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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势生长 春山可望

□

本报编辑部

K

线时起时落，窗外云卷云舒，时光像任性的孩子，

不管不顾，一把推开四季的栅栏，迈出

2020

年的脚步。

今天，我们相逢在

21

世纪又一个十年。

也许，喜悦还挂在你的眉梢；也许，信念已种在你

的心田；也许，遗憾、焦灼挥之未去；也许，没有这么多

的也许，只有赤子的心愿，以及逝者如斯的紧迫和勇往

直前。

2019

，见证的就是这份勇毅果敢。 贸易战处处“硝

烟”、全球经济十年新低、地缘冲突弥久不断……百年

未有大变局之波诡云谲可见一斑。 不管风吹浪打，胜似

闲庭信步。 稳，成为中国经济最闪光的亮点，增速保持

在合理区间的预期稳，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稳，高

质量发展的基石稳。

2019

，激荡的还有那份自信豪迈。

70

华诞，盛世绽

放，人心凝聚让世界震撼；金秋盛会，擘画蓝图，“中国

之治”指引我们驶向星辰大海。 雄关漫道，迈步从头。

信，真正夯实稳的基础。 “一定能、一定行”的精气神儿

更足了，对外开放的步伐更从容自如了，科技创新的自

主研发分量更重了。

2019

，汇聚着一股股奋发的力量。 史上最大规模减

税降费， 让企业轻装向前； 支持民企改革发展若干意

见，为民企追梦排忧解难；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

为创新驱动开辟新局面。 这些力量终将迎来更猛烈的

迸发，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昨日已逝，未来已来。 严霜，是为晴日洗礼；冬藏，

是为春生蓄力。

经济发展中的一些新变化、 新力量正在为从量变

到质变蓄势。 君不见，外商投资法实施，营商环境排名

大幅提升，“花香蝶自来”；君不见，上市公司研发投入

持续上升，创新资本集聚效应更加明显，“百舸争流，奋

楫者先”；君不见，国际指数公司纷纷“纳

A

”，资本市场

国际化行稳致远……

站在新十年的起点，我们奔向梦想的方向。 “中国

梦”、“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指引着前行的路，

2020

年

又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号

角声声催人进。 梦想的荣光，将驱散阴霾，为新力量生

长提供充足给养。

站在新十年的起点， 我们高扬改革的旗帜。 逆风

处，加力；深水区，奋楫。 改革又到刀刃向内、敢于自我

革命的历史节点。 核心仍在于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

该放的抓紧放，该管的从严管。 养老、医疗等民生领域

改革越来越惠及老百姓，户籍、土地等改革正提升要素

流动便利性。 改革的深化，将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为新

力量生长开拓空间、保驾护航。

站在新十年的起点，我们厚植市场的基因。 四季轮

回，新故相推，瑞雪兆丰年，自然的力量；开天辟地，咬

定青山，高峡出平湖，生命的光芒。 敬畏规律，激发市场

主体活力，才能培育出持久不衰的内生动力。 “有形之

手”托底经济但不搞强刺激，健全法治环境但不搞“父

爱式”监管，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重任在肩。 市场的土

壤，将有效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让新力量生长“万类霜

天竞自由”。

站在新十年的起点，我们积蓄化蝶的能量。 资本市

场而立之年，也是改革大年、开放大年。 新证券法将实

施，配套规章制度也将刷新；创业板注册制改革只待发

令枪响，新三板深改步入施工阶段；

A

股吸引力不减，外

资“买买买”趋势不变；核心资产仍受热捧，结构化牛市

值得期待……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

焉。 资本市场蓄势生长，破茧成蝶，迈步成熟市场，不再

遥远。

光阴故事里，风霜雨雪、霁晴虹霞，多了几分精彩，

但底色不改，天高地厚，生生不息；岁月长河中，漩涡湍

流，惊涛拍岸，添了诸多豪迈，但方向不变，冲关过隘，

奔腾向前。

这就是“势”，亘古不变。

2020

，来了，蓄势，生长！时维元日，岁序季冬。寻常

霜雪，大道有常，谚曰：“晴得一霜晴更稳”。 站上历史的

冈峦以发展的眼光眺望：草木蔓发，春山可望，轻鲦出

水，白鸥矫翼……拥抱吧，大好征途，大好风光！ 奋斗

吧，不负梦想，不负韶华！

T01

2020年十大猜想

T02

2019年十大牛熊股盘点

T02

A股估值水平有望提升

T03

外资“鲶鱼”入场 本土券商加速嬗变

央行全面降准 释放长期资金逾8000亿元

□

本报记者 彭扬 赵白执南

央行网站2020年1月1日消息， 为支持实

体经济发展，降低社会融资实际成本，中国人

民银行决定于2020年1月6日下调金融机构

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 （不含财务公

司、金融租赁公司和汽车金融公司）。多位

专家表示，全面降准提振投资者信心，对

股市构成利好。降准不意味着货币政策

取向改变， 将释放约8000多亿元资

