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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保基金去年权益投资收益额2917亿元

年末资产总额逾2.6万亿元

□

本报记者 昝秀丽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社保基金年度

报告显示，2019年，社保基金权益投资收益额

为2917.18亿元，投资收益率14.06%。 这远高

于社保基金自成立以来的年均投资收益率

8.14%。

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相关负责人表示，社

保基金坚持长期投资、价值投资和责任投资理

念，按照审慎投资、安全至上、控制风险、提高

收益的方针进行投资运营管理，确保基金安全

和保值增值。

投资收益大幅反弹

根据报告，2019年， 社保基金权益投资收

益额2917.18亿元，较2018年增长7.12倍。其中，

已实现收益额944.80亿元 （已实现收益率

4.64%）， 交易类资产公允价值变动额1972.38

亿元。

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在

投资运营管理方面，2019年， 社保基金密切跟

踪国内外宏观经济、 资本市场形势和政策走

势，加强分析研判，着力增强投资策略的科学

性，不断提高资产配置的有效性。根据市场发

展变化，科学编制实施资产配置计划，合理安

排投资节奏，加强主动管理，增强预见性和

前瞻性，实施有效的动态配置，努力提高超额

收益。

“社保基金在投资风格方面注重长期投

资、价值投资，因此投资绩效体现在长期表现

方面。 纵观近年表现，总体来看，社保基金的投

资收益率波幅收窄，离散程度收敛。 这表明，社

保基金投资水平不断提高，投资管理理念不断

成熟。 ” 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

登新说。

资产总额持续稳步增长

年报显示，2019年末， 社保基金资产总额

26285.66亿元，较2018年末增长17.59%。

此外，2019年末， 社保基金权益总额为

24225.60亿元， 包括： 全国社保基金权益

21376.51亿元， 个人账户基金权益1571.37亿

元，地方委托资金权益1277.72亿元。

财政拨入全国社保基金情况方面，2019

年，财政性拨入全国社保基金资金464.93亿

元。 其中：中央财政预算拨款100亿元，彩票

公益金364.49亿元， 国有股减持资金0.44

亿元。

截至2019年末，财政性拨入全国社保基金

资金和股份累计9616.50亿元。 其中：中央财政

预算拨款3398.36亿元，国有股减转持资金和股

份2843.51亿元（减持资金971.39亿元，境内转

持股票1028.57亿元， 境外转持股票843.55亿

元），彩票公益金3374.63亿元。

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陈文辉在

2020年全球财富管理论坛首季峰会上表示，划

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既能弥补“老

人”和“中人” 未缴费或缴费不足，退休后需要

足额给付所产生的历史欠账，又能缓解人口老

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导致的养老金收支缺口，实

现养老保障的代际公平，还能进一步支持减税

降费。

豪掷近180亿 公募发力定增市场

□

本报记者 万宇 徐金忠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9月10日，今年以来已

有375只基金（不同份额分开统计）参与了85

家上市公司的定增， 总投资金额达到179.51亿

元，远超去年全年公募基金参与定增总金额。

上市公司定增新规发布后，公募基金布局

“一级半” 市场的力度明显加大。 业内人士表

示，不仅二级市场有结构性分化，定增市场同

样存在较大分野。 在资本市场正本清源、优胜

劣汰、转型升级背景下，定增市场的“马太效

应” 会进一步显现。

参与力度大

自2月14日定增新规落地以来， 不少上市

公司发布了定向增发预案。 Wind统计显示，截

至9月10日，今年以来已经有400家上市公司的

定增预案获股东大会通过，174家上市公司完

成定增。

近期实施定增的北京君正、 格尔软件、精

工钢构等公司的参与者中，频现博时、易方达、

财通、广发等基金公司的身影。

作为参与定增的主力之一，公募基金今年以

来参与定增的力度远高于去年同期。 根据Wind

数据， 截至9月10日， 今年以来已有375只基金

（不同份额分开统计）参与了85家上市公司的定

增，总投资金额达到179.51亿元，远超去年全年

公募参与定增的总金额。 去年全年仅126只基金

参与上市公司定增，总投资金额为38.12亿元。

部分基金公司今年以来参与了多家上市

公司的定增。 比如，兴证全球基金参与了哈高

科、领益智造、精工钢构等多家公司的定增，获

配次数达17次；博时基金、创金合信基金获配

