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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PR非对称下降

传递两大信号

□

本报记者 彭扬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2月20日发布数据，1年

期LPR为4.05%， 与上月相比下降10个基点；5年期以

上LPR为4.75%，与上月相比下降5个基点。 专家表示，

LPR非对称下降传递两大信号， 一是推动企业贷款利

率显著下降，切实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二是房地产

调控仍未放松。 展望未来，降准仍有一定空间。

推动企业贷款利率下降

目前， 新发放贷款已采用LPR作为定价基准，存

量贷款定价基准转换工作即将开始实施。国家金融与

发展实验室特聘研究员董希淼表示，1年期LPR下降

幅度为10个基点，为2019年8月改革完善LPR定价机

制以来的最大降幅。 这有助于在疫情防控的关键阶

段，推动企业贷款利率显著下降，为打赢疫情防控攻

坚战、帮扶中小企业提供有力支持。

“疫情期间，央行货币政策将适度向稳增长方向

倾斜，切实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也更具迫切性。 这

是2月LPR报价恢复下调， 且下调幅度加大的直接原

因。 ” 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表示。

王青表示，考虑到当前新发放贷款已主要转向以

LPR为参考基础定价， 且在2019年8月LPR改革后至

年底这段时间，1年期LPR报价下调26个基

点， 而同期新发放一般贷款利率下降幅度

达到36个基点，（下转A02版）

年报不延期 中国平安高效复工

□

本报记者 高改芳

2月20日， 中国平安披露2019年年度业

绩。 没有延期的年报背后，是大批员工及时复

工的努力。

“平安上海职场的办公大楼都不开中央空

调。UGG、羽绒服一冬天没穿，开年我愣是套上

了，还把热水袋带到办公室。” 在上海工作的员

工王华（化名）介绍。 当天，上海艳阳高照，但

室内温度不到17度，久坐寒气袭人。 “还好我

们的业绩挺好的。” 王华笑容灿烂。为了发布年

报，他们已经高效运转了一个星期。

截至目前，平安上海办公场所复工率已接

近半数。 如果算上远程复工员工，集团整体接

近百分之百复工。

心系小微企业

从2月3日银行间市场恢复交易以来，中国

平安旗下多家子公司已有序复工。

“大家基本同步， 一复工各个专业公司都

有人来，不分先后。 ” 王华介绍。

2月10日，深圳平安金融中心（PAFC）一

早就迎来了复工“小伙伴” 。 董事长马明哲早

就到了，在大堂细致巡查防疫情况，为平安开

工加油打气，鼓励公司上下全力以赴投入恢复

生产经营，积极抗击疫情。当天，平安集团下发

通知，要求符合安全人群划分标准的中级以上

管理干部进行现场办公，以身作则。

除了自身有序复工，中国平安也在助力其

他企业复工复产。 平安产险宣布，为全国50万

家小微企业无偿提供专属风险保障，每家企业

保额100万元， 总保障金额高达5000亿元，帮

助小微企业筑牢坚实后盾，渡过疫情难关。

办法比困难多

平安养老险最早复工的是交易运营部和

保险运营部。

据平安养老险交易运营部总经理潘晓东

介绍， 疫情发生后，1月31日改为非交易日，影

响到平安养老险发行的近百只资管产品、近千

万客户的基金申赎和收益分配数据准确性。为

此，平安养老险成立了“休市影响业务紧急处

理小组” 并立即启动交易日变动应急预案，快

速召集休假中的20名业务和科技骨干人员，利

用平安云、智能监控平台、自助发布平台、云桌

面、存储自动恢复、异常数据自动比对等科技

平台和技术手段，有序展开交易、清算、估值、

销售等10个受影响的投资业务系统交易日历

修改和各项投资业务数据修正工作。

短短5天时间， 紧急处理小组协调平安科

技、交易所、托管行等多家机构支持，沟通支付

宝、微信、京东、百度等40多个销售渠道同步完

成系统协作，涉及到保险、年金、职业年金、三

方资管等200多个组合近千亿资产重新估值定

价，700多万客户的收益重新计算。提前化解了

由于交易日变动给投资交易、客户收益、系统

稳定等造成的潜在风险。

而保险运营部春节期间几乎没有休息，该部

门员工利用云桌面等远程方式， 确保理赔服务

“不打烊” 。（下转A02版）

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指出

纠正影响复工复产不合理规定

□

新华社北京2月20日电

2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

理、 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李克强主持召开领导小组会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应对新冠肺炎

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王沪宁出席。

会议指出， 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指示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精神，按照

