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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今日视点

新华社北京10月20日电 国务
院总理李克强10月20日主持召开国
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做好秋收和秋冬
种工作，为保障粮食安全和物价平稳
提供有力支撑；听取民生用能保供情
况汇报，要求确保人民群众安全温暖
过冬；要求进一步加大对中小微企业
纾困的政策支持力度。

会议指出，今年秋粮丰收已成
定局。粮价是百价之基，我国居民
消费价格指数中食品价格占比高，
粮食丰收可为稳物价、防通胀奠定
坚实基础。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
部署，积极应对近期北方持续阴雨
对秋收秋播带来不利影响、农资价

格高位运行等挑战，保证秋粮应收
尽收，力争秋冬种面积基本稳定，确
保明年夏粮丰收。一是主产区要抓
紧组织秋粮抢收，做好粮食烘干收
储。二是抓好秋冬种。加快积水农
田排水。对因灾推迟播种地块，通
过选用早熟品种、适当增加播种量、
科学增施底肥等，尽量降低晚播影
响。因时因地因苗落实冬前田管和
病虫害防控措施。三是保障农资供
应、稳定农资价格。加强种子供应
和质量监管。保障原料和用能，促
进农资企业扩大生产，加强进出口
调控，增加化肥、农药供应。四是加
大政策支持。保障农田排涝、粮食

烘干等的电力、柴油供应。农业部
门要统筹用好现有资金支持地方秋
收和秋冬种。对受灾地区中央财政
再安排适当资金用于农业生产救
灾。财政部门提前下达明年相关转
移支付资金和农机购置补贴等，支
持地方开展晚播和购置烘干机等，
对烘干作业给予适当补助。

会议指出，确保人民群众特别是
受灾群众安全温暖过冬是党中央、国
务院的明确要求。据预测，今年冬季
北方等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低，甚
至可能出现极端天气。会议决定，要
统筹稳增长、调结构、保民生，重点解
决群众和市场主体反映强烈的突出

问题。一要确保冬季北方地区特别
是东北供暖。全力保障供暖用煤生
产和运输。依法打击煤炭市场炒
作。二要保障北方重点地区取暖用
气。组织供气企业尽可能增加资源
供应，统筹协调用气资源，适时组织

“南气北上”，用好已形成的储气量，
做好调峰保供。坚持宜煤则煤、宜电
则电，实事求是、因地制宜保障群众
取暖。三要充分发挥煤电油气运保
障机制作用，做好日调度、周平衡。
压实地方责任，鼓励地方对供气供热
企业给予合理支持，保证民用气和取
暖价格基本稳定。科学实施有序用
电，做好“压非保民”预案，合理控制

城市夜景亮化。推动全社会加强节
约用电用能。

会议指出，保中小微企业等市场
主体，就是保就业，也有利于增加供
给、稳定物价。要多策并举有针对性
加大助企纾困力度。防止大宗商品
涨价向下游产业传导使中小微企业
承受成本压力，抓紧研究包括阶段性
减税降费在内的普惠性政策，鼓励地
方对中小微企业在减免房屋租金、水
电费等方面给予支持，减轻企业负
担，帮助渡过难关。推动中小微企业
向“专精特新”方向发展，提升市场竞
争力。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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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街论坛年会 10 月 20 日在京开
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
总理刘鹤作书面致辞。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出席开
幕式并致辞。

刘鹤表示，今年以来，面对多重风

险冲击，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有效实施宏观
政策，国民经济稳定复苏，金融系统发
挥着关键作用，取得了积极成效。

刘鹤指出，中国是具有强劲韧性
的超大型经济体。在党中央、国务院
的坚强领导下，这种韧性来自市场主

体竞争力，来自经济结构的完整性，
来自改革开放的正确政策，更来自超
大规模的国内市场和亿万人民通过
艰苦奋斗实现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

刘鹤强调，金融系统要进一步主
动担当作为。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做
好货币政策调节，加大对民营经济、

小微企业等的融资支持。支持绿色
低碳发展，支持煤的清洁高效利用与
新能源的开发利用，保障能源安全，
推动实现“双碳”目标。推进高水平
对外开放，创造公平市场环境，保护
在华外资机构合法权益。更加重视
金融科技，提升金融服务质效，加强

科技监管能力建设。统筹做好金融
风险防控，实现防风险和稳发展的动
态平衡。目前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个
别问题，但风险总体可控，合理的资
金需求正在得到满足，房地产市场健
康发展的整体态势不会改变。

（相关报道见A2版）

刘鹤向2021金融街论坛年会开幕式致辞

金融系统要进一步主动担当作为

本报记者 刘 萌

10月20日，商务部发布数据显
示，1月份至9月份全国吸收外资
8595.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9.6%。

