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包兴安

投资是提振工业经济的“牛鼻子”，而专项
债对于扩大有效投资具有重要作用。东方财富
Choice数据显示，截至2月20日，年内新增专项债
发行规模达5953亿元，占提前下达专项债额度
的40.78%。

中国财政学会绩效管理专委会副主任委员
张依群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今年新增专项
债将在重点投资领域发挥作用。一方面加快补
齐中国基础设施短板，提升公共服务、产业发
展、能源供应等功能，为相关产业发展提供助
力；另一方面投资形成经济增量可以带动消费。

2月18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促进工业
经济平稳增长和服务业特殊困难行业纾困发展
新闻发布会上，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符金陵
表示，管好用好专项债券资金，保障重点项目建
设。2021年12月份，已提前下达各地2022年新
增专项债券额度1.46万亿元，截至今年1月底地
方已发行新增专项债券4844亿元。

根据财政部政府债务研究和评估中心披露
的数据，1月份发行的新增专项债券分别用于市
政及产业园区基础设施1653.55亿元，交通基础
设施1055.18亿元，社会事业763.23亿元，保障性
安居工程646.98亿元，农林水利440.61亿元，生
态环保168.88亿元，能源、城乡冷链物流基础设
施115.33亿元。

无锡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吴琦对《证券
日报》记者表示，今年稳投资促增长，需要用足用
好专项债，重点加快国家重大战略项目、补短板
项目以及新型基础设施重大项目建设，特别是新
型基础设施重大项目可以扩大有效投资和激发
信息消费，支撑工业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促
进业务模式创新和生产效率提升，助力行业企业
脱困发展，进而促进工业经济平稳增长。

“今年提出投资适度前置，专项债券资金投
资新基建关键在于投基础、投节点、投关键，达
到为传统基建赋能、为新兴产业助力的目的。”
张依群认为，例如“东数西算”工程，就是通过京
津冀、长三角等点上的突破带动全国实现全局
性破围，让我国经济能够在网络通信、万物互
联、集成智能、绿色低碳的高速轨道上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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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颖

2月1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印发《关
于促进服务业领域困难行业恢复发展的若干
政策》的通知，针对餐饮、零售、旅游、公路水路
铁路运输、民航等5个特殊困难行业，出台了43
条纾困举措。

用国家发改委党组成员、秘书长赵辰昕的话
说，“这些纾困措施针对性更强、力度更大，发挥更
大的助力作用”。

从上述举措看，纾困工具种类更多，涵盖
了财税、金融、行政监管等多方面。其不但支
持力度更大，而且解决了部分企业最为紧迫的
现金流缺口，可谓及时雨。这无疑是行业复苏
的根基。另外，此次纾困政策体现了“造血”和

“输血”相结合。信贷支持、税收减免等政策延
续了2021年以来的“输血”救急思路，对优秀企

业的融资支持，使其率先复苏，从而带动整个
行业的全面复苏。这就相当于激活了整个行
业的“造血”能力，同时也启动了行业复苏的

“发动机”。
众所周知，近两年，受到疫情等因素影响，

餐饮、零售、旅游、公路水路铁路运输、民航等
行业的消费大幅收缩，这也是此次纾困措施出
台的一大重要背景。但总体上，近两年一系列
跨周期的稳增长政策为经济增长的稳中求进
提供有力支撑，经济保持明显复苏势头，2021
年作为“十四五”开局之年，交出了一份亮丽的

“成绩单”。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国内生产总
值（GDP）比上年增长 8.1%，CPI 上涨 0.9%，实
现了较高增长、较低通胀的优化组合。经济增
速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

在此经验和基础上，去年12月8日至10日
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2022年“稳字当

头、稳中求进”。针对上述五行业来看，促消
费，稳增长政策将持续发力：

今年年初，“十四五”民用航空发展规划、
“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相继出台，意在增强
企业创新发展动能，全方位推进行业向高质量
发展目标迈进。一系列政策诠释出，我国坚定
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以积极举措有效应对需求
收缩的挑战。

2月14日召开的国常会提出，工业和服务
业在经济发展和稳定就业中起着骨干支撑作
用。对特殊困难行业，在阶段性税收减免、部
分社保费缓缴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促进稳就
业和消费恢复。

