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家建议以政策组合拳稳定市场预期

□

本报记者 赵白执南

多位专家日前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热点

问题研讨会上建议，出台一揽子政策，促进保

信心、稳定市场预期。同时，针对海外疫情的不

确定性，采取措施防范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

风险。

加大改革开放力度

“为了稳定预期， 出台一揽子政策具有必

要性。 ”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认为，把前

期相机决策的政策整体化、规划化，有利于大启

动、大对冲、大复苏的目标。

刘元春认为，未来政策需要在以下方面着

力：一是对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业主进行纾困；

二是对受疫情冲击较大的低收入群体进行补

贴；三是可以考虑大规模扩大消费和政府采购，

推动市场循环快速启动；四是加快启动以新基

建、都市圈建设为先导的投资规划。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表

示， 一揽子政策措施还要抓住疫情倒逼带来的

改革机会窗口，加大改革开放力度，不失时机推

动改革。 比如近期发布的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

改革文件，就可以把一揽子政策和改革更好结

合起来。 下一步，稳定产业链、供应链等，也要

和改革、扩大开放有机结合。

增加资金供给

多位专家认为，一揽子政策的出台需要多

方面资金支持。

王一鸣认为， 提高赤字率基本已成共识。

值得注意的是，欧盟在疫情过后也放宽了对成

员国赤字率不超过3%的限制，所以我国也不要

被3%所束缚。 专项债规模可以再扩大，不过除

了扩大规模外，更重要的是扩大专项债用作资

本金的比例。

特别国债方面，王一鸣表示，商业银行现在

面临信贷需求不足的问题，商业银行发国债可

以和存款准备金的调整结合起来。

防范金融风险

王一鸣表示，要关注疫情对产业链、供应链

的影响，并防范资产负债表方面的金融风险。

“当前背景下， 要把更多精力放在风险防范

方面。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所所长李

迅雷认为，目前疫情仍具不确定性，未来对金融

机构的冲击、对金融体系的冲击可能会更大。 我

国要针对资本市场做一些后手准备。

李迅雷认为， 当前政策要求不过度使用货

币政策，坚持“房住不炒” ，在这两个前提下，要

防止房价大起大落， 注意对房地产市场尤其是

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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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击深圳楼市“春躁” 系列报道之二

外贸订单少了 赶紧抢房子

深圳楼市悲喜“众生相”

□

本报记者 黄灵灵

一轮突然而至的楼市行情，仿佛一把利刃，

切开了很多人的情感之门。 在深圳，企业、购房

者、中介、投资客，有的亢奋欣喜，有的懊恼失

落，有的拼命“上车” ，有的悄然出货……这些

神态各异的表情在楼市的万花筒里不断混合、

碰撞，拼接出一幅悲喜“众生相” 。

外贸老板出手抢房

杨老板在深圳华强北一家电子市场开了一

个档口，去年还盘下宝安西乡的一家电子厂，主

要生产数据线等电子产品。 背靠“中国电子第

一街” 这棵大树，杨老板的生意做到了国外。巴

基斯坦、印度、斯里兰卡、德国等国的客户都曾

来华强北登门拜访、洽谈生意。

“春节后回来原准备大干一场， 把失去的

时间补回来，没想到订单没了。 ”杨老板在老家

待了1个多月， 憋了一口气的他以为复工复产

后可以甩开膀子干，没想到海外疫情恶化，订单

一天天减少。在朋友的带动下，他出手在光明买

了一套89平方米的新房。“总要对冲一下风险，

老百姓只能买房。 ”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 深圳楼市节后的

这一轮行情来得突然，超出很多人意料，都没想

到3月楼市开始启动，让人们不知所措：

———刚需“梦断” 。年前就打算在福田区香蜜

湖购房的张明（化名）如今焦虑懊丧。“过个年回

来发现看中的小区价格都涨了， 每平方米至少涨

了1万多元。 ”张明说，这边位置好房源少，好不容

易看到一套价格合适的两居室， 房子刚挂出来就

被买走了。 记者在链家APP上查阅张明提及的小

区，当前共有4套房源挂出，其中3套在年后提高挂

牌价，分别提高40万元、100万元和200万元。

———中介懵圈。 中介向来敏锐，但这一轮深

圳楼市回暖之快，让一些中介也摸不着头脑。“一

些楼盘的价格上涨这么快，确实有点莫名其妙。”

福田一位房产中介王小姐感慨。 感慨完，中介们

迅速转身到抢单的队伍中，一些科技手段也大显

身手。 据统计，今年2月到3月，链家深圳地区的

VR带看量相比去年11月和12月增长了30倍。

“我的房子为什么没涨”

