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微贷款江湖生变

在监管引导及相应政策利好刺激下， 国有大型银行自2018年多次下调小

微贷款利率，近期更打出基准贷款利率。 除此之外，大行还在绩效考评、成本计

价等方面向小微业务倾斜。业内人士表示，大行不断加码，搅动地方小微业务竞

争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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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圩：推动进一步降低制造业增值税税率

实施小微企业融资担保业务降费奖补政策

□

据新华社电

1月10日上午，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

书记、部长苗圩就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精神， 接受了人民日报记者王政、新

华社记者张辛欣、 中央电视台记者宋菀、

经济日报记者黄鑫的联合采访。

记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2019

年重点工作任务中，“推动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 被排在首位。针对制造业高质量发

展，工信部将有哪些实招？

苗圩：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

巨大的国内市场，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

提升的创新能力，便利的基础设施和良好

的营商环境，有足够韧性来应对挑战。 工

业和信息化部将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部署， 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

加快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一是建立健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

政策体系、指标体系和评价体系。 二是加

强创新能力建设，继续实施国家制造业创

新中心建设工程。 打破从基础研究、应用

研究到产业化的“死亡之谷” ，促进科研

成果产业化，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 三

是深化制造业结构调整， 实施新一轮重

大技术改造升级工程， 引导传统产业改

造提升。 推动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

兴产业发展。 深入实施智能制造工程，培

育发展一批先进制造业集群。 四是优化

制造业发展环境，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

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促进科技、金融、

人才与制造业协同发展。 推动进一步降

低制造业增值税税率， 持续降低制造业

用电、用水等要素成本。 五是进一步扩大

对外开放，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

面清单管理制度，落实汽车、船舶、飞机等

行业开放政策。

记者： 民营企业占了90%的企业数

量，其中大部分是中小企业，中央给民营

企业发展吃了“定心丸” ，工信部怎么把

这颗“定心丸”精准送到位？

苗圩： 中小企业与民营企业互为主

体，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

成果，也是促进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 作

为国务院负责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的

部门，我们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部

署和要求，会同有关部门重点做好四个方

面工作：一是进一步优化中小企业发展环

境。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

会上明确提出大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壮

大的6个方面政策举措为重点，以落实中

小企业促进法为抓手，推动出台促进中小

企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二是进一步提

升中小企业专业化能力和水平。 培育“专

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继续实施中小

企业知识产权战略推进工程和信息化推

进工程，实施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三

