈一指的全球性峰会，
本届年会将围
绕
“领导力 4.0：
制胜全球化新时代”
的主题，
举办
开幕全会、企业家对话会、文化晚宴、专业分论
坛、闭门会议和闭幕会议等 200 余场活动。届时
将有全球 9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2000 余名政商界
领袖、
学界专家和媒体代表参会。 据新华社

2019中国国际智能
产业博览会8月举行
重庆市政府新闻办 11 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并
宣布，
2019 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将于 8 月 26
日至 29 日在重庆举行。本届智博会由重庆市政
府、
工信部、
中国科学院、
中国工程院、
中国科协共
同主办，
将以
“智能化：
为经济赋能，
为生活添彩”
为主题，
开展
“会”
“展”
“赛”
“论”
四大板块活动。
据重庆市政府常务副市长吴存荣介绍，目
前阿里巴巴、百度、小米等知名企业负责人已确
认参会，华为、联想、海尔、紫光、谷歌、英特尔等
知名企业已确认将参展；国家有关部委、智库机
构将发布 5G、信息安全、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
等领域的行业标准、指数报告等科技研究成果；
组委会还将举办数字经济百人会、自动驾驶汽
车挑战赛、国际无人机竞速大赛等活动。
此外，组委会将邀请工信部共同举办“一带
一路”智能发展大会，与电信运营商、知名供应
商共同举办 5G 智联未来高峰论坛，研讨 5G 技
术运用前景；阿里巴巴、华为、腾讯、科大讯飞等
企业还将在智博会期间举办企业相关论坛。
首届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去年 8 月在
重庆举行，吸引了 500 多家企业参展、400 多位
嘉宾参与，促成智能产业项目投资签约 6000 多
亿元，成为智能产业沟通交流、产品展示和投资
洽谈的行业盛会。
据新华社

《中国2019世界集邮
展览》纪念邮票首发

中国 2019 世界集邮展览 11 日在武汉开幕，
开幕式现场发行了《中国 2019 世界集邮展览》
纪念邮票 2 枚，图案采用江汉揽胜图局部；小型
张 1 枚，
图案采用曾侯乙尊盘。
明代仇英款《江汉揽胜图》是绢本国画，国
家一级文物，现藏于武汉博物馆。画面主要内
容为长江、汉江交汇及水上船只通行景色，汉阳
晴川阁与武昌黄鹤楼隔江相望。2 枚邮票将《江
汉揽胜图》一分为二，采用古画类题材较多采用
的连票设计。
青铜器尊盘出土于湖北省随州市曾侯乙墓
中，国家一级文物，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它是
我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是春秋战国
时期最复杂、最精美的青铜器件之一，既体现了
荆楚文化神韵，又代表了我国古代青铜铸造工
艺的最高水平。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