分化是深圳楼市这一轮行情的特点，南山、

宝安等热点片区涨上天，罗湖、龙岗等东部片区

却是“静悄悄” 。 严重的分化造就了众多悲喜

剧。 热点小区的业主“牛气冲天” ，一听到购房

者尝试压价，立马起身走人；冷门片区的业主则

“低声下气” 。

面对涨价， 买了房的刚需也是五味杂陈。

“买房前几乎跑遍深圳， 看了100多套房子，去

年上半年看的一套蛇口山海津的72平方米两

居室，430万元，差一点就交定金了。 后来一念

之间买了福田的上梅林附近的老小区。 现在山

海津的同户型房子涨到600多万， 上梅林的房

子基本没涨。 ” 齐先生一脸落寞。

有的炒房客重仓罗湖万象城片区，房子总

价低，一买好几套，结果2019年以来深圳楼市

一波又一波行情，西部热点片区一飞冲天，这里

却没怎么涨。 “想卖卖不掉，想涨涨不了，让人

欲哭无泪。 ”

开发商存货入市

进入4月，深圳楼市成交持续放大，价格上

行，有加速赶顶的味道。 有意思的是，一些特殊

的房源此时悄然入市。 在南山，在光明，近期一

些中介打出广告：开发商保留单位，一手更名，

只收契税，懂的快来！据说这类房子是开发商压

箱底的存货，趁着市道好卖高价，由于要求一次

性支付全款，普通人自然难以企及。

趁着行情好，沉睡的地王也醒来。 2015年

12月，深圳拍出了全国的楼面价地王，楼面价

达到每平方米79907元，逼近8万元，该地块处

于宝安区尖岗山片区。 原本预计2016年底就会

入市的项目，在过去几年里却不见动静。但近期

却传出消息称，该项目已经动工，部分楼座已出

地面5层左右，首批产品将推出11栋别墅群，预

计2020年入市。

业内人士分析称， 此前迟迟不入市或是因

为该项目拍出了楼面价地王，成本较高，加上政

府限价，开盘价不好定、项目不好推。 但现在宝

安片区正热，而且二手房价格也涨起来了，正是

开发商推盘的好机会。

谈及后市，易居研究院副院长杨红旭认为，

预计今年深圳楼市会呈现稳中趋涨的态势，涨

幅不会太大，否则会受到调控。 此外，疫情导致

的全球经济冲击， 未来几个月预计会对深圳楼

市产生利空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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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拳治乱象

