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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商分类监管将现两大变化
A类券商竞争优势更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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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银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
“考试大纲”将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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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春来

在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备受关
注的2020年全国两会于28日在京胜
利闭幕。

2020年的两会出现了许多新变
化，但有一点没有变，那就是自始至
终都展示出，要坚定发展信心，增强
发展动力，有决心有能力完成全年目
标任务。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没有提
出年度经济增长具体目标，但这不等
于不重视经济发展，李克强总理在记
者会上表示，“发展还是解决中国一
切问题的关键和基础。”

要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一
系列目标，经济增长仍然要放在非常
重要的位置。尽管突如其来的疫情
给我们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困
难，一季度甚至出现了负增长。但应
该看到，放在更长远的历史时段中，
我国经济向好的基本趋势是没有改
变的，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信心。我
们有可以及时出台的新的政策，有14
亿人的国内大市场，有着改革开放特
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形成的雄厚的
基础和丰富的经验，疫情带来的困难
一定能被克服，经济发展一定能够企
稳回升，出现新繁荣。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
优先稳就业保民生，坚决打赢脱贫攻
坚战，努力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

标。把稳就业放在优先的位置，体现
了今年发展目标的核心就是要保民
生。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蔓延使
得我们面临着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外
需萎缩等不利局面，扩大内需成为当
务之急，而只有稳住就业保障民生，
就稳住了经济发展的基本盘，就有
了扩大内需的基础，所以在“六稳”、

“六保”中，排在第一位的都是就
业。李克强总理在记者会上也以较
大篇幅回答了关于就业的问题。稳
就业的重要前提是稳企业，所以今年
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一系列
的措施稳企业保就业，如加大减税降
费力度，强化阶段性政策，与制度性
安排相结合，放水养鱼，助力市场主
体纾困发展。同时，要强化对稳企业
的金融支持，鼓励银行合理让利。为
保市场主体，《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
两个“一定”：一定要让中小微企业贷
款可获得性明显提高，一定要让综合
融资成本明显下降。

在宏观政策方面，今年的财政赤
字规模比去年增加1万亿元，同时发
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相当于
比去年增加了2万亿元，而且这部分
资金直达市县基层、直接惠企利民，
主要用于保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
场主体；还将运用降准降息、再贷款
等手段，引导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
融资规模增速明显高于去年，推动企
业便利获得贷款，推动利率持续下

行。这一系列措施，都是稳企业增信
心的有力举措。

稳中需要求进，危中要找新机。
我国目前正处在经济转型的关键时
刻，稳中求进需要汇聚新动能，寻找
新动力，抓住新机遇。无论是今年的
两会，还是4月份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
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以及最近发
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
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
意见》，都在传递出通过改革创新激
发市场主体活力、提振潜在增速与
增长效率的信息。“两新一重”的提
出，更是表明了要扩大投资的有效
性，一方面发挥传统基建的优势补
齐短板，另一方面抢抓新基建的机
遇推动产业升级，从根本上解决内
需不足的问题。

深化“放管服”改革，使市场在资
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推动国资国
企改革，推动制造业升级和新兴产业
发展，提高科技创新支撑能力，也都
是聚民心强信心的重要措施。11条
金融改革措施近期将会推出，向改革
要活力，向创新要动力，必将进一步
强化各市场参与主体的信心，青山会
留住，未来必赢得。

风已动，扬帆行！2020年是不平
凡的一年，只要我们坚定信心，不折
不扣抓好各项部署和措施的落实，中
国经济的大船一定能行稳致远。

展示“强信心”中国经济行稳致远

新华社北京5月28日电 第十三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
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28日下午在人
民大会堂闭幕。大会批准政府工作
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等。
大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第45号主席令
公布这部法律。大会通过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
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
行机制的决定。

闭幕会由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
执行主席栗战书主持。大会主席团
常务主席、执行主席王晨、曹建明、张
春贤、沈跃跃、吉炳轩、艾力更·依明
巴海、万鄂湘、陈竺、王东明、白玛赤
林、丁仲礼、郝明金、蔡达峰、武维华、
杨振武在主席台执行主席席就座。

习近平、李克强、汪洋、王沪宁、

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和大会主席团
成员在主席台就座。

会议应出席代表2956人，出席
2886人，缺席70人，出席人数符合法
定人数。

下午3时，栗战书宣布会议开始。
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十三届全国

人大三次会议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
决议。决议指出，会议充分肯定国务
院过去一年多的工作，同意报告提出
的2020年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要求、
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决定批准这个
报告。

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民法典。民
法典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
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
的决定。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会议表决通过了十三届全国人大
三次会议关于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20年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决议，决定批准关
于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
行情况与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草案的报告，批准2020年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表决通过了十三
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关于2019年中央
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20年中央和
地方预算的决议，决定批准关于2019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20年
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批准
2020年中央预算。

会议表决通过了十三届全国人
大三次会议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工
作报告的决议。决议指出，会议充分
肯定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以来
常委会的工作，同意报告提出的今后

一个阶段的主要任务和工作安排，决
定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十三届全国
人大三次会议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
报告的决议、关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工
作报告的决议，决定批准这两个报告。