2月18日，在上述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
印发《关于促进服务业领域困难行业恢复发展
的若干政策》的通知同一天，多部门联合出台
了18项促进工业经济平稳增长的政策，释放出

着力稳定经济的强烈信号。
对此，各大机构纷纷提出“预见复苏、布局

疫后”的投资建议。笔者认为，疫情后时代叠
加政策加持，遭遇寒冬的行业将逐步回暖、景
气回升，让复苏从预见走向看见。

不畏浮云遮望眼，守得云开见月明。积
极有效的政策，必将把 14 亿多人口的潜在消
费能力有效激活释放出来，推动消费升级，促
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作为资本市场的投资
者，也应以更加积极的心态来应对市场变
化。疫情终将过去，唯有抱定希望，在蛰伏中
不断探寻行业反转的大机会，才能与市场共
同成长，迎来“春日升机”。

纾困红包增厚 五行业复苏从预见走向看见

本报记者 杜雨萌

随着全市场注册制改革加速推进，今年
以来，多地在推动优质企业上市方面，给出了
更为具体的量化指标。

如近日广州市发布的《广州市科技创新
“十四五”规划》称，广州将实施上市挂牌“科
创领头羊”工程，争取5年内推动不少于60家
科技企业在境内外上市。而在此之前，广东
省于去年 10 月份发布的《广东省科技创新

“十四五”规划》曾明确，力争到2025年，新增
上市科技型企业200家。

国信证券高级研究员张立超在接受《证
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加快建设创新型
国家，关键在于培育和发展科技创新型企
业。对于地方，推动科技型企业上市，有助
于促进当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进一步畅通
科技、资本和实体经济的高水平循环，从而
实现产业调整、区域发展和新经济增长等多
重目标。

《证券日报》记者梳理全国31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注意到，共
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明确提出，要推动企
业上市。其中浙江省、安徽省、江西省、河南
省、湖北省、海南省、陕西省等还提出了今年
的量化指标。

具体来看，今年浙江省力争新增上市公
司 70家，安徽省力争新增上市企业 30家，江
西省力争新增上市公司12家，河南省拟新增
上市企业20户左右，湖北省拟新增上市企业
20家，海南省力争新增上市公司 1家至 2家，
陕西省拟新增上市企业12家。也就是说，仅
上述七省份，今年就有望培育出 166家新晋
上市企业。

在张立超看来，当前各地积极推动企
业上市，一方面是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转型；
另一方面，借力资本市场的融资供给、成本
补偿和风险分担功能，提升金融资源供给
与实体融资需求的适配性，能为企业研发
活动提供低成本的长期资金，激发企业创
新意愿。

除了推动企业上市外，“专精特新企业”

同样成为今年各地“两会”上的关键词。其
中，北京市提出，要“全力支持新三板改革，用
好北京证券交易所，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
系，培育推动更多专精特新企业上市”；辽宁
省提出，“实施企业上市五年倍增计划，支持

‘专精特新’企业上市融资”。
钜融资产投资部总监王雷在接受《证券

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海外经验来看，
传统制造业强国均有一大批“小巨人”企
业，他们在细分行业竞争优势突出、技术全
球领先，占领细分市场绝大部分份额。对
于我国来说，培养“专精特新”企业，尤其是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可谓恰逢其时。其
中，资本市场无疑能为“专精特新”企业提供

更为丰富的融资渠道，助其完善公司治理，
便于扩大企业影响力。

据记者梳理，除北京市和辽宁省外，今年
还有 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明确表态，要
培育一批“专精特新”企业。其中，上海市、浙
江省、安徽省等 1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提
出了具体的数量指标。

华辉创富投资总经理袁华明在接受《证
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中国经济正
处于转型升级中，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
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学等新兴产业
代表了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方向和未来。由
于现代新兴产业的产业链普遍长且复杂，产
业链中的很多节点具有科技含量和研发投入

高、需求规模不大但稳定、相关企业经营业绩
良好等特征，而这也容易催生一批专业发展、
竞争力强的中小企业。不管是从自主可控还
是效率提升的角度，中国都需要培育、也有条
件培育一批具备全球竞争力、涵盖产业链重
要节点的科技企业。

