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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线下” 中信建投打出金融抗疫组合拳

□

本报记者 周璐璐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背景下，证券业春节

假期后复工已半月有余。“越是困难，越要不忘

初心， 当下正是金融机构发挥专业优势的时

候。 ” 中信建投相关负责人说。

复工后，在保证员工健康的同时，中信建

投打出抗疫组合拳：一方面，通过加速业务线

上化转型保障投资者权益；另一方面，通过捐

款捐物、关注疫情影响下实体企业融资等方式

帮助实体企业渡过难关。

“云办公” 取得显著成效

“春节前后算下来， 我已整整一个月没去

过公司，不过手上的工作一点儿也没少。” 中信

建投研究发展部相关人士对中国证券报记者

说，公司高度重视特殊时期研究工作与客户服

务工作，部门全体员工居家办公，通过电话、网

络等方式为投资者服务。

在疫情防控期间，中信建投“云办公” 制

度下线上研究与咨询服务活动及线上经纪业

务均取得显著成效。

研究与咨询服务方面，自1月31日以来，中

信建投累计召开线上会议226场， 较去年同期

增长10倍， 已达去年全年线上会议数量的一

半。 会议内容方面，中信建投34个研究团队均

参与疫情防控行业影响深度研究和系列专题

会议，举办行业研究方法线上培训会。

“我们的‘云计算’‘金融科技’‘通信行

业投资精选’ 等系列主题会议均取得良好会议

效果， 单场最多在线参与签约用户数达千余

人。 ” 上述人士表示。

经纪业务方面，中信建投优先引导客户非

现场业务办理。 对必须临柜的业务，中信建投

采取客户预约制，在营业部柜台人员中建立轮

岗与临时备岗制度。

虽然为投资者服务的形式变了，但满足投

资者服务需求的宗旨并未变。

“我们的培训和会议均围绕部门已有研

究成果及客户需求组织开展。 一方面，我们紧

跟当前热点焦点问题，各行业研究员均可随

时与客户沟通交流；另一方面，通过召开线

上电话会议，研究员能更及时、方便地获取

客户需求，尽量做到随时有需求，随时召开

电话会议。 ” 前述人士表示，对春节后的研究

服务评价，客户总体反馈的效果不错，会议

安排和内容及线上平台操作等都得到较高

好评率。

助力实体企业复工复产

疫情防控期间， 中信建投持续发挥金融机构

专业优势，通过资本市场帮助实体企业复工复产。

“在证监会、 交易所推出疫情防控债品种

后，公司与客户密切沟通，经专业筛选，确定首

批7家积极参与疫情防控且有实际融资需求发

行人，合计融资规模超过100亿元。 ” 中信建投

债券承销部负责人郭春磊表示。

郭春磊介绍， 中信建投首批疫情防控债券发

行人涉及疫情防控多个领域： 有直接为抗击疫情

的医院、医药企业提供物资和资金支援的央企，有

为疫情防控调配应急物资保障的地方国企， 有保

障人民群众生活物资平稳供应的商业流通企业，

还有为公众出行提供安全保障的公用事业企业。

2月12日， 中信建投担任牵头主承销商

的国药控股（中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6亿

元非公开公司债（疫情防控债）完成簿记发

行，（下转A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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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强调

毫不放松抓紧抓实抓细防控工作

统筹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

□

新华社北京2月23日电

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工作部署会议23日在北京召开。 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

