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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今日视点

安 宁

上市公司“真金白银”回报投
资者越来越“大方”。

据 东 方 财 富 Choice 数 据 统
计，截至3月16日，1887家上市公
司披露了 2019 年业绩，其中，116
家发布年报，1771 家发布业绩快
报，1348家营业收入同比增长，占
比为 71.44%。值得关注的是，116
家发布年报的上市公司中，有 93
家公司披露现金分红计划，占比
80%。

笔者认为，从 1990 年最初数
家上市公司当年年报0分红开始，
到 2019 年 2608 家上市公司实施
1.22万亿元现金分红，再到目前已
公布的占比越来越高的现金分红
比例，一方面上市公司用“真金白
银”回报投资者的信任；另一方面
资本市场在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
方面已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近日，国家发改委等 23 个部
门联合下发《关于促进消费扩容提
质加快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施
意见》。《实施意见》提出，稳定和增
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稳定资本市
场财产性收入预期，完善分红激励
制度，坚决查处严重损害中小投资
者分红派息权益的行为。

但实际上，“稳定资本市场财
产性收入预期”不仅已真金白银的
体现在上市公司的现金分红中，也
体现在不断成熟壮大的资本市场
中，资本市场已成为稳定居民财产
性收入的重要平台。

从政策层面来看，监管部门持
续加强制度建设，多举措积极引导
推动上市公司进行现金分红，取得
显著成效。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家
数和规模逐年递增，不断提高的现
金分红比例成为投资者财产性收
入的“新渠道”。

数据显示，2019年，A股市场共
有2608家公司进行现金分红，占全
部上市公司数量的75%。而从2017
年开始，连续三年，上市公司合计
分红金额分别为9755.15亿元、1.15
万亿元和1.22万亿元，分别同比增

长17.86%、17.81%和6.49%。
与此同时，已实施的新证券法

也增加了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制度：
一方面规定了上市公司应当在章
程中明确分配现金股利的具体安
排和决策程序，依法保障股东的资
产收益权；另一方面明确上市公司
当年的税后利润，在弥补亏损及提
取法定公积金后有盈余的，应当按
照公司章程的规定分配现金股利。

从法律层面强化上市公司分
红制度，进一步优化投资者回报机
制，意味着投资者将通过上市公司
分红获得更稳定和持续的财产性
收入。

从市场角度来看，国际经验告
诉我们，财产性收入有大幅提高的
空间，更多的来自资本市场。资料
显示，美国公民的财产性收入占其
可支配收入的40%，其90%以上的
国民拥有股票、基金等有价证券。

对于中国广大普通居民来说，
提高财产性收入，银行存款空间的
贡献度有限，通过投资不动产提高
也不具有普遍性，换句话说，通过
资本市场提高财产性收入最具有
可行性。

经过近 30 年的发展，中国资
本市场正由小到大，逐渐成熟，在
全社会的财富管理中，扮演着越来
越重要的角色。从股票总市值来
看，根据沪深交易所统计，截至 3
月 16 日，两个市场的总市值达到
57万亿元；从投资者队伍看，截至
3 月 16 日，总开户数已经超过 1.6
亿户。

不断增长的总市值意味着资
本市场规模的壮大和市场容量的
增长，为全社会创造财富的体量也
越来越大；投资者人数的大幅攀升
意味着越来越多的普通居民参与
到资本市场中来，共同分享中国资
本市场在发展壮大中所带来的财
产性收入。

当前，资本市场全面深化改革
的号角已吹响，这意味着未来资本
市场的“含金量”会越来越高，将会
有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在资本市场
享受稳定的财产性收入。

资本市场“含金量”提升
真金白银回馈投资者成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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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家基金公司年报率先出炉
合计净利超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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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板块接力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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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苏诗钰

3月16日，国新办召开新闻发布
会，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
司司长、新闻发言人毛盛勇介绍
2020年1月份至2月份国民经济运行
情况。他表示，1月份至2月份国民
经济经受住了新冠肺炎疫情冲击。
在各项政策措施作用下，企业复工
复产加快，生产生活秩序逐步恢复，
国民经济实现有序运行，基本民生
得到有效保障。

前两个月的具体数据显示，工
业生产下滑，重要物资生产保持增
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
13.5%。截至2月25日，大中型制造
业企业复工率达到85.6%，生产经营
活动正有序恢复。服务业生产下
降，新兴服务业持续发展。全国服
务业生产指数同比下降13.0%。市
场销售减少，生活必需品销售和实
物商品网上零售继续增长。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52130亿元，同比下降
20.5%。固定资产投资降低，高技术
产业和社会领域投资降幅低于平均
水平。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
户）33323亿元，同比下降24.5%。调
查失业率有所上升，主要群体就业
总体稳定。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08
万人。

毛盛勇表示，从1月份至2月份主
要经济运行数据来看，疫情确实对当
前经济运行造成了比较大的冲击，但
是仔细分析可以发现，疫情对当前中

国经济的影响还是短期的，也是外在
的，它不会改变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
基本面，也不会改变中国经济内在向
上的发展势头。所以说，疫情对中国
经济的影响短期来看总体是可控的，
中国1月份至2月份国民经济经受住
了新冠肺炎疫情冲击。

