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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实中介机构“看门人”责任
更好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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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导读今日导读

本报记者 吕 东

日前，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三大国
有银行发布的2020年年报显示，净利润（集团口
径，下同）合计达到6695.38亿元，较2019年同比增
长1.47%，集体稳定增长。

其中，工商银行最高，净利为3176.85亿元，同比
增长1.38%，平均日赚8.7亿元，在盈利方面继续领
跑。建设银行以1.62%的净利增幅成为增速最高，
去年实现净利润2735.79亿元。此外，交通银行2020
年实现净利润782.74亿元，同比增长1.29%。

光大证券研究所金融业首席分析师王一峰在
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三家已披露年
报的国有大行去年业绩全部保持正增长，符合市
场预期。

数据显示，工商银行第四季度单季净利为
872.31亿元，交通银行第四季度实现净利润255.62
亿元，均为去年盈利最多的一个季度。对此，王一
峰指出，这是因为第四季度减少计提拨备得以释
放部分利润。记者注意到，计提拨备已成为影响
各家银行净利润的重要因素，以工商银行为例，尽
管该行去年净利润同比增长1.38%，但拨备前利
润为5948亿元，比2019年增长4.2%。

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董希淼在接受《证券日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2020年上市银行特别是国有
大行仍是银行业中的佼佼者，这些银行发展能力
相对较强，恢复也相对更快。面对疫情，银行也在
转变盈利方式和提升内部精细化管理的水平。

去年面对突发的疫情，稳资产质量均是各家
银行的首要目标之一。这三家银行不良贷款率波
动不大，得益于去年不良贷款核销处置和清收力
度的不断加大。2020年，工商银行全年处置不良
贷款2176亿元，比2019年增加了289亿元；交通银
行2020年累计处置不良贷款829.11亿元，同比增
长31%。该行近三年累计化解不良贷款2134亿
元，超过2012年至2017年六年总和，累计核销约
1460亿元，超过之前13年总和。

董希淼认为，在2020年，商业银行处置不良贷
款逾3万亿元，资产质量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仍将
是商业银行面临的最大的压力。他同时指出，疫
情对银行所带来的风险冲击，仍存在滞后反应，所
以未来一段时间，整个银行业仍要防范不良资产
产生，做好未雨绸缪，提升资产质量韧性。

王一峰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随着去年下
半年经济的恢复性增长，A股上市银行总体资产
质量压力有所减轻，银行风险防控核心能力也在
加强。但也应该注意到，信贷投放呈现一定的区
域分化特征，不同区域的信用风险的压力是不一
样的。“总体来看，今年银行资产质量的压力点主
要集中于弱资质房企的现金流压力，以及传统的
产能过剩行业可能产生的债务风险等方面。”

工建交三大国有行
去年业绩集体增长

本报记者 苏诗钰

3月2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工
业经济效益月度报告显示，1月份至2
月份我国工业企业利润加快恢复。1
月份至2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实现利润11140.1亿元，同比增长
1.79倍，比2019年同期增长72.1%，两
年平均增长31.2%，延续了去年下半
年以来较快增长的良好态势。

国家统计局工业司高级统计师朱
虹对此表示，随着统筹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成效的持续显现，在国内
外市场需求稳定恢复、同期基数较低
以及“就地过年”等因素共同作用下，
工业生产销售增长加快，企业收入、利
润加速恢复，盈利水平回升明显。

朱虹表示，多重因素推动工业利
润较快增长。低基数叠加“就地过年”
推动利润较快增长；工业生产销售增
长加快，带动盈利明显增加；九成以上
行业利润增长，近六成行业利润翻倍；
企业亏损明显减少，扭亏企业贡献突
出；装备和高技术制造业带动作用明
显；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增势良好。

具体数据来看，去年1月份至2月
份，受疫情冲击影响，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利润同比大幅下降38.3%，在2019
年1月份至2月份利润同比下降14%的
情况下，进一步拉低了基数。年初以
来，市场需求持续回暖，工业企业延续
稳定恢复态势，生产销售较去年同期
明显加快。1月份至2月份，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5.1%，两年平
均增长8.1%；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45.5%，两年平均增长9.4%。工业生
产销售均达到近年较好水平，为企业
效益改善创造有利条件。