加大投资者保护力度

□

本报记者 昝秀丽

金融委

15

日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加强资本市场

投资者保护问题，这也是金融委

4

月第二次强调打

击造假和欺诈行为， 传递出严惩资本市场违法违

规行为、保护投资者利益的强烈信号。

“资本市场发展必须坚持市场化、 法治化原

则，依法诚信经营是最基本的市场纪律。”近年来，

监管部门对市场乱象依法、从严、全面监管，行政

处罚数量和金额连创新高。 但从近期多家上市公

司“蹭热点”涉嫌误导性陈述等案例来看，对于资

本市场乱象仍需重拳治理。业内人士认为，应从增

加法治供给、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完善市场化约束

机制等方面构建投资者保护新格局。

首先，加大法治供给。新证券法全面加大对信

息披露违法、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证券违法违规

行为的处罚力度，增加认定基金“老鼠仓”的法律

依据，并进一步完善操纵证券市场行为的界定。与

此同时，刑法修订、期货法立法有序推进，进一步

完善资本市场规范发展的法治环境。

其次，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规范市场环境。

一方面， 在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行动计划推进背

景下，优胜劣汰、进退有据的资本市场生态加速

成型。 另一方面，压实中介机构责任，加大违法

违规处罚力度，倒逼中介机构提高自律水平，叠

加行业文化建设推进， 有利于营造风清气正的

市场环境。

同时，在推行注册制背景下，保护投资者利益

亟待完善市场化约束机制， 引导上市公司诚信经

营。 当前，推动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集体诉讼制度

已提上日程。可以预见，在“默示加入、明示退出”的

诉讼机制下，上述制度的推行将令我国证券侵权民

事诉讼发生根本性变革， 虚假陈述行为人或面临

“全民索赔”。

在法治供给有效保障以及市场化约束机制的不

断完善过程中，上市公司经营将更加规范，资本市场

服务实体经济功能将得到进一步发挥。

沪深交易所公布

劳动节休市安排

□

本报记者 周松林 黄灵灵

沪深交易所16日发布《关于2020年劳动节休

市安排的公告》。2020年劳动节休市安排为：5月1

日（星期五）至5月5日（星期二）休市，5月6日

（星期三） 起照常开市。 另外，4月26日 （星期

日）、5月9日（星期六）为周末休市。

为保证劳动节后交易的正常进行， 上交所定

于2020年5月5日 （星期二）9时15分-12时进行

交易系统连通性测试。

央行：小微贷款规模和覆盖面

将持续较快增长

（上接A01版）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占各项贷

款比重达7.7%，比上年同期高0.6个百分点。其中，

信用贷款占15.4%，比上年末高1.9个百分点，占比

显著提高。

贷款支持小微经营主体覆盖面扩大， 增长

出现大幅反弹。 3月末，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小微

经营主体2787万户，同比增长22.2%；一季度增

加89万户，其中，3月增加71万户，比1-2月的18

万户增加明显，出现大幅反弹式的恢复性增长。

分结构看， 一季度单户授信1000万元以下小微

企业增加21万户， 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增

加68万户。

奋斗三十载 浦东开发开放蓝图变实景

□

本报记者 徐金忠

在浦东外高桥保税区的办公室， 见到樊

驹（化名）时，他忙碌中带着兴奋。 忙碌是他

的常态， 自从2014年来到新成立的上海自由

贸易试验区后， 他便投入到这片热土上的事

业中去。 兴奋则在于4月18日，浦东将迎来开

发开放30周年的日子。 浦东作为中国改革开

放之“鸣镝” ，一举一动犹如穿林箭，动辄引

领时代潮流，在而立之年，更应意气风发，再

领风潮。

30年前，浦东开发开放。 彼时彼刻，贸易加

工是其重要的产业支柱。 而如今，三十载已过，

浦东今非昔比：贸易加工区升级为自由贸易区，

更有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横空出世， 吸引了

特斯拉等全球知名企业入驻； 陆家嘴从烂泥渡

发展为国际金融城，上海中心、环球金融中心和

金茂大厦三座超高层建筑已成为上海地标；张

江科学城则成为硅谷、药谷，成就科技创新的高

地。 东海潮水来来去去，涛声依旧，浦东的发展

也将竿头日进、久久为功。

三十而立

与浦东改革开放同岁的外高桥保税区，是

全国第一个保税区， 于1990年6月经国务院批

准设立。 彼时彼刻，这里只是一片芦苇地。“合

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 ” 带着

改革基因而来的外高桥保税区在肇始之际就显

得与众不同。 资料显示， 当时的外高桥区域以

“空转” 而来的2.4亿元起步，将“生地” 转化为

“熟地” ，通过不断地投入开发，进入土地二级

市场，并运用转让的收入进行再投入、再转让，

直到区域建成， 为整个浦东的开发建设创造了

有利条件。“资金空转、土地实转” 也最终成为

浦东改革开放的经典之作。

而这一切， 又在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横空

出世后，迎来更快更好的发展。 2013年9月29日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成立，面积

28.78平方公里， 涵盖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外

高桥保税物流园区、 洋山保税港区和上海浦东

机场综合保税区等4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 樊

驹便是在自贸区成立的次年来到外高桥保税

区， 就职于一家生物医药行业企业。 “那个时

候，公司需要借助保税区和自贸区的优势条件，

进行仪器器材等的进口和融资租赁等业务。 另

外，也希望在自贸区内寻找更多的合作机会。 ”

樊驹回忆道。 如今6年过去，忙忙碌碌已是他的

常态， 而他的身份也从一个普通职员升为部门

主任。 公司也已经从初出茅庐的状态发展成业

务联系十多个国家的水平。

事实上，从加工贸易、保税区发展到自由

贸易区的变化不仅仅在外高桥。 2015年4月27

日， 上海自贸区扩区至120.72平方公里；2019

年8月20日，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揭牌。 其

中，临港新片区定位高远：到2025年，建立比较

成熟的投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制度体系，打造

一批更高开放度的功能型平台，集聚一批世界

一流企业， 区域创造力和竞争力显著增强，经

济实力和经济总量大幅跃升；到2035年，建成

具有较强国际市场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特殊经

济功能区， 形成更加成熟定型的制度成果，打

造全球高端资源要素配置的核心功能，成为我

国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载体。 在临港新

片区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 “特斯拉速度” ：从

2019年1月初破土动工，到当年8月项目主体完

工，再到当年年底交付第一批新车，位于临港

新片区的特斯拉项目实现“当年开工、当年竣

工、当年投产、当年上市” ，数次刷新汽车行业

对于速度的定义，也成为临港新片区营商环境

的“金字招牌” 。

光荣与梦想

浦东新区不仅只有保税区和自由贸易区。

30年的开发开放，已经勾勒出浦东创新发展的

宏伟篇章。

浦东开发开放30年来，陆家嘴31.78平方公

里区域尤其是1.7平方公里的中心区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 从昔日的烂泥渡发展为国际金