从行业看，服务业实际使用外
资金额6853.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
长22.5%。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
资金额增长29.1%，其中高技术服务
业增长33.4%，高技术制造业增长
15.2%。从来源地看，“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和东盟实际投资同比分别增
长31.9%和31.4%（含通过自由港投
资数据）。从区域分布看，我国东
部、中部、西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分
别增长19.8%、29%和4.1%。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
究部副部长刘向东在接受《证券日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年前三季
度，我国实际使用外资保持较高增
长，尤其是适应我国产业结构调整
的趋势，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
维持高增长态势，此外，与“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和东盟国家的投资往
来增长较快，来自这些地区的外资
保持较快增长势头。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自贸区
研究院副院长肖本华在接受《证券
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年前9个

月我国吸收外资保持了总量的继续
增长和结构的进一步优化，尤其体
现在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上。从产
业结构看，高技术服务业吸收外资
增长速度较快；从区域结构来看，中
部地区吸收外资出现较快增长。

10月19日，商务部等24部门发
布《“十四五”服务贸易发展规划》
（以下简称《规划》）指出，2020年，我
国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1172.6亿美
元，占全国外资总额的78.5%。

商务部数据显示，“十三五”时
期中国服务业吸收外资年均增长
4.4%，占比从2015年的69.8%提高至
2020年的78.5%，助力中国2020年成
为全球最大外资流入国。

服务业吸收外资增加，带动了
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稳外资
作出了重要贡献。《规划》提出，深化
服务贸易改革开放、优化服务贸易
行业结构，包括“扩大外资准入领
域”“进一步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
单”“支持外资企业在华设立研发中
心”等。

刘向东表示，展望四季度，在我
国稳外资政策的进一步作用下，经
济运行环境持续改善，四季度我国
吸引外资有望保持增长态势。

肖本华认为，一方面我国吸引

外资势头总体向好，另一方面需要
进一步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优化
投资环境。

刘向东建议，第一，继续落实外

商投资法及相关稳外资的政策举
措；第二，要进一步依法依规推进包
括服务业在内的市场开放，进一步
优化营商环境，利用自贸区、自贸港

等开放平台，增强在华投资的便利
性；第三，采取更为积极的宏观政策
引导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为外资在
华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

前三季度全国吸收外资同比增长19.6% 四季度有望保持增长

张志伟

“近年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
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加速创新，日
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数
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
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正在成为重组
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
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

10月18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
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进行第
三十四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
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高屋建瓴、高
瞻远瞩的讲话和对数字经济发展的
战略部署，为奋斗者注入了昂扬的动
力，给徘徊者吃了定心丸。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仍
在演进，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深远广
泛，畅通国内外经济循环仍需攻坚克
难，发展数字经济是把握新一轮科技
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

发展数字经济、数字技术，就抓住了
经济发展的“牛鼻子”，找到了经济发
展的“加速器”。

近几年来，数字化浪潮澎湃向
前，对企业的影响已经从前台、中台，
延伸到了后台。数字实践迭代变革，
场景是最好的“解说员”。对金融机
构尤其是对银行来说，数字化已经从
网点、中台的财富管理，发展到后台
的风控。可以说，银行数字化正从

“中台战略”走向“后台变革”。
抓住机遇，方可赢得主动。具

体到金融业，特别是对促进实体经
济发展担当重任的银行来说，更要
顺应趋势、主动求变、科学应变，加
速中台数字化、逐步推进后台数字
化。推动、引领数字化发展，金融机
构义不容辞。

近年来，银行数字化转型成效
明显。国内银行已将金融科技上升
至战略层面，转型目标明确、清晰，

并在组织架构、平台建设等方面进
行了积极探索。《中国上市银行分析
报告 2020》显示，2019 年，大中型上
市银行平均科技人员占比提升至
4%以上，目前共有12家银行系金融
科技子公司成立。从单个银行看，
数据显示，2021年上半年，招商银行
信息科技投入50.55亿元，同比增长
28.89%。通过对“数据资产”的管
理，提升流程管理效率，截至今年10
月份，年内已有 1720 家银行网点关
停，金融服务可获得性、便捷性得到
快速提升，智慧网点、轻型银行的特
征已经凸显。

数字化深度改变了前端营业网
点的旧有模式，有银行已经推出智能
投顾，对私人银行客户进行财富管理
服务；同时，银行中台、后台风控的数
字化变革也在加速推进，譬如将进件
等业务环节上链。

金融业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和实

体经济的血脉，作为金融业中流砥柱
的银行业，其加速数字化转型具有重
要意义，将形成一种推动、引领，具有
标杆效应。自身强大之后银行还可
以进行技术输出，输出技术中台、业
务中台、全场景应用式服务平台等金
融科技能力和解决方案，构建开放、
融合、共生的新生态，成为数字社会
的共建者，从而引领金融业甚至其他
行业的数字化进程。

我们欣喜地看到，随着金融与科
技的融合进一步深化，银行数字化成
果不断涌现。但也要清晰的认识到，
银行数字化转型之路道阻且长，仍面
临不小挑战。银行业责任在肩，要抓
住机遇，披荆斩棘、砥砺前行，推动、
引领、赋能，责无旁贷。

金融机构推动引领数字经济发展责无旁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