1月份至2月份，在41个工业大类
行业中，38个行业利润总额同比增
加，行业增长面超过九成。其中，有
24个行业利润增速超过100%。1月份
至2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亏损企业亏
损额同比减少28.6%，减亏明显。2月
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亏损面为
27.1%，同比缩小9.0个百分点。在去

年同期亏损企业中，有47.2%的企业
今年前两个月实现盈利，拉动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1个百分点，
扭亏企业拉动利润增长贡献突出。

另外，1月份至2月份，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
同比减少1.16元，单位成本降至近年
较低水平；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费
用同比减少1.38元。成本费用水平
下降扩大了企业盈利空间。1月份
至2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
入利润率为6.60%，同比提高3.15个
百分点，盈利能力显著提升。其中，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营业
收入利润率同比提高7.69个百分点，
医药制造业提高5.67个百分点。

资产负债率下降。2月末，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56.2%，
同比下降0.1%。国有控股企业资产
负债率为56.9%，同比下降0.2%。

招商证券宏观首席分析师谢亚
轩对此表示，1月份至2月份工业企
业利润超高增速，主要原因有以下
几点，一是低基数促进高增长；二是
增量效应主要源自国内外需求景气
度超过去年同期；三是就地过年促
进企业生产；四是原材料制造业利
润增速受益于价格上涨。

英大证券研究所所长郑后成对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海外需求依旧
旺盛，出口交货值累计同比大概率还
将继续上行，叠加3月份是开工旺季，
二者共同对工业增加值累计同比形成
支撑。价格方面，国际油价、有色金属
价格、黑色金属价格大幅下行概率较
低，叠加考虑低基数效应，3月份PPI同
比大概率在2月份的基础上继续上
行。3月份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累计同
比还将保持高增速。

朱虹表示，总体看，工业企业效益
状况延续快速复苏态势，但也要看到，
国际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国内疫情防
控不容放松，各行业效益改善还不平
衡，部分消费品行业盈利尚未恢复至
疫情前正常水平，工业经济全面恢复
的基础还需进一步巩固。

我国工业企业利润加快恢复
前2个月超九成行业利润增长

择 远

3月26日，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发布关于康美药业证券虚假陈述
责任纠纷的普通代表人诉讼权利登记
公告。随后，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
发布接受康美药业虚假陈述民事赔偿
案50名投资者委托的说明。这是否会
成为第一例“中国版证券集体诉讼案”，
意义重大。

首先，康美药业虚假陈述案案件重
大、典型，投服中心公开接受50名投资者
委托，替他们打官司，具有较强示范性。

此次投服中心替投资者打官司，或
将成A股市场上首例“中国版证券集体
诉讼案”。如果行之有效，并在后续推广
开来，投服中心必然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为投资者发声，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其次，能让投资者更深刻地体会到
投资者保护工作是有的放矢，都是落到
实处的。一直以来，投资者保护都是我
国资本市场的一项重要工作。特别是已
经实施一年多的新证券法，更是在投资

者保护方面设立专章。其中，第95条明
确规定：投资者保护机构受50名以上投
资者委托，可以作为代表人参加诉讼，并
为经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确认的权利人依
照前款规定向人民法院登记，但投资者
明确表示不愿意参加该诉讼的除外。

在笔者看来，独具中国特色的证券
集体诉讼制度，让风险承受能力相对较
低、投资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相对不足
的普通投资者，可以得到更加充分的保
护，使得投资者权益保护有的放矢，更有
针对性，是保护投资者的一把利剑。

而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中国版证
券集体诉讼”有了实操案例，更能让投资
者切身感受到投资者保护工作都是落
地的；更能深刻体会到投资者保护这一
制度的强大保护。

第三，加大了违法成本，警示上市
公司等市场各方要遵纪守法。长期以
来，由于上市公司违法成本过低，使得一
些上市公司、中介机构置法律法规于不
顾，置投资者利益于不顾，对市场和投资
者造成极大伤害。

