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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参观“伟大历程 辉煌成就———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型成就展”时强调

高举旗帜团结一致锐意进取

为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不懈奋进

□

新华社电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23日前往北京展览馆，参观“伟大历程 辉煌成

就———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型成

就展” 。 他强调，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党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战胜

了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 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

炳史册的人间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70年来我国取得

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充分说明只

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 只有社会主义才

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

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才能引领中国走向繁荣富强。 70年后再

出发，而今迈步从头越。 要展示好、宣传好新中

国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感天动地的辉煌成就、

弥足珍贵的经验启示，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团结一致、锐意进取，为决

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胜利、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不懈奋进。

李克强、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

参观展览。

下午4时10分许，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

同志来到北京展览馆，步入展厅参观展览。 展

览以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主题，以编年体为时间

主线，安排设计了5个部分，并体现历次党代会

和重要中央全会、五年规划（计划）等方面的

跨段主线，选择150个“新中国第一” 进行展

示，每10年设置英雄模范人物墙，充分运用声

光电等多媒体科技展示手段，全方位立体化呈

现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

民发愤图强、艰苦奋斗实现的伟大跨越，清晰

展现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

大事的政治优势，深刻揭示新中国70年巨变背

后的深刻道理。

记录开国大典历史时刻的影像， 纪念新中

国建设的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建成通车的浮

雕， 定格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一切合

法权利瞬间的照片， 寓意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

几代人命运得以改变的场景， 展现安徽小岗村

18户农民在“大包干” 契约上按下鲜红手印的

群像， 反映上海浦东开发开放旧貌换新颜的视

频，显现1998年抗洪抢险中万众一心、众志成城

的场面，再现北京奥运会盛况的光影设计，中国

自主研发的第一座快中子反应堆模型， 展现全

面深化改革进程的说明， 反映高质量发展的成

果，体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生动实践的

沙盘， 展示人民军队官兵在强军目标指引下奋

勇前进的展板，呈现脱贫攻坚新进展的实景，描

绘区域发展战略的地图， 模拟月球车、“天眼”

等的模型，世界最长跨海大桥港珠澳大桥模型，

体现全方位外交的展板……展览长廊犹如时光

隧道，一张张图片展板、一件件实物模型、一段

段视频资料、一项项互动体验，吸引了习近平等

领导同志的目光，他们不时驻足观看，认真听取

讲解，询问有关情况。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

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

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全国政协副主席以及中央

军委委员等参观了展览。

休刊启事

根据国家有关2019年部分节假日安

排的通知和沪深交易所2019年“十一” 休

市的规定， 本报10月2日至7日休刊，10月

8日恢复正常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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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介绍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简称“人保资产” ）成立

于 2003 年 7 月，是经国家监管部门批准，由中国人民保险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起设立的境内首家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目

前管理资产逾万亿元人民币。

2017 年 1 月，人保资产公募基金管理业务资格获批，同

年 3 月正式成立公募基金事业部专司经营公募基金业务，并

于 2017 年 8 月发行首支公募基金产品。经过两年多发展，公

募基金事业部目前共管理基金产品 22 支，涵盖混合型、债券

型、货币型、指数型等类别，成为业内成长速度较快的公募基

金管理主体。

二、招聘信息

招聘岗位：公募基金事业部主要负责人

办公地点：北京

（一）岗位职责

1.全面主持公募基金事业部经营管理工作，对公募基金

业务发展绩效负责；

2.负责公募基金公司筹备工作，推进公募基金业务向子

公司模式转型；

3.完成公司党委、总裁室交办的其它事项。

（二）任职条件

1.政治素质高，诚实守信，作风正派，有良好的职业素养

和从业记录，具有较强的大局意识、处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

2.具有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具备 5 年以上的公募基

金管理经验、证券资产管理经验或保险资产管理经验，并且

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具备公募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证券资管子公司、保

险资管公司等公司管理层工作经验；担任公募基金管理公司

部门负责人、保险资管或证券公司公募部门负责人；具备商

业银行、保险公司投资管理或托管工作经验。

3.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公募基金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