第一，生产需求体量可观，超大
规模经济的优势没有改变。1月份-2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仍然达到
11.5万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
过5.2万亿元，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
过3.3万亿元，规模体量还是相当可
观的。第二，基础工业和防疫物资保
障有力，强大的经济发展韧性没有改
变。第三，生活必需品和公用事业品
供应充足，供求关系总体平衡没有改
变。第四，互联网经济发展良好，新
动能较快成长的态势没有改变。第
五，宏观调控对冲政策有力有为，完
成全年目标的信心没有改变。

毛盛勇表示，下一步，疫情防控
的任务仍然比较艰巨，特别是疫情
在国外扩散的势头比较快。一方
面，要继续巩固疫情防控的积极成
果，同时还要加强疫情防控的国际
合作。在这个基础上，有序推进全
产业链的协同复工复产，加快正常
生产生活秩序的恢复。另一方面，
要进一步加大宏观政策的对冲力
度，对冲疫情的影响和外部的风险
挑战，促进经济平稳健康运行，要坚
决打赢三大攻坚战，努力完成全年
的发展目标任务。

国家统计局介绍1月份至2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

疫情影响总体可控 完成全年目标信心未变

本报记者 刘 琪

3月16日，普惠金融定向降准正
式落地，释放长期资金 5500 亿元。
与此同时，央行还开展了 1000亿元
中期借贷便利（MLF）操作，中标利率
维持 3.15%。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
温彬认为，央行采取“定向降准+
MLF”组合，释放长期资金，有利于金
融机构稳定预期，做好资产负债管
理，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进一步加大
对普惠金融领域的支持力度。

值得关注的是，美联储继 3月 3
日降息后，在北京时间 3月 16日，又
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下调
至 0-0.25%的超低水平，并启动 7000
亿美元量化宽松（QE）计划。东方金
诚首席公关分析师王青认为，应对
新冠肺炎疫情的潜在冲击，美联储
在短短一个月内已重启 2008 年-
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的货币
政策模式——零利率+大规模 QE，
并正在引领全球货币政策进入新一
轮降息通道。

“此次美联储‘超预期、大手笔’
降息的目的是为了对抗新冠肺炎疫
情对其国内经济的负面冲击”，昆仑
健康资管首席宏观研究员张玮对《证
券日报》记者表示，如同去年一样，美
联储的QE对其他国家无疑会有示范
效应，预计此后将会看到更多国家央
行紧急降息。

当前，市场普遍关心我国央行是
否会跟随美联储降息。实际上，从过
去几年来看，我国的货币政策都是根
据我国的经济形势、通胀水平、就业
状况等因素而定，美联储无论加息还
是减息，我国并没有第一时间进行同
步的调整。温彬认为，美联储连续两
次紧急降息累计 150个基点，联邦基
金利率再次回落至零利率水平，在此
背景下，此次MLF利率保持不变，体
现了我国货币政策独立性。

“3月16日MLF操作利率与上次
持平，说明央行的操作主要‘以我为
主’，但全球开启新一轮宽松之后，中
国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打开，后续预
计还会有进一步的宽松政策出台，但

宽松力度应该不及美联储。”中山证
券首席经济学家李湛对《证券日报》
记者表示。

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首席经济
学家章俊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在全球一体化的联动效应
下，美联储降息和QE同时推出的货
币宽松政策势必会对我国未来的政
策选择产生影响，但影响较为有限，
我国货币政策的操作和执行还是更
多的服务于国内稳增长和调结构。

章俊进一步指出，一方面，本次
美联储降息至零的操作使其价格空
间基本耗尽，无法令美国经济向2008
年那样快速反弹，全球经济在未来可
能会迎来一个相对长周期的衰退。
因此，我国央行不能仅仅为了当前的
疫情事件性冲击而过度消耗政策空
间；另一方面，鉴于前期陆续推出的
政策红利支撑中国经济增长具有相
对确定性，未来外资将持续流入且人
民币汇率兑一揽子货币保持大体稳
定，国内货币政策的重心可以更多地
兼顾“以我为主”的独立性。

美联储降息至零利率叠加QE
我国央行仍坚持“以我为主”

本报见习记者 吴晓璐

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
强调，推动企业复工复产，要落实
分区分级精准防控策略，打通人
流、物流堵点，放开货运物流限制，
推动产业链各环节协同复工复产。

随着国内疫情好转，在各地政府
和多部门政策支持下，上市公司纷纷
响应号召，克服困难，在做好疫情防控
的同时，加快推进复产复工。据公开
资料，目前上市公司复工率超过九成。

“对于任何一家企业来说，这次
疫情都是一次‘大考’，无论是助力抗

‘疫’保供，还是助力复工复产，都是
一家上市公司所应具备的担当和实
力。”苏宁控股集团董事长张近东在
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餐饮业迎难而上
西安饮食啃下复工“硬骨头”