他们之所以有这样的“底气”，是
因为以往中小投资者受到证券违法行
为侵权时，往往都是“单打独斗”，需要
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但自身索赔的
金额并不多，导致一些中小投资者往
往会放弃权利。而集体诉讼制度为权
利受损的中小投资者提供了便利、低
成本的维权渠道，并对证券违法犯罪
行为形成强大的威慑力和高压态势。
这可以有效遏制和减少资本市场违法
犯罪行为的发生，必然会对上市公司
等起到警示作用。

去年以来，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制
度闸门开启，多地法院推出第一批证券
纠纷代表人诉讼。不过，特别代表人诉
讼一直未能破冰。如今，投服中心公开
接受康美药业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投
资者委托，意味着这一制度即将有了实
操案例。中国版证券集体诉讼制度为
投资者撑腰，值得点赞。

中国版证券集体诉讼制度值得点赞

3家头部券商去年净赚368亿元
28只重仓股为四季度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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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业的碳减排：
开头肯定艰难 未来一定美好

............................B2版

新华社南京3月28日电 3月25
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江苏省委书
记娄勤俭、省长吴政隆陪同下，在
常州、南京考察。他强调，要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贯彻党中央、国务
院部署，深化改革开放，增强创新
能力和发展动力，增进民生福祉，
推动高质量发展。

李克强来到常州恒立液压公司，
详细询问产品、技术研发情况，鼓励
企业在开放合作中不断创新，以恒心
立恒业。他与当地10多家制造业企

业负责人交流，听到大家纷纷表示，
受提高制造业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
除比例政策的激励，企业准备大幅增
加研发投入。李克强赞许说，国家不
惜重金减税，就是要以市场化、普惠
性政策“四两拨千斤”，推动企业加大
创新力度。有创新企业才有未来，国
家会有更好发展。

在常州富强新村，李克强考察社
区养老、托幼等生活服务。他走进养
老中心，察看老人就餐、健康监测等
情况。当地政府以购买服务、免费提
供场地和水电气方式，引入社会力量
兴办养老服务，不仅老人们获益，还

带动了就业，李克强予以肯定。他对
居民们说，社区里有你们的“小家”，
社区也是个“大家”。社区提供养老、
托幼服务，会让上班的家人安心。老
人有幸福的晚年，年轻人就有可以预
期的未来。孩子在社区的关怀照顾
下成长起来，也会更有爱心。

李克强走进一家个体户创办的
服务点。看到这里既卖小日用品又
代收代寄快递，李克强说，你的服务
方便了大家，也增加了自己收入。他
叮嘱当地负责人，中国人勤劳，要千
方百计为群众灵活就业创造条件，这
方面大有可为。

李克强听取了江苏自贸试验区
改革发展情况汇报，并考察了位于自
贸区的由中石化与巴斯夫合资的扬
巴公司。他勉励地方同志要继续推
进制度创新，集聚人才等先进要素，
发挥自贸区改革高地、开放前沿的辐
射带动作用。

李克强来到南京大学，了解基础
研究情况，饶有兴趣查看研究成果转
化应用，鼓励科研人员加强跨领域协
作，推动融合创新。他与学校院士们
亲切交谈，希望一代一代传承推动创
新，增强发展的延续力。李克强十分
关心大学毕业生就业情况，专门听取

学校这方面汇报。他与学生们交流，
询问今年毕业学生的就业意向、有没
有签约。李克强勉励广大学生说，你
们要记住南大校训中说的“诚朴雄
伟”，要潜心向学，踏踏实实从近处小
处做起，将来实现远大志向，利社会、
利国家。

李克强充分肯定江苏经济社会
发展取得的成绩，希望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更好
发挥自身优势和经济大省作用，推动
发展迈上新台阶，并为国家发展作出
更大贡献。

肖捷陪同考察。

李克强总理在江苏省考察时强调

深化改革开放 大力推动创新
在发展中不断改善民生

3月28日，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新闻发言人、宣传司副司长米锋在北京表示，截至3月27日24时，全国累计报
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超过一亿剂次。资料图为医护工作者在为接种者准备新冠病毒疫苗。 中新社记者 田雨昊 摄

中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超一亿剂次中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超一亿剂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