职资格要求。

4. 具有大中型公募基金公司主要负责人或分管投资、市

场经历者优先。

（三）简历投递

1.请通过以下任一方式进行简历投递（公司将严格履行

简历保密义务）：

（1）登录人保资产官方网站（http://www.piccamc.

com/index.html）“诚聘英才”页面进行简历投递；

（2）发送简历至 zhaopin@piccamc.com，简历命名

“岗位名称 + 姓名” 。

2.简历接收截止时间为 2019 年 10 月 31 日。

人保资产期待您的加入

！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招聘公募基金事业部主要负责人

版图重构 医药行业迈向“全球新”

□

本报记者 潘宇静

70年间，中国医药行业的版图被“大航

海” 的勇者们重构。 政策、科学和资本市场一

起推动着中国医药及生物技术企业在进化过

程中不断探索。 创造过辉煌成绩的中国药企

以极大的热情积极拥抱创新。

同时， 重磅政策的密集出台对行业的叠

加影响愈发显著。 转型既是中国医药企业把

握趋势、谋求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其

行稳致远、破茧成蝶的必由之路。

发展前景广阔

70年斗转星移，国内企业的创新药已具

备国际水准， 国内创新与全球创新的差距逐

渐缩小，中国制药行业正从“中国新” 走向

“全球新” 。

近期医药创新盛会相继召开， 引发各界

极大关注。 中国临床肿瘤学(CSCO)年会吸引

了35000人参加，创出历史新高。 中国医药创

新与投资大会同时邀请政商学界代表与会交

流，上海证券交易所、香港交易所、伦敦交易

所、 纳斯达克交易所相关人士悉数到场。

CSCO年会展示了目前我国药企的科研实力：

一方面，国内免疫疗法临床数据优异；另一方

面，国产创新药在靶向治疗方面亮点频出。

数据显示，国产新药临床申请（IND）数

量大幅攀升。 2003年-2012年，国产新药IND

申报数量维持在30个左右，从2013年开始逐

年增加，2017年国产新药IND数量达到131

个，2018年国产新药IND数量达到224个。

长江证券预计，2019年，普那布林、赞布

替尼、 恩莎替尼和贝格司亭有望在美国提交

上市申请或完成临床试验， 标志着国内创新

药产业进入新阶段，创新从国内走向全球。

天士力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闫希军表

示，公司现在和未来的产品线丰富，发展前景

广阔。

医药投资成“风口”

