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刘 琪

5月 17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 2022年 4
月份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

数据显示，按美元计值，4月份，银行结汇
2297 亿美元，售汇 2106 亿美元，结售汇顺差
190亿美元，与一季度月均顺差基本相当，远高
于 2021年同期水平；银行代客涉外收入 5054
亿美元，对外付款 4892亿美元，涉外收付款顺
差162亿美元，环比增长57%。

“当前国内外复杂环境下，我国跨境资金
流动延续净流入局面。”针对 4月份我国外汇
收支形势，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
人王春英表示，当前我国跨境资金流动形势总
体稳定，在国内外因素的综合影响下，主要是
从前期的较高流入趋向均衡流动。

同时，贸易、投资等实体经济相关跨境资
金净流入维持较高水平。据王春英介绍，4月
份，货物贸易跨境收支顺差 443亿美元，来华
直接投资项下资金净流入 184亿美元，较一季
度月均水平分别增长2%和6%，同比分别增长
2.8倍和 1.2倍。今年以来，货物贸易、直接投
资等实体经济相关资金稳步流入，继续发挥稳
定跨境资金流动的基本盘作用。此外，4月份
服务贸易涉外收支逆差进一步收窄，对外直接
投资延续平稳有序的发展态势。

王春英称，当前外部环境依然复杂多变，
但我国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经
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
本面不会改变。同时近年来我国外汇市场日
臻成熟、韧性增强，更有基础也更有条件适应
外部环境的调整变化，保持跨境资金流动总体
稳定的格局。

外汇局：

4月份我国跨境资金流动
延续净流入

张 颖

在近期海外股市大幅回调中，A股市场走
势相对独立，展现出较强韧性，令人关注。

可 以 看 到 ，上 证 指 数 自 4 月 27 日 触 及
2863.65点的低点后，稳步攀升站上3000点关
口。截至5月17日，上证指数报收于3093.7点，
期间累计涨幅达7.18%。业内人士普遍认为，
在各方面利好政策陆续出台中，稳增长效应正
在加速显现。虽然面临国内外多重复杂因素，
中国经济的韧性依然经得起考验，作为经济晴
雨表的A股市场的韧性也将随之增强。

5月16日，中国经济4月份“成绩单”出炉，
主要经济指标增速由升转降或有所回落。对
此，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表示，这些
由于疫情冲击带来的短期变化是阶段性和外
在的，中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面
没有变，支撑高质量发展的要素条件没有变，
韧性足、潜力大、空间广的特点也没有变。

值得关注的是，近期外资持续以实际行动
为中国经济投下“信任票”。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日前宣布将人民币在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
中的权重从10.92%上调至12.28%。商务部发布

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中国新增合同
外资1亿美元以上大项目185个，相当于平均每
天有1.5个外资大项目落地。这充分表明外资
对中国经济前景依然充满信心。而信心的恢
复与提升，势必传递到中国资本市场。

当前，A股市场自身三大安全边际因素也
凸显出长期投资价值。

一是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进行时，股息率
不断提升，股票配置价值也相应提升。

据中国上市公司协会统计，2021年末，A股
上市公司已完成现金分红总额1.55万亿元，创
近年新高。进一步统计发现，以5月17日最新
收盘价为基准股价，有1076家公司的股息率超
过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1.75%），有504家公司
的股息率在3%以上。高股息品种凭借较为确
定的股息收益，“安全垫”作用明显。

二是目前A股市场估值处于历史底部区
域，具有较高的安全边际。

从历史上看，2000年以来，A股市场出现过4次
大底，见底时间分别为2005年6月6日、2008年10月
28日、2013年6月25日，以及2016年1月27日，对应的
上证指数分别为998点、1664点、1849点、2638点，
对应的A股动态市盈率分别为19.05倍、13.07倍、

11.83倍、17.5倍。统计发现，截至5月17日，A股的
动态市盈率为15.09倍，处于历史底部区域。

三是目前破净股占比已经接近历史峰值。
统计显示，截至5月17日，沪深两市有409

只个股最新市净率低于1倍，处于“破净”状态，
占A股可交易个股比例为8.6%。

从历史数据看，2005年上证指数998.23点
时，破净股为175只，占上市公司总量13.48%；
2008年上证指数1664.93点时，破净股为173只，
占 上 市 公 司 总 量 11.04% ；2013 年 上 证 指 数
1849.65时，破净股为158只，占上市公司总量
6.45%。目前无论是破净股数量，还是破净股
占比，均已接近历史峰值。通常，破净股数量
的增多往往意味着市场底部的到来，有望吸引
境内外资金相继进场。

风物长宜放眼量。总之，无论是从接踵出
台的各项利好政策、实体经济长期向好的大趋
势，还是A股市场自身内在价值研判，我们都有
理由相信，中国资本市场必将迎来高质量发
展，尽显长期投资价值。

