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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26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为即将出
版发行的《复兴文库》作题为《在复兴之路上坚
定前行》的序言。

习近平指出，修史立典，存史启智，以文化
人，这是中华民族延续几千年的一个传统。编
纂《复兴文库》，是党中央批准实施的重大文化
工程。在我们党带领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之际，这部典籍的出版，对
于我们坚定历史自信、把握时代大势、走好中国
道路，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习近平强调，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伟大的民

族，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近代以后，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
从那时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成为中国
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无数仁人志士
矢志不渝、上下求索，奔走呐喊、奋起抗争。中
国共产党成立后，团结带领人民前仆后继，进行
艰苦卓绝的斗争，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找
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通过
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不懈努力，迎
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谱
写了中华民族发展进程中最为波澜壮阔的历史
篇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
明前景。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在中国

共产党坚强领导下，坚持科学理论指导和正确
道路指引，凝聚亿万人民团结奋斗的磅礴力量，
中国人民就能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
在自己手中！

习近平指出，在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中，一代代中华民族的先进分子和优秀儿女探
索、奋斗、牺牲、创造，留下了大量具有重要历史
价值和时代意义的珍贵文献。编纂出版《复兴
文库》大型历史文献丛书，就是要通过对近代以
来重要思想文献的选编，述录先人的开拓，启迪
来者的奋斗。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
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我们
更需要以史为鉴、察往知来。要在学好党史的

基础上，学好中国近代史，学好中国历史，弄清
楚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弄清楚中国共产
党人是干什么的、已经干了什么、还要干什么，
弄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未来怎样才
能继续成功。要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自觉，
传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推动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构筑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要萃取历史精华，推
动理论创新，更好繁荣中国学术、发展中国理
论、传播中国思想，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时代化。要坚定理想信念，凝聚精神力量，在新
时代更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我们这一代

人的智慧和力量，创造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业
绩和荣光。

《复兴文库》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
以思想史为基本线索，精选1840年鸦片战争以
来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相关的重要文献，全景
式记述了以中国共产党人为代表的中华优秀
儿女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而
不懈求索、百折不挠的历史足迹，集中展现了
影响中国发展进程、引领时代进步、推动民族
复兴的思想成果，深刻揭示了中华民族走向伟
大复兴的历史逻辑、思想源流和文化脉络。《复
兴文库》共五编，其中第一至三编将于近日出
版发行。

习近平为《复兴文库》作序言强调

以史为鉴察往知来 在复兴之路上坚定前行

根据国家有关 2022年部分节假日安
排的通知和沪深北交易所 2022年国庆节
期间休市的规定，本报 10月 2日至 9日休
刊，10月10日恢复正常出报。

本报编辑部

休刊启事

本报记者 吕 东

积土而为山，积水而为海。
实体经济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石

与命脉。近年来，银行机构牢牢把握服务实
体经济政策的“时度效”，持续加大信贷投放
力度、积极调整信贷结构，聚焦服务国家战
略和重点领域，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质效
得到极大提升。

与此同时，银行业将化解和防范金融风
险作为重大任务，确保了资产质量稳定，实
现了服务能力和治理水平的显著提升，为金
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策委员会
副主任徐洪才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近年来我国银行业贯彻党中央、国
务院决策部署，加大对支持实体经济支持力
度，特别是在国家战略的重点方向和领域，
如普惠小微企业，制造业、绿色、“专精特新”
企业等，降低融资成本，提升服务精准度。
此外，银行业金融机构内部治理也在不断优
化，加快风险化解，为塑造银行与实体经济
紧密配合的良好金融生态打下了基础。

把“金融活水”更多地
引向实体经济

作为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业银
行一直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主力军。近
十年来，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按照市场化、

审慎经营原则，加大信贷支持力度，引“金融
活水”浇灌实体经济。

中国银保监会副主席肖远企表示，过去
十年，银行贷款与债券投资的年均增速分别
为13.1%和14.7%，与名义GDP增速相匹配。

银保监会披露的数据显示，过去五年，
银行业的信贷年均增速11.8%，超过资产年
均增速约4个百分点。进入2022年以来，银
行业新增贷款规模进一步扩大，今年上半
年，银行业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新增13.7万
亿元，同比多增9192亿元，增速达11.2%。

据同花顺iFinD数据统计，截至6月末，42
家A股上市银行的贷款余额（企业贷款和垫
款）均较去年年末有所增长，其中，贷款余额增
长逾千亿元的银行数量达14家。（下转A3版）

银行业善用“金融活水”
服务实体经济“时度效”显著提升

苏向杲

今年前8个月，保险公司原保险保费收入
达3.5万亿元，同比增长4.8%；保险业提供风险
保障金额同比大增42.5%。保额增速远高于保
费增速引发行业广泛关注。

通俗地解释，保费就是投保人为获得保障
而支付给险企的费用，保额则是险企承担的风
险规模。二者通常呈正相关关系，即其他条件
一致的情况下，保额越高投保人需支付的保费
越高。