在这次疫情中，餐饮行业受到重
创。据中国烹饪协会调研报告，2020
年春节期间，78%的餐饮企业无营
收，95%的餐饮企业营收损失在七成
以上。

“公司自1月26日开始响应政府

号召，全面停止堂食经营，保留外
卖。”西安饮食相关负责人在接受《证
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3月 12日
起，公司已有序恢复堂食。

据记者了解，为了确保饮食安
全，西安饮食向社会发布了堂食经
营公约和就餐提示。经营公约对原
辅材料溯源采购、保鲜储存和使用、
员工科学防护、就餐顾客信息登记、
点餐外卖服务、场所环境及设备管
理等方面做出规定和承诺。如入场
人员须经西安市“一码通”绿码验证
并佩戴口罩，经体温检测合格后方
可进入餐饮场所；顾客之间就餐距
离不少于 1米；提倡使用公勺公筷和
电子支付等。

“对于餐饮企业来说，确保堂
食安全有序是第一要务。”上述相
关负责人表示，与此同时，拉动餐
饮消费，也需要适当进行宣传引导
支持，让消费者“敢到”以及“能到”
餐厅就餐。

克明面业提前复工
保供应、不涨价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全国各超
市、门店的挂面等民生保障物资被抢
购一空，市场供应亟需保障。2月 3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

会议，要求在加强疫情防控的同时，
努力保持生产生活平稳有序，确保蔬
菜、肉蛋奶、粮食等居民生活必需品
供应，积极组织加强物资调配和市场
供应。

为了保证基本生活品的供应，作
为挂面行业的龙头上市公司、湖南省
防疫保供企业，克明面业响应号召，
顶住压力，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提
前复工。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我们
的未发订单居高不下，长期保持在 4
万吨以上，对公司疫情期间的供应链
韧性和柔性都提出了严峻的考验。”
克明面业董秘陈燕对《证券日报》记
者表示。

在疫情暴发初期，复工的克明面
业面临着防疫、产能恢复、人员、原辅
料供应、物流等多项困难。

“挂面工厂用工相对密集，人员
感染风险很高，在疫情暴发初期，防
疫工作最为困难。另外，工厂所在
地封村，不允许人员自由进出，公司
还面临严重缺工的问题。”陈燕表
示，在生产方面，上游供应商因人员
未返岗、物流阻碍等各种原因不能
及时提供原辅料，公司需要解决面
粉、纸箱断供，酱包缺货，生产线零
配件不能及时到货等系列问题。

（下转A3版）

疾风知劲草
上市公司打响复工复产攻坚战

本报记者 姜 楠

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及其对经济
的冲击，3月 16日，日本央行提前召开例会加大
宽松力度，韩国央行采取紧急降息措施。

日本央行原定于 3月 18日至 19日举行的货
币政策例会提前到16日召开，决定通过扩大资产
购买计划等手段进一步加大货币政策宽松力度，
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冲击。

日本央行当天发表声明说，受新冠肺炎疫
情在全球扩散影响，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增强，
全球金融市场持续动荡，日本经济也出现疲弱
迹象，国内金融环境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环境
趋紧。

日本央行宣布，继续将短期利率维持在负
0.1%的水平，并通过购买长期国债，使长期利
率维持在零左右。在此基础上，通过扩大资产
购买计划，创造更加宽松的货币环境。日本央
行扩大资产购买计划的具体举措包括：将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基金（ETF）年购买规模增加一
倍至 12 万亿日元（1 美元约合 107 日元）；将房
地产投资信托基金（J-REIT）年购买规模增加
一倍至 1800 亿日元。此外，继续积极购买国
债，并在今年 9 月底之前购买更多商业票据和
企业债。

同一天，韩国银行（央行）召开金融货币委员
会临时会议，决定把基准利率下调 0.5个百分点
至0.75%，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冲击。

韩国央行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疫情迅速在多
国蔓延，加剧了人们对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担
忧。金融货币委员会决定实施更宽松的货币政
策，以减少疫情对经济增长和消费的影响，稳定
金融市场。

韩国央行行长李柱烈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
上说，此次调整基准利率有望缓解美联储大幅降
息带来的资本外流风险，央行将根据经济形势变
化考虑所有可行措施。

李柱烈还表示，新冠肺炎疫情以超出预料的
速度和范围扩散至全球多个地区，疫情对经济活
动的冲击将持续更久。考虑到目前疫情扩散情
况，央行认为韩国经济今年恐无法达到2.1%的增
速预期。

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影响近来引发韩国
政府及业界普遍担忧。韩国综合股价指数 16日
下跌 3.19%，收于 1714.86点，这是这一韩国主要
股指连续第4个交易日下跌。

韩国央行 2月底把今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
0.2个百分点至2.1%，同时维持1.25%的基准利率
不变。

此前一天，美联储15日宣布紧急降息1个百
分点并启动7000亿美元量化宽松计划，以保护美
国经济免受疫情影响。

日韩央行采取紧急措施
应对疫情冲击

3月16日，西藏拉萨市堆龙德庆区古荣乡加入村村民丹增在春耕仪式上。当日，西藏各地农民载歌载舞迎来一年一
度的春耕仪式，翻开冬眠的土地，播种春天的希望。 新华社记者 觉果 摄

西藏西藏：：春耕第一犁春耕第一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