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中华民族历史上经历

过很多磨难，但从来没有被压垮过，而是愈挫愈

勇，不断在磨难中成长、从磨难中奋起。 当前疫

情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防控正处在最吃劲的关

键阶段，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定必胜信念，咬紧

牙关， 继续毫不放松抓紧抓实抓细各项防控工

作。 要变压力为动力、善于化危为机，有序恢复

生产生活秩序，强化“六稳” 举措，加大政策调

节力度， 把我国发展的巨大潜力和强大动能充

分释放出来， 努力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任务。

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党员、干

部、群众特别是湖北和武汉广大党员、干部、

群众致以诚挚的问候， 向奋战在疫情防控第

一线的广大医务工作者、人民解放军指战员、

各条战线的同志们表示崇高的敬意， 向港澳

台同胞、海外侨胞表示衷心的感谢，向为我国

疫情防控工作提供各种支持的国家、 国际组

织、友好人士表示诚挚的谢意，向在抗击疫情

中不幸罹难的同胞、 牺牲的医务人员表示深

切的悼念， 向正在同病魔作斗争的患者及其

家属、因公殉职人员家属、病亡者家属表示诚

挚的慰问。

李克强主持会议，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

乐际、韩正出席会议。

习近平强调，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党中央

高度重视，迅速作出部署，全面加强对疫情防控

的集中统一领导， 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及有关

部门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

位， 采取切实有效措施， 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

头。 党中央审时度势、综合研判，及时提出坚定

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总要求，

及时制定疫情防控战略策略， 把提高收治率和

治愈率、 降低感染率和病亡率作为突出任务来

抓，把武汉和湖北作为全国主战场，加强对武汉

和湖北防疫的统一指挥， 统筹抓好其他地区防

控工作，加强医用物资和生活必需品应急保供，

切实维护社会稳定，加强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

积极争取国际社会支持。

习近平指出，在这场严峻斗争中，各级党组

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顽强拼搏，广大

医务工作者义无反顾、日夜奋战，人民解放军指

战员闻令而动、敢打硬仗，广大人民群众众志成

城、守望相助，广大公安民警、疾控工作人员、社

区工作人员等坚守岗位、日夜值守，广大新闻工

作者不畏艰险、深入一线，广大志愿者等真诚奉

献、不辞辛劳，党和国家有关部门和人大、政协

以及各人民团体等主动担责， 社会各界和港澳

台同胞、海外侨胞纷纷捐款捐物，为疫情防控作

出了重大贡献。

习近平强调，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

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 感染范

围最广、 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 对我们来说，这是一次危机，也是一次

大考。经过艰苦努力，目前疫情防控形势积极向

好的态势正在拓展。实践证明，党中央对疫情形

势的判断是准确的，各项工作部署是及时的，采

取的举措是有力有效的。防控工作取得的成效，

再次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下转A02版）

稳外资政策有望继续加码

各地加快编制外商投资指引

□

本报记者 倪铭娅

中国证券报记者23日获悉，为不断优化

营商环境和向外商投资提供服务和便利，各

地正加快编制外商投资指引，发布办事指南、

项目信息和相关数据信息等。

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冼国义日前表示，商务

部正抓紧会同相关部门研究财税、金融、保险、

便利化等新的政策措施，进一步加大对企业的

支持力度。专家认为，针对目前形势，相关部门

应加大对在建外资大项目政策倾斜力度，推

出更多实质性开放措施，增强外资信心。

外企复工复产加快

针对当前外资企业生产经营活动面临的

困难和问题， 商务部先后发布一系列有针对

性的措施稳定外商投资， 最大程度减少疫情

影响。

“近期， 这一系列政策措施已经开始见到

成效。 ”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宗长青表示，上海、山

东、 湖南等地重点外资企业复工率超过80%。

预计2月底多数地方基本实现复工复产。

为进一步提高外资企业复工率，上海、山

东、河北、天津、广西等地纷纷展开研究部署，

推动解决外商投资企业在复工和生产经营中

遇到的防疫物资紧缺、人工不足、物流不畅等

困难。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黄勇认

为， 从中央到地方出台的种种切实有效助力

外企有序复工复产的措施， 让更多外资企业

增强信心，也向全世界传递着中国的信心。

吸收外资优势不变

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 一些外资投资

者等待观望心理加重。 商务部最新统计数据

显示，1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875.7亿元人民

币，同比增长4%，以美元计同比增长2.2%，基

本上延续去年以来的平稳增长势头。

“但1月增幅与去年同期相比，以人民币

计回落0.8个百分点， 以美元计回落0.6个百

分点，疫情影响已开始显现。 ” 宗长青表示，

预计二月、三月乃至一季度，疫情影响将更明

显。但从长远和总体上看，疫情影响终归是阶

段性的， 我国吸收外资的综合竞争优势没有

改变， 大多数跨国公司投资中国的信心和战

略没有改变。

冼国义说， 疫情影响是暂时的。 从长远

看，我国吸收外资的综合竞

争优势不会改变，我国在

全球产业链中的地

位和作用不会改变。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顾

学明认为，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

疫情的影响是短期的，只要政策及时、精准，依

然能接续之前我国吸收外资的良好态势。

争取外资项目落地

为把疫情影响降到最低， 商务部提出创

新和优化招商引资方式、 加强外资企业动态

监测等多项措施。一些地方通过网上洽谈、视

频招标、在线签约等方式，将“面对面” 交流

改为“屏对屏”沟通；通过加强与境内外商协

会合作，以委托招商、以商招商等新方式，争

取外资项目落地。

顾学明认为，针对目前形势，相关部门应

加大对在建外资大项目政策倾斜力度， 建立

网上政务服务快速通道，协调相关部门在

用工、能源供应、融资、产业链配套等

方面加大保障力度。 推出更多实质

性开放措施， 探索通过跨境电商

模式进口部分医药产品，建立全球传染病风

险预警管理体系等。

为全面落实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

条例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利

用外资工作的意见等法规政

策， 各地正在编制外商投资

指引并有望加快发布，为

外商投资提供服务和

便利，不断优化营

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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