金， 有利于促进信贷投放和降低融

资成本。 预计年初央行仍会采用

各项政策工具提供流动性，年

内再度降准亦可期。

增加金融机构资金来源

央行有关负责人表示， 此次降准是全面降

准，体现了逆周期调节，释放长期资金约8000

多亿元， 有效增加金融机构支持实体经济的稳

定资金来源， 降低金融机构支持实体经济的资

金成本，直接支持实体经济。

上述负责人称， 此次降准保持流动性合理

充裕，有利于实现货币信贷、社会融资规模增长

同经济发展相适应， 为高质量发展和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并且用市

场化改革办法疏通货币政策传导， 有利于激发

市场主体活力， 进一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的决定性作用，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此外，上述负责人表示，此次降准增加了金

融机构的资金来源， 大银行要下沉服务重心，中

小银行要更加聚焦主责主业，都要积极运用降准

资金加大对小微、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 在此次

全面降准中，仅在省级行政区域内经营的城市商

业银行、服务县域的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

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和村镇银行等中小银行获得

长期资金1200多亿元， 有利于增强立足当地、

回归本源的中小银行服务小微、民营企业的资金

实力。 同时，此次降准降低银行资金成本每年约

150亿元， 通过银行传导可降低社会融资实际

成本，特别是降低小微、民营企业融资成本。

“降准的一个直接作用在于增加了银

行的可贷资金来源， 这在当前存

贷比高企背景下具有

更重要意义。 预计在降准效应带动下，2020年

针对实体经济的信贷和社会融资增速有望小幅

上行。 ” 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称。

从降准方式看，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首

席研究员唐建伟认为， 此次降准没有采用定向

而是普降的方式，是要促成2020年初信贷资金

能充分有效地投放以满足实体企业融资需求。

年内再次降准可期

“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 降低实际融资

成本， 适度偏松的流动性投放以压降银行业负

债端综合成本是必不可少的。因而，此次降准的

本质也是为促进2020年实体企业融资成本明

显降低打基础，而且可能只是一个开始。 ” 唐建

伟表示。

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预计， 监管部门

将完善宏观审慎评估（MPA）考核，确保资金

流向实体经济，特别是加大对“三农” 、民营和

小微企业支持力度。

天风证券银行业首席分析师廖志明表示，

考虑到春节取现对流动性的影响， 预计央行会

采取中期借贷便利（MLF）等政策工具提供流

动性。

王青认为，综合考虑2020年宏观经济发展

态势，预计除本次全面降准外，2020年央行还

有可能再实施降准操作。

华泰证券首席宏观分析

师李超预计，（下转

A03版）

第十一届

中国私募金牛奖评选启动

□

本报记者 王宇露

风光胜旧， 岁序更新，21世纪迎来新十年的

起点，中国私募金牛奖也步入第二个十年。为表彰

具有中长期良好盈利能力及风控能力的私募机构

和投资经理，彰显他们的先进理念和成功经验，第

十一届中国私募金牛奖评选于2020年1月2日正

式启动。 评选将继续立足于寻找私募行业的“千

里马” 、“常青树” ， 为提升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行

业的社会影响力和认知度， 推动行业向规范健康

的方向发展贡献力量。

1月2日起，参评机构可通过中国私募金牛奖

官方报名网站（www.jinniufund.com）进行数

据提交。首次报名的参评机构需进行注册，已完成

注册的往届参评机构，沿用原用户名和密码。本届

评选方案及参评须知详情请见中国证券报

微信公众号（ID：xhszzb）、中证网官网

金牛专区和报名网站首页。 私募机

构报名注册、 数据补充和核实

的截止时间为2月7日。

（下转A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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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工具不断丰富 期市发展渐入佳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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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金”逆逻辑同涨背后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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