年行动计划。三是进一步提高中小企业服

务实效。推进国家中小企业政策信息互联

网发布平台建设。发挥国家中小企业公共

服务示范平台的作用，继续实施企业经营

管理人才素质提升工程。四是进一步推动

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推动完善应

收账款、知识产权等质押融资机制和产融

合作试点， 发挥国家融资担保基金作用，

实施小微企业融资担保业务降费奖补政

策，推动建立政、银、企风险分担机制，进

一步发挥中小企业发展基金的引领作用。

记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加快

5G商用步伐。5G将带来什么？工信部如何

推动？

苗圩：5G将构筑万物互联的新一代

信息基础设施，成为社会数字经济和各

行各业转型升级发展的新引擎。 我们不

仅要建好5G， 更重要的是想方设法用

好5G。 （下转A02版）

纾困显效 今年股票质押风险可控

二季度后股票质押到期规模逐渐减少

□

本报记者 徐昭

数据显示，2019年年度到期质押

股数达1255.77亿股。 从季度数据统计

看，2019年二季度达到峰值2552.07亿

元后，质押到期规模逐渐减少，解押压

力呈下降趋势。

专家认为，2019年随着A股估值逐

步修复， 股票质押风险不会比2018年

显著增加，风险水平随着质押到期规模

下降呈下降趋势。随着纾困基金后续增

加与逐步落实，2019年股票质押风险

整体可控，其中质押爆仓中资质较好上

市企业风险有望率先得到承接。化解当

前股票质押风险，根本在于改善当前民

营企业融资环境。

股票质押风险整体可控

数据显示， 截至1月9日，A股市场

整体股票质押股数6328.94亿股，比

2018年11月初民企座谈会高峰期期间

减少105.74亿股，市场质押股数占总股

本9.87%，比高峰期下滑0.16个百分点，

随着A股估值调整，市场股票质押市值

为4.27万亿元， 比2018年7月高峰期下

滑1.1万亿元。

“目前，公布股票质押到期时间的

公司解押主要集中未来2年，2019年和

2020年是股票质押到期规模高峰期。

其中，2019年到期质押股数达1255.77

亿股，2019年第2季度是股票质押到期

高峰期。 ” 新时代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潘

向东表示，我国已成立各类纾困基金的

规模达7000亿元， 有效缓解目前触及

平仓线质押盘。

潘向东认为，股票质押整体平仓风

险得到缓释，个股质押爆仓风险依然存

在。 部分上市公司股票质押率在下降，

还有部分上市公司质押率不断升高。目

前，仍有141家上市公司股票质押比例

超过50%。如这些企业并非优质上市公

司，得不到纾困基金援助，那么2019年

股票质押风险将从整体可控走向个券

分化局势。

“随着逆周期调节开展， 货币政策

转向稳健偏宽松， 定向资金注入民企小

微、 三农等领域， 信用环境将呈改善势

头，预示股票质押风险在2019年将更加

可控。 ”中原证券研究所所长王博认为，

此前出台的系列纾困举措在经历落地时

滞后，集中在2019年发力。部分资质较好

但被市场错杀标的企业市值有望获得修

复反弹机会， 一旦作为良性信号在市场

传导，风险承接和分担将更顺畅。

券商迎行业重整机遇期

“目前，A股股票质押中券商高度

参与， 券商整体未解押股票市值达

6800亿元， 券商尤其是股票质押规模

比较大的券商依然面临风险。 ”潘向东

认为，一是面对市场调整，股票质押规

模比较大的券商股票质押业务面临高

质押比例股票的爆仓和违约风险；二是

上市公司无法追加抵押物和保证金；三

是上市公司因股票质押出现负反馈，导

致自身股票闪崩等风险。

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

利辉表示， 部分中小券商因为股票质

押业务已出现亏损问题。但是，龙头券

商对质押的风险计提相对充分。 股票

质押风险会带来券商盈利显著下滑，

甚至部分中小券商的破产清盘， 但是

不会导致券商行业满盘皆墨， 无需过

度恐慌。 这反而可能是券商行业重整

和业务结构调整重大机遇期。 （下转

A02版）

A06�公司新闻

联拓集团重启破产重整困难重重

时隔两年后关键人员回归，联拓集团破产重整计划重启。 某上市公

司关联公司有意参与联拓重整。不过，两年间联拓资产大量流失，汽车经

销行业面临巨大经营压力。联拓未来重整将困难重重。专家认为，破产重

整应该成为化解上市公司财务危机的重要手段。但联拓集团破产重整持

续了三四年几度陷入僵局，重整过程中有哪些拦路虎值得深思。

A07�市场新闻

三大压力待纾解 短线仍需两手抓

春躁时节，降准当头，为何近几日股指反而频频冲高回落？又为何大

盘站上2500点以来，市场主线依旧模糊，热点轮动提速？ 市场人士认

为，前期利好逐渐兑现后，技术面上有阻力下有压力；短期资金利率转为

上行；去年12月经济数据偏冷，成为指数上攻道路上的三大“拦路虎” ，

中期看好的同时投资者切莫忘记眼前风险， 策略上仍需秉持底线思维，

做好两手准备。

A02�财经要闻

资本市场助力脱贫攻坚战役

近日在证监会指导下，资本市场学院、深圳证监局、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合举办2018年深圳资本市场系列党课（第四期）。 本期党课主题是