融城。 其中，2015年4月，上海自贸区扩容至陆

家嘴，陆家嘴金融城成为上海自贸区金融改革

和对外开放的试验田和主战场。 目前的陆家嘴

金融城，已成为中国金融市场体系最完备、金融

交易最活跃、金融机构最集聚、国际化水平最高

的金融产业高地，区域内已集聚了12家国家级

要素市场和金融基础设施，870家银、证、保持

牌金融机构及其分、 子公司，6000家新兴金融

机构，3000多家专业服务机构。 目前，陆家嘴拥

有全国41%外资法人银行， 上海市89%的外资

财险、 人身险法人机构及全国90%以上的外资

私募机构。 其中，外资资管集聚方面，全球63家

国际知名资管机构在陆家嘴设立了86家各类

外资资管公司， 全球资管规模前10中有9家落

户陆家嘴。

同样，在张江科学城，集成电路、人工智能、

生物医药三大产业“上海方案” 加快落实。 4月

15日，张江总部园、上海集成电路设计产业园

在上海浦东张江科学城开园。 两个园区的可建

建筑面积达330.7万平方米，预计总投资额将不

少于500亿元。

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 浦东新区全年实

现地区生产总值12734亿元，增长7%。 全社会

固定资产投资在工业投资的有力拉动下达到

2126亿元。实到外资87.7亿美元，外贸进出口总

额保持在2万亿元以上。 回顾1990年，浦东开发

开放时，地区生产总值仅60亿元。 三十年换了

人间！

浦东开发开放仍将继续。 2020年是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 规划收官之年，是上海

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和科

创中心基本框架形成之年，是浦东开发开放30

周年。浦东新区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设定目标：地

区生产总值增长7%左右， 力争实现 “万亿平

台、千亿增量”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保持稳定增

长，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增长5%左右。

竿头日进，久久为功，浦东开发开放乘风破

浪、直济沧海。

保险代理人监管新规

拟取消许可证3年有效期

□

本报记者 薛瑾

银保监会16日发布通知，就《保险代理人监

管规定（征求意见稿）》（简称《规定》）向社会

公开征求意见。 此文件是2018年7月首次征求意

见稿的修订版本，变化主要体现在取消许可证3年

有效期、 明确提出加快建立独立个人代理人制度

等九大方面，进一步体现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

化服务的主基调，以适应保险中介市场改革要求，

进一步完善保险代理人监管制度。

银保监会相关负责人指出，长期以来，保险代

理人法律关系不清、监管体系不明、管理标准不同，

对保险代理人的监管散见于不同的文件当中，不能

形成有效合力。 起草《规定》，可理顺法律关系，统

一监管尺度，形成监管合力。

银保监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取消许可证3年有

效期的设置是落实“放管服” 要求，加强和改进保

险监管的重要举措，将激发企业活力，支持优质公

司加快发展。监管部门将进一步完善监管手段，加

大对扰乱市场的劣质公司的检查和处罚力度，实

现扶优限劣。

《规定》 明确了保险机构高管人员近亲属经

营保险代理业务应符合履职回避的有关规定。 此

举措的背景之一，是在前期监管实践中，监管部门

查处了一些保险机构高管人员近亲属通过虚列费

用、虚构业务等方式，违规经营保险中介业务，为

保险机构及其高管人员套取费用， 牟取不正当利

益的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规定》还专列一条，国务院保

险监督管理机构对个人保险代理人实施分类管理，

加快建立独立个人保险代理人制度。 这是监管部门

首次明确提出加速独立代理制建设。

湖南巨型“胶囊” 形散货仓库封顶 将于四月底投产

这是4月16日拍摄的湖南岳阳全封闭“胶囊”形散货大棚。湖南省岳阳市城陵矶港环保提质改造项目主体工程———全封闭“胶囊”形散货大

棚日前完成封顶，进入大棚内设备调试阶段。据湖南省港务集团负责人介绍，大棚将于4月25日全面完工并投入使用。该散货大棚长470米、宽110

米、高46.5米，具有全封闭、装卸能力强、覆盖范围广等优点，将有效解决城陵矶港的货场粉尘污染问题，有利于保护长江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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