次数达13次；国泰、易方达等基金公司的获配

次数超过10次。

定增主题基金今年以来也取得了不错的

业绩。 根据Wind数据，目前市场上有93只定增

概念主题基金，89只基金取得正收益，其中有6

只基金的收益率超过50%。

今时不同往日

基金机构积极掘金定增市场，背后一大重

要原因在于定增市场本身的创新升级。

招商证券分析师张夏对2012年以来的定

增市场进行了研究分析。 张夏认为，2020年公

布的定增预案出现了新趋势。 具体来看，基建

类、地产融资类、金属及采矿类等传统行业的

定增项目占比进一步下滑；制造业领域定增项

目出现结构变化，半导体、消费电子、新能源汽

车等新兴制造业定增项目占比明显上升，传统

制造业定增项目规模及其占比稳定在较低水

平或有所下降；5G相关定增项目大增， 如大数

据、云计算、5G和光通信；医药类拟募资规模占

比延续升势，提升至7.27%，相比2017年以前的

2%至4%有明显上升。

正是市场出现的新变化促使公募基金加

大了对定增项目的掘金力度。“在资产端，上市

公司定增项目优胜劣汰。 此前外延式转型、炒

作式定增项目的空间基本没有了，定增新规提

供的融资便利条件，向优质上市公司和优质定

增项目倾斜。 在资金端，只关注定增折扣、解禁

减持的投机资金占比下降，上市公司定增成为

资金进行资产配置的重要选项。 ” 上海一家基

金公司定增业务负责人说。

制图/韩景丰

12项改革举措发布 企业减负出新招

□

本报记者 赵白执南

中国政府网9月10日消息， 国务院办公厅

日前印发《关于深化商事制度改革进一步为企

业松绑减负激发企业活力的通知》， 推出四个

方面12项改革举措，以进一步充分释放社会创

业创新潜力、激发企业活力。

内容涵盖四大方面

《通知》 明确提出四个方面12项改革

举措。

推进企业开办全程网上办理。 全面推广企

业开办“一网通办” ，进一步压减企业开办时

间至4个工作日内或更少， 持续提升企业开办

服务能力。

推进注册登记制度改革取得新突破。 加大

住所与经营场所登记制度改革力度，支持各省

级人民政府统筹开展住所与经营场所分离登

记试点。 提升企业名称自主申报系统核名智能

化水平，加强知名企业名称字号保护，建立名

称争议处理机制。

简化相关涉企生产经营和审批条件。 将建

筑用钢筋等5类产品审批下放至省级市场监管

部门，推动化肥产品由目前的后置现场审查调

整为告知承诺。 完善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简

化出口转内销产品认证程序。 将疫情防控期间

远程评审等应急措施长效化，全面推行检验检

测机构资质认定网上审批。 推动第三方评价机

构发布一批企业标准排行榜，形成2020年度企

业标准“领跑者” 名单。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加强企业信息公示，

健全失信惩戒机制，推进实施智慧监管，进一

步完善以“双随机、一公开” 监管为基本手段、

以重点监管为补充、以信用监管为基础的新型

监管机制。 健全完善缺陷产品召回制度。 规范

平台经济监管行为， 引导平台经济有序竞争，

依法查处电子商务违法行为，维护公平有序的

市场秩序。

进一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近年来， 商事制度改革取得显著成效，市

场准入更加便捷， 市场监管机制不断完善，市

场主体繁荣发展，营商环境大幅改善。 但从全

国范围看，“准入不准营” 现象依然存在，宽进

严管、协同共治能力仍需强化。 在统筹推进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下，需

要进一步深化商事制度改革， 加快打造市场

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充分释放社会创

业创新潜力、激发企业活力。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唐军此前

介绍， 商事制度改革有利于激发社会创业热

情，也有利于激发市场活力。 今年1月至7月，市

场主体每天平均新增6.4万户，其中企业平均每

天增加2.1万户，净增1.1万户。 然而从全国范围

看，“准入不准营” 等现象仍然存在， 宽进严

管、协同共治能力仍需强化。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

院长盘和林认为，《通知》明确“推进企业开

办全程网上办理”“提升企业名称自主申报

系统核名智能化水平” 等，让企业少跑路或不

跑路，利用数字化技术简化程序，比从环节上

优化更能帮助企业节约时间、减少负担，值得

称赞。 这也说明利用大数据等新技术来改善

营商环境的条件已经成熟，可以进一步推广。

盘和林表示，近年来商事制度改革一直在

推进，在提高效率、为企业减负等方面取得明

显成效，《通知》是商事制度改革的又一延续。

下一步，深化商事制度改革的重点应是在加强

部门协同、改革市场机制、降低制度性交易成

本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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