生物医药企业持续发展离不开资本市

场。 医药制造领域作为科创板重点支持行业

之一，其中更包含了一众创新药制造企业。

“创新药一直是医药研发皇冠上的明

珠，创新药企业陆续登陆资本市场，我国创新

药研发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 ” 兴业证券

医药行业首席分析师徐佳熹表示， 创新药很

有可能成为未来几年医药投资的最大 “风

口” 。 （下转A02版）

一周“补水” 超万亿 节后资金面回暖明朗

□

本报记者 张勤峰 罗晗

进入9月下半月，央行又是降准又是开展逆

回购交易，一连串的操作释放流动性超万亿元，

堪称大手笔。

分析人士指出， 这恰恰反映出短期流动性

面临多重压力， 同时展现了货币当局为平抑流

动性波动所做的努力。 在央行操作护航与财政

支出支援下， 流动性实现平稳跨季是大概率事

件。而10月初流动性回暖较为确定。对于股债市

场而言，资金面短期收紧虽带来阵痛，但之后的

回暖也有望创造机会。

流动性操作：下半月以来不停歇

央行23日公告， 当日开展1000亿元逆回

购操作 ， 其中 7天期 200亿元 ， 操作利率

2.55%，14天期800亿元，操作利率2.7%，利率

均无变化。 这是央行连续第4个工作日开展逆

回购操作。

9月下半月以来， 央行流动性操作就未停

止。 16日， 全面降准落地， 释放长期流动性约

8000亿元；17日， 央行部分续做到期中期借贷

便利（MLF），为9月以来首次开展MLF操作；

18日起， 重启公开市场逆回购操作；19日起，重

启14天期逆回购交易。

据统计，16日以来， 央行共开展4200亿元

逆回购操作，开展2000亿元MLF操作，降准释

放资金约8000亿元。 综合考虑，过去一周，央行

通过各类流动性工具， 释放的流动性约1.42万

亿元。 在吸收到期央行逆回购和MLF之后，净

释放的资金量仍接近9000亿元。

以往在实施降准前后， 央行一般会通过公

开市场操作（OMO）进行资金回笼，以避免降

准造成短期流动性过于充裕。这次全面降准后，

央行同时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投放流动性， 实属

少见。

利率冲高：流动性面临扰动

9月20日，市场上最有代表性的货币市场利

率指标———DR007涨至2.8%， 创下逾两个月新

高，为央行最近操作提供了解释。

我国银行体系流动性呈现一定的季节性波

动规律。 从近几年看，财政收入与支出、金融机

构法定存款准备金缴纳与退缴、 现金投放和回

笼、 季度金融监管考核等季节性因素对流动性

的影响放大，不同因素还容易叠加。 比如，每月

中旬，受财政收税等影响，流动性容易收紧；到

了下旬，由于有财政支出供应流动性，流动性往

往恢复宽裕。季末情况则要复杂一些，监管考核

对市场预期和机构行为有影响， 容易引起资金

面短时紧张。 中国证券报记者统计了DR007的

全部历史数据，发现过去三年中的9月末均高于

8月末水平，平均高出23个基点。

9月是季月，季末金融监管考核造成的扰动

几乎不可避免。 同时，还面临多种因素影响：一

是中秋“小长假” 致税期延后；二是临近国庆

“长假” ，居民现金需求上升；三是金融机构风

险偏好，月末季末流动性分层现象变得更明显。

上周央行释放的流动性不少， 市场资金面却比

之前有所收紧，央行适时进行“补水” 就显得合

理且必要。 而且，从以往来看，央行逆回购操作

通常被用来应对季节性因素造成的短期流动性

波动， 降准之后央行重启逆回购操作也就合乎

情理。（下转A02版）

跨过山海关

巨头齐涌东北“掘金”

□

本报记者 宋维东

近日， 万科宣布拟在大连投资450亿元，助

力大连经济高质量发展。这是近年来资金密集投

资东北的一个缩影。 值得注意的是，在经济企稳

回升、营商环境不断改善的大环境下，不少企业

跨过山海关，将数百亿甚至过千亿的资金投向东

北，形成了不可忽视的“东北掘金潮” ，“投资要

过山海关”渐成趋势。 业内人士表示，此轮热潮

背后的逻辑正是看好东北蕴藏的巨大商机。

资金密集投资东北

近日， 大连市政府与万科集团签署深化合

作协议，万科集团预计总投资450亿元建设一批

项目。 8月，万科集团与长春市政府也签署了战

略合作协议。

在已完成投资250亿元的基础上，5月，万达

集团再次向沈阳投资800亿元，拟投资建设世界

一流的大型文化旅游项目、国际医院、国际学校

及5个万达广场。

恒大集团6月与沈阳市政府签署战略合作

协议，将在新能源汽车、健康养生、文化旅游等

诸多领域投资1200亿元。 此外，华润集团、绿地

集团也在辽宁启动了项目投资。

在“东北掘金” 之路上，代表新经济力量的

科技公司也大举进入东北。

此前，京东宣布三年内在东北进行超过200

亿元投资。阿里巴巴集团与黑龙江省政府、哈尔

滨市政府签署合作框架协议。 腾讯与吉林省政

府、中国一汽及辽宁省相继展开战略合作。百度

宣布拟14.43亿元战略投资东软控股。

资金密集投资东北， 看中的无疑是背后蕴

藏的商业机会。

这两年，处于“滚石上山、爬坡过坎”关键阶

段的东北三省经济筑底企稳， 积极因素不断累

积。宏观经济向好为企业发展带来机遇。近年来，

东北三省积极推动经济转型，加大对传统产业的

升级改造力度。 有市场人士表示，当前产业互联

网序幕逐步拉开，主场不再只是北上广深，农业

大省黑龙江、 重工业基地辽宁等同样机遇无限。

农业互联网、工业互联网是产业互联网的重要组

成部分。 基于此，科技公司看好东北市场。

此外， 东北三省近年相继出台优化营商环

境条例和措施， 向外界传递改善营商环境的决

心与信心。（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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