在袁华明看来，中国经济体量的持续
增长以及国内经济转型升级趋势是“专精
特新”企业快速发展的大背景，而产业政策
和包括注册制在内的资本市场改革，则为
国内“专精特新”企业加快发展提供了催化
剂。各地加大针对“专精特新”企业的培育
和支持力度，有望改善我国制造业大而不
强的状况。

24地计划“推动企业上市”七省166家企业蓄势待发

本报记者 邢 萌

近年来，监管部门持续优化对外开放制
度，债券市场开放水平不断提高。

2月18日，证监会召开2022年债券监管工作
会议分析当前形势，研究部署2022年债券监管
重点工作。会议提出，2021年交易所债券市场
总体保持稳定健康发展。要更加突出公开透
明，全面深化债券发行注册制改革和扩大开放。

业内专家认为，国内债券市场开放程度持
续加大，有利于吸引更多境外中长期资金，助力
实体经济发展，提高我国债市的国际影响力。
同时，也应防范境外资本流动风险，加强资金监
测与风险防范，促进国内债市稳定有序发展。

正研究扩展境外机构投资者
进入交易所债市渠道

近年来，监管部门深化债券市场境内外互
联互通，完善相关规则制度，多措并举提高对

外开放程度。
2月18日，证监会公开部分2021年全国人

大代表建议和全国政协委员提案的回复。其
中，证监会在对《关于推动我国交易所债券市
场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提案》的回复中表示，为
扩大交易所债券市场对外开放，证监会正积
极研究扩展境外机构投资者进入交易所债券
市场的渠道，丰富投资者结构，拓宽多元化资
金来源。同时，证监会也在积极探索研究境
外投资者通过交易所市场与境外市场之间的
互联互通机制进行债券投资。

证监会还表示，正在抓紧推动交易所债券
市场熊猫债发行规则制定工作，对境外机构发
行债券的主体范围、审核备案要求、会计准则适
用、中介机构准入以及外汇管理等进行明确。

与此同时，监管部门也在推进境内债券市
场的互联互通。今年1月20日，经央行和证监
会批准，沪深交易所等联合发布了《银行间债
券市场与交易所债券市场互联互通业务暂行
办法》。这意味着境内债券市场互联互通机制

建设迈出了重要一步。
“近年来，监管部门不断从政策层面优化、

加快债券市场对外开放。”中诚信国际研究院助
理总监卢菱歌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监管部
门搭建了境外机构投资我国债券市场的整体性
监管框架，统一市场准入管理和资金管理，完善
与国际接轨的操作安排，增强债券市场对外开
放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同时，监管部门
还多措并举吸引境外机构参与我国债市。具体
措施包括优化熊猫债监管制度、拓宽外资流入
途径、延长税收优惠时间、提高金融基础设施服
务水平等，为境外机构入市提供更大便利。

加强监测跨境资金流动
防范国际市场风险传导

与此同时，证监会进一步健全债券市场相
关法律法规，为市场各主体提供法律保障。证
监会印发的2022年度立法工作计划显示，证监
会将配合国务院有关部门做好《公司债券监督

管理条例》等行政法规的制定、修改工作。
对于如何进一步完善互联互通机制、提高

债市对外开放水平，上海财经大学法学教授麻
国安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监管部门需要持
续优化投资环境，提升境外投资者入市便利。
同时，应尽快与国际市场法律法规接轨，减少
境外投资者的后顾之忧，促进外资更深层次地
参与我国债券市场，激发债券市场活力。

卢菱歌建议，可通过发展信用衍生品市场
来完善风险对冲机制。当前，风险对冲工具选
择有限是制约境外投资者参与我国债券市场
的重要因素。监管部门需要完善债券衍生品
和汇率衍生品的相关交易机制，扩大开放范
围，提高境外投资者管理投资风险的便利性。

麻国安还认为，应加强对债券市场的监管
力度，防范跨境资本流动风险。监管部门需加
强跨境资金流入流出监测，警惕资金“大进大
出”等异常行为，防范国际市场对国内市场的
风险传导，密切关注国际金融市场变化，健全
相关风险防范机制。

证监会：全面深化债券发行注册制改革和扩大开放
专家提醒防范跨境资本流动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