三大安全边际凸显A股市场长期投资价值

本报记者 孟 珂

近期，全国股转公司依据 4月 30日前基
础层挂牌公司披露的2021年年报等情况，按
计划开展了 2022年第二次创新层进层实施
工作，经挂牌公司自查、主办券商核查、全国
股转公司初筛等程序，于2022年5月17日发
布 2022年第二批拟调入创新层的挂牌公司
（以下简称“第二批拟进层公司”）初筛名单，
共计322家公司入围。

北京利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合
伙人常春林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新三板
启动分层制度改革后，第二批创新层进层名
单初筛共 322家，相比第一批的 40家明显增
加，这也意味着北交所“后备军”大幅增加。

“第二批企业顺利进入创新层后，创新层
企业数量将突破1500家，或掀起新三板挂牌
企业冲刺北交所上市高潮。”常春林称，待 6
月份、9月份再实施 2次进层调整工作后，创
新层企业数量将进一步增加。

据了解，2022年3月份，全国股转公司发
布实施修订后的《分层管理办法》，将创新层
进层频次由每年1次调整为每年6次，其中上
半年2月份至6月份逐月实施，下半年9月份
实施一次。按照修订后的《分层管理办法》，
创新层进层条件共设四套标准，分别侧重净
利润、收入增长、研发投入、市值等条件，具体
指标与北交所上市条件既紧密衔接，又拉开
梯度，体现了层层递进的市场格局。

从净利润、收入增长标准来看，第二批
拟进层公司中，共计 308家公司拟依据净利
润或收入标准进层。数据显示，308家公司
2021年平均营业收入 3.70亿元，平均净利润
3001.61 万元，较已披露年报的挂牌公司分
别高 53.90% 、200.11%；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达 17.45%，较已披露年报的挂牌公司高出
10.61个百分点；近两年平均营业收入和净
利润复合增长率分别为 22.47%、43.68%，较
已披露年报的挂牌公司分别高出 15.06个百
分点、33.19个百分点。

进一步梳理发现，上述308家公司中，有
221家符合北交所上市财务条件；近5成公司
净利润超 2500万，盈利超 5000万的 47家公
司 2021年净利润同比增长和近两年年均复
合增长率均超40%，呈现出高盈利、高成长特
征；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36家。

从研发投入标准来看，第二批拟进层公
司中，有 2家从事电子设备制造的公司拟依
据研发投入标准进层，且均已按要求披露相
关公告和会计师事务所的专项意见，其中 1
家公司研发费用超9000万元，已满足北交所
上市的研发标准。

从市值标准来看，第二批拟进层公司中，
有 12家公司拟依据市值标准进层。其中多
为新药研发、光伏发电、新材料生产等高新技
术企业。

第二批拟进层公司初筛名单发布后，全
国股转公司将根据异议情况，对初筛名单进
行调整，并在履行规定程序后做出正式进层
决定。 （下转A3版）

新三板今年第二批创新层进层名单出炉：

322家公司拟入围 相比首批40家明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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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全国政协 17日在京召开“推
动数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出席并讲
话。他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发展数字经济的重要论述，科学研判形
势，增强发展信心，辩证看待和统筹把握发展
和安全的关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
使之更好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
发展。

近 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29位委
员、专家在会上发言，140多位委员通过委员履
职平台发表意见。委员们认为，我国数字经济

发展大国地位稳固，未来发展前景广阔。要发
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
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把发展数字经济自主权
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要推动数字经济和实
体经济深度融合，引导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充分挖掘工业互联网发展潜力，促进新一代信
息技术为设备赋智、为企业赋值、为产业赋
能。要厘清数据所有权、使用权、运营权、收益
权等权利，建设更为安全高效的数据要素市
场。要加强统筹协调，创新监管方式，健全数
字经济治理体系，在保障国家网络和数据安全
的基础上激发企业创新活力。要鼓励数字经

济国际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数字治理进程。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

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成就举世瞩目。全球数字
经济正呈现智能化、量子化、跨界融合、深度渗
透、变革速度指数化等新特征。要努力适应数
字经济带来的全方位变革，提高综合国力和国
际竞争力。要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提高
基础研究水平，重视先进适用技术研发推广。
企业家是最重要的创新主体，要支持平台经
济、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研究支持平台经

济规范健康发展具体措施，鼓励平台企业参与
国家重大科技创新项目。要处理好政府和市
场关系，统筹制定规划，健全法律法规，增加政
府直接投入，提高全民族数字化素质，支持数
字企业在国内外资本市场上市。数字经济发
展必须坚持对外开放，特别是着眼于人、着力
于人，以开放促竞争，以竞争促创新。

全国政协副主席张庆黎主持上午的会议，
何厚铧、李斌、巴特尔、汪永清、何立峰、郑建
邦、辜胜阻、高云龙出席会议。中共中央、国务
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建
议，与委员协商交流。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

支持数字企业在国内外资本市场上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