会议表决通过了十三届全国人
大三次会议关于确认全国人大常委
会接受冯忠华辞去十三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委员职务的请求的决定。

随后，栗战书发表讲话。他说，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
会议已经圆满完成各项议程，是一次
民主、团结、求实、奋进的大会。会议
高度评价过去一年多来党和国家的
工作。代表们一致认为，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指引下，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全

党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乘风破浪
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取得新的重大
成果。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习近平
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用1个多
月时间初步遏制了疫情蔓延势头，用
2个月左右时间将本土每日新增病例
控制在个位数以内，用3个月左右时
间取得疫情防控重大战略成果。对
我们这样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
来说，这样的成效来之不易。这是中
国人民的英雄壮举，这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伟大力量。

栗战书说，会议审议批准了政府
工作报告和其他报告，对今后一个阶
段的工作作出部署。我们要认真贯彻
落实大会精神，依法履职、担当尽责，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
作，确保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
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下转A2版）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京闭幕
批准政府工作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等
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习近平签署主席令予以公布
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

”

“如果统算一下，实现了“六保”，特别是前“三保”，我们就会实现今年
中国经济正增长，而且要力争有一定的幅度，推动中国经济稳定前行。

过去我们说不搞“大水漫灌”，现在还是这样，但是特殊时期要有
特殊政策，我们叫作“放水养鱼”。没有足够的水，鱼是活不了的。但
是如果泛滥了，就会形成泡沫，就会有人从中套利，鱼也养不成，还会
有人浑水摸鱼。所以我们采取的措施要有针对性，也就是说要摸准
脉、下准药。钱从哪里来、用到哪里去，都要走新路。

如果经济方面或其他方面再出现大的变化，我们还留有政策空
间，不管是财政、金融、社保都有政策储备，可以及时出台新的政策，而
且不会犹豫。保持中国经济稳定运行至关重要。

我们投资的重点是“两新一重”，就是新型基础设施、新型城镇化
和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项目，而且要用改革的办法，用这些资金来撬
动社会资金的投入。项目要有效益、有回报，要经过科学论证、按规律
办事、不留后遗症。

今年要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向全社会作出的庄严承诺。按原本的账还有500多万贫困人口，受
这次疫情冲击，可能会有一些人返贫，脱贫的任务更重了。我们会多
策并举，特别是要采取措施把脱贫的底线兜住，我们有把握完成今年
决胜脱贫攻坚的任务。

(全文详见证券日报网www.zqrb.cn）

本报记者 刘 琪

在连续37个工作日暂停逆回购
操作后，央行自5月26日开始重启逆
回购，不仅连续三天操作，而且操作
量也在加大。据央行公开市场业务
交易公告显示，5月26日至5月28日，
央行分别开展了100亿元、1200亿元
及2400亿元的7天逆回购。由于没
有逆回购到期，故央行三天实现净
投放3700亿元。

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范若滢
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央行连续进行逆回购操作，主要
目的是要对冲流动性扰动，以维护
市场流动性平稳充裕水平，体现了
货币政策调控的精准性。5月底流
动性扰动因素较多，政府债券发行、
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等因素均对银
行体系流动性带来影响，资金面压
力明显较前期加大。

“此次逆回购体现了央行正在
深入贯彻近期的货币政策要求。《政
府工作报告》针对下一步的货币政
策做出了明确的要求，即稳健的货
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苏宁金融
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陶金对《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近期看，银行体系流
动性出现了收紧的迹象，5月28日
DR007再度上升至2%以上。此时央
行开展了较大规模的逆回购，以补
充银行短期流动性，缓解流动性的
边际收紧。

近期市场流动性的收紧，从银

行间资金价格指标之一的上海银行
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隔夜品种
的跳涨也有所体现。5月25日各期
限Shibor全面上行，其中隔夜Shibor
上行37.9个基点报1.473%，5月26日
隔夜Shibor进一步上行至1.88%，5月
27日隔夜Shibor升至2.104%，而上次
隔夜Shibor水平在2%以上还是在今
年3月11日。5月28日，隔夜Shibor虽
然小幅下行0.2个基点，但仍在2%以
上，为2.102%。

同时，5月26日以来，隔夜Shibor
还较为罕见地出现高于1年期Shi⁃
bor的情况，5月26日至5月28日，一
年期Shibor分别报1.723%、1.739%、
1.748%，均低于同日隔夜Shibor水
平。对此，有固收分析人士表示，
在于近期债券供给量大，供给压力
造成短期资金流动性紧张。民生银
行首席研究员温彬对《证券日报》
记者表示，央行5月28日继续开展
加量逆回购操作也是为了防止市场
利率上涨过快，保持利率市场的总
体平稳。

央行此次连续三天开展7天逆
回购操作的利率均维持在2.2%的
水平。陶金认为，逆回购利率未调
降，表明近期的公开市场操作更多
是为了注入流动性，旨在通过流动
性的注入推动利率水平下降。若
实体经济利率水平未在短期内下
降，则逆回购、MLF（中期借贷便
利）等政策利率调降的可能性会进
一步增加。

央行连续三天开展7天逆回购
净投放3700亿元

5月28日下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记者会，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应大会发言人张
业遂的邀请出席记者会，并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新华社记者 刘卫兵 摄

李克强总理出席记者会并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