但今年二者增速差距较大，究其原因，有
两点：一是，受宏观经济增速趋缓、营销员“大
流失”、消费端需求收缩的冲击，行业保费增速
放缓。二是，今年人身险公司保额增速放缓，
但财险公司保额占比较高且增速较快，拉动全
行业保额快速增长。据银保监会披露的数据
显示，前7个月，财险公司保额达8176.9万亿元，
同比大增51.8%，而人身险公司保额仅843.6万
亿元，同比下滑5.9%。

上述情况，可谓喜忧参半。喜的是，不少
财产险，如责任险、企财险、工程险等险种，是
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抓手，其保额增速远高于

保费，体现出保险业作为“稳定器”“助推器”及
“压舱石”的功能得到较为充分地发挥。此外，
保额快速增长也反映出，部分险企通过“控
费”、强化风险识别能力等一系列手段，提升了
承保能力，因此在同样的保费水平下保额有所
提升。

忧的是，行业提供的风险保障结构亟需
优化。

首先，人身险业务近三年来贡献了行业超
七成利润，是影响行业兴衰的决定性大类险
种。但今年前7个月，人身险公司保费在增长
3.4%的背景下，保额却下滑了5.9%。这主要有
三方面原因：一是部分险企加大了偏理财型业
务销售规模；二是占保额比例较大的百万医疗
险去年同期保额基数较高；三是部分险企在同
等保费水平下降低了重疾险等产品保额。实际
上，偏理财型保险内含价值较低，加大该类业务
规模不利于险企长期健康发展。这也是监管此
前一直倡导“保险姓保”的重要原因。此外，在
销售一线，保额与保费比也被视为体现重疾险
等产品性价比的参考指标之一，在行业低迷期，
同等保费下保额降低不利于行业发展。

其次，尽管财险公司保费与保额均实现了

正增长，但部分险种的保额增速显著高于保费
增速，这需要险企检视风控是否到位。如，前7
个月责任险保费增长12.5%，但保额却大增
86.4%，尽管短期内不一定会出现承保风险，但
保额增速持续高于保费增速则值得警惕，毕
竟，险企对某一险种的承保能力短期内很难发
生大幅提升。值得警惕的是，2016年前后曾出
现过保额增速远高于保费增速的险种是P2P履
约保证保险，该险种一度让多家险企出现大幅
亏损，部分险企至今未走出泥潭。

总而言之，近两年来保险业步入低谷期，
市场竞争加剧，一些险企急于寻找新的增长点
无可厚非，但在这一过程中，应牢牢守住风险
底线。在此基础上，险企应持续优化风险保障
结构，一方面，要加大对人身险业务的保障力
度，尤其要通过强化承保能力，提升对重疾险、
长期寿险等高价值业务的保障水平，为行业复
苏培育新动能；另一方面，财险业的发展要服
务国家战略、实体经济、民生建设等重点领域，
持续提升农险、工程险等险种的保障水平。

保险业风险保障结构应加大优化力度

本报记者 刘 琪

为维护季末流动性平稳，9月26日中国人民
银行（下称“央行”）以利率招标方式开展了1350
亿元7天期和14天期逆回购操作。其中，7天期
逆回购操作规模420亿元，操作利率2%；14天期
逆回购操作规模930亿元，操作利率2.15%。鉴
于当日有20亿元逆回购到期，故央行公开市场
实现净投放1330亿元。

自9月19日开始，央行便在开展常规的7天
期逆回购的同时增加14天期逆回购，而距离央
行上一次开展14天期逆回购已时隔近8个月。
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在接受《证券日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重启14天期逆回购是央行主
动释放跨月资金以呵护季末资金面。

“14天期逆回购再次重启的主要原因是，
‘十一’长假将至导致金融机构流动性需求上
升。”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梁斯对《证券日报》
记者表示，临近长假时点，央行多会使用更长期
限逆回购工具投放流动性，满足金融机构合理
流动性需求，帮助市场跨越特殊时点影响。

值得关注的是，相较于上周，央行9月26日
开展的逆回购操作规模大幅提升。上周7天期
逆回购操作规模始终保持在20亿元，而14天期
逆回购单日最高规模为240亿元。

对此，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宏观研究员周
茂华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央行会根据市场
利率和流动性短期干扰因素变化，灵活选用公
开市场操作工具进行对冲，合理加大操作力度，
呵护流动性，确保资金面平稳。

“在季末、月末等时点，一般情况下都会有
监管考核、缴税等因素影响，市场流动性需求会
有所上升，这属于正常现象。央行适度加大流
动性投放也是为满足市场合理流动性需求。”梁
斯称。

展望四季度，周茂华预计流动性将继续保
持合理充裕。考虑到四季度MLF（中期借贷便
利）到期量较大，不排除存在一次降准的可能
性。另外，尽管海外主要央行激进加息，但我国
与海外主要经济体处于不同经济、政策周期，我
国物价整体温和可控，政策保持独立，海外央行
激进收水对我国市场流动性影响有限。

梁斯认为，虽然主要经济体加息等外部因
素会对市场运行带来扰动，但预计影响有限，流
动性总量维持合理充裕有充足保障。

央行稳定流动性预期
公开市场净投放1330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