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部署， 高度重视对

医务人员保护、关心、爱护，加强各方面支持保

障，加快应用临床有效药物救治患者，在做好疫

情防控同时推动有序复工复产。

会议指出，医务人员战斗在一线，是战胜

疫情的中坚力量。 目前全国部分医务人员不幸

被病毒感染， 大部分在湖北且发生在2月1日

前。 要全力救治受感染医务人员，切实防止再

发生感染问题。 要落实改善一线医务人员工作

条件、切实关心他们身心健康的措施，强化医

疗机构主体责任，排查内部感染漏洞，开展全

员培训， 全面落实医务人员防护技术指南，确

保重点岗位重点人员防护物资充足到位，对在

岗时间长的医务人员抓紧安排轮休，落实好疫

情防控中医务人员工资待遇、 临时性工作补

助、卫生防疫津贴待遇，加强对他们和家属的

人文关怀。

会议指出，要在努力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

途径的同时，进一步加强患者有效治疗。近段时

间药物筛选和应用取得积极进展。 要加大效果

较好药物向临床一线投放使用， 组织生产企业

加快生产、保障供应，出台鼓励措施引导康复患

者提供血浆支持， 推广应用临床有效的血浆治

疗，加强多学科联合救治，着力降低重症患者病

亡率，努力防止轻症演变为重症。

会议审议了企事业单位复工复产疫情防控

措施指南。会议指出，当前复工复产正在有序推

进， 指导企事业单位分类精准科学防控至关重

要。要加强员工健康监测和个人防护，实行零报

告制度。落实工作场所、食堂、宿舍等防控措施，

减少员工聚集和集体活动， 发现异常情况及时

采取处置措施。 各地区各部门要统筹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分区分级精准做好疫情防控，

推动有序复工复产， 纠正影响复工复产的不合

理规定，解决用工、物流、资金等问题，切实抓好

春季农业生产，尽快提高工业行业、交通物流、

重大工程复工率，为抗击疫情提供坚实保障，努

力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会议要求，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要根据湖

北省进一步推迟复工复产时间的需要， 加强生

活必需品协调调度，确保粮油菜、肉蛋奶等供应

充足，有关成员单位要保障物流通道畅通。湖北

省和武汉市要做好对接和配送工作， 在有条件

的地方组织蔬菜等生产， 坚决保障好群众基本

生活。

领导小组成员丁薛祥、黄坤明、蔡奇、肖捷、

赵克志参加会议。

各地区各部门要统筹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 分区分级精准做

好疫情防控，推动有序复工复产，纠

正影响复工复产的不合理规定，解

决用工、物流、资金等问题，切实抓好

春季农业生产，尽快提高工业行业、

交通物流、重大工程复工率，为抗击

疫情提供坚实保障， 努力实现今年

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3.34万亿元 1月新增贷款创单月历史纪录

□

本报记者 彭扬 赵白执南

中国人民银行2月20日发布数据，1

月人民币贷款增加3.34万亿元， 创单月

历史新高；广义货币（M2）同比增速较

上月小幅放缓至8.4%；社会融资规模增

量为5.07万亿元， 比上年同期多3883亿

元。 专家认为，1月新增贷款规模超预

期，反映实体经济融资需求旺盛、金融加

大支持经济力度。同时，贷款多增与地方

债加快发行等共同推动社融增速回升。

预计2月贷款资源将向受疫情影响严重

的行业、企业倾斜。

实体融资需求旺盛

数据显示，1月人民币贷款增加3.34

万亿元，同比多增1109亿元。

对于1月新增贷款超预期， 中国银

行研究院研究员李佩珈认为， 除1月通

常是贷款投放高峰月外， 银行加大对受

疫情影响行业的金融支持， 帮助企业复

工复产也是原因之一。 银行机构通过加

大专项贷款发放力度、 降低企业融资成

本等多种方式加大对受疫情影响严重地

区的支持力度。

同时，新增贷款以中长期为主，显示

实体融资需求旺盛。 中信证券首席固收

分析师明明表示， 中长期贷款明显超季

节性转好，主要原因包括：一是LPR改革

降成本效果显现，贷款利率有所降低；二

是资金面合理充裕； 三是地方债多发的

带动效应。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

唐建伟认为， 为缓解疫情对实体经济的

冲击， 预计2月贷款将主要集中在各类

“抗疫专项贷” 上，贷款资源将向受疫情

影响严重的行业、企业倾斜。

M2增速小幅放缓

数据显示，1月末，M2余额202.31万

亿元，同比增长8.4%，比上月末低0.3个

百分点，与上年同期持平。

西南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杨业伟认

为， 货币增速有所放缓主要是受春节扰

动因素影响。 今年春节在1月下旬，春节

错位导致1月末企业存款下降更明显，而

居民手持现金增加，M1和M2增速回落，

而M0增速回升。由于居民手持现金规模

增加， 货币乘数有所下降，M2增速也有

所回落。

值得注意的是，1月M1增速为0，为

该指标有统计以来的首次。 明明表示，1

月企业存款减少16100亿元， 或与春节

前结算薪酬直接相关。 同时，疫情直接

导致春节期间居民外出消费减少，居民

存款回流企业这一过程受到抑制，这也

是M1增速较低但居民存款多增的直接

原因。 （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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