“扶贫攻坚” ，合作单位是招商证券，来自资本市场证券经营机构、上市

公司等95家单位的323名党员干部参加培训活动。

全球医疗保健行业或迎新机遇

7日-10日，摩根大通医疗健康全球峰会在美国旧金山举行，大型并购整合

重新在业界流行起来的趋势被诸多参会公司证实。有研究机构称，2019年医疗

保健领域的融资和并购将迎来反弹热潮。 近年来，苹果、谷歌、亚马逊等全球科

技巨头纷纷开始布局医疗保健领域，寻找科技与医疗保健的结合点。

A09�期货/债券

收复6.8�人民币唱响新年企稳进行曲

2019年初，外汇市场的剧情与2017年初颇有几分相似。 10日，人

民币兑美元汇率收复6.8，距7元关口渐行渐远。 随着美元走势、经贸问

题、市场情绪，这些前期打压人民币走弱的“负面”因素或转势、或减弱，

人民币对美元修复式反弹虽来得有些突然，但实则在情理之中。 既然只

是修复式的，人民币就此步入趋势性升值可能性仍小，业内预计2019年

美元贬值或人民币升值幅度都将有限。

逾800家上市公司2018年业绩预喜

137家公司预计净利润增长1倍以上

□

本报记者 江钰铃

Wind数据显示，截至10日中国证券

报记者发稿时，沪深两市已有近1300家A

股上市公司发布2018年业绩预告。 其中，

业绩预喜公司834家，占比约65%。 在这

些业绩预喜公司中，有137家公司预计净

利润同比增长1倍以上。 有近100家公司

出现上市以来首次亏损。 行业不景气、并

购踩雷及违法事项增多是造成部分公司

首亏的原因。 有13家ST类公司实现扭亏

为盈，但也有12家公司继续亏损，部分公

司处于退市边缘。

834家公司预喜

Wind数据显示，在对2018年全年归

属公司股东净利润进行预测的1277家公

司中，业绩预喜公司有834家（包括预增、

续盈、扭亏、略增），占比约为65%；预计

净利润下降公司有372家 （包括预减、续

亏、首亏、略减)，占比约为29%。

在预计全年业绩增长公司中，有227

家公司预计净利润同比增幅将在50%以

上。 其中，137家公司预计净利润同比增

幅将在1倍以上。

在预计业绩下降公司中，预计净利润

降幅达50%以上公司有185家。 其中，有

75家公司预计降幅达100%以上，有13家

公司预计净利润降幅达1000%以上。

从行业角度看， 按证监会行业标准，

1277家公司所分布行业最多的是计算机、

通信和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为148家。 其

次是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为104家，

如加上6家化学纤维制造业则为110家。 此

外，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为102家，医药

制造业76家，专用设备制造业70家，通用设

备制造业61家，汽车制造业51家，软件和技

术信息服务业50家，金属制品业38家，互联

网和相关服务30家，零售业25家等。

从业绩同比增长公司行业分布看，计

算机、 通信和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最多，

为95家。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为

73家，加上化学纤维4家后为77家。 电气

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为64家， 医药制造业

58家，通用设备制造业44家，专业设备制

造业43家，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37家，

汽车制造业30家，零售业17家。

从公司上市所属板块看，主要是中小

板公司，为919家。 主板公司为230家。 创

业板公司为128家。

近百家公司现首亏

最引人注意的是，有近100家公司预

测2018年年度将出现业绩首亏。 行业方

面，Wind数据显示，这些公司中，有15家

公司属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有12家。

一些行业不景气造成部分公司业绩

首亏。 例如，御银股份表示，公司2018年

度预计净利润亏损7000万元至9900万

元， 主要原因为受行业需求减少的影响，

营业收入减少，引起净利润大幅下降。 公

司作为国内主要ATM机生产企业， 由于

移动支付兴起，ATM行业面临增长放缓。

2018年度也不乏业绩亮眼企业。 目

前， 沪深两市共有13家公司预计业绩将

大增10倍以上，业绩增长原因各异。

冀东水泥因并购重组净利大涨。公司

称，2018年度预盈14.5亿元至15.3亿元，

较上年大增。 报告期内，金隅冀东战略重

组效应持续显现，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幅

较大，毛利率同比提升。（下转A0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