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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隆重举行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

新华社深圳10月14日电

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14日上

午在广东省深圳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

要讲话强调， 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

帜，统筹推进“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从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

大局出发，落实新发展理念，紧扣推动高质量发

展、构建新发展格局，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

风雨无阻的精神状态， 改革不停顿， 开放不止

步，在更高起点上推进改革开放，推动经济特区

工作开创新局面，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 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新的更大

的贡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副总理韩正

出席大会。

深圳前海国际会议中心灯光璀璨、 气氛热

烈。会场高悬横幅：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朝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方向

前行， 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征程中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0时30分，大会开始。全体起立，高唱国歌。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

强调，兴办经济特区，是党和国家为推进改革

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行的伟大创举。

长期以来， 在党中央坚强领导和全国大力支持

下，各经济特区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勇担使命、

砥砺奋进，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进程

中谱写了勇立潮头、开拓进取的壮丽篇章，为全

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大

贡献。

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向

经济特区广大建设者， 向所有为经济特区建设

作出贡献的同志们，致以诚挚的问候！向各位来

宾， 向关心和支持经济特区建设的国内外各界

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习近平指出， 深圳是改革开放后党和人民

一手缔造的崭新城市，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

一张白纸上的精彩演绎。40年来，深圳奋力解放

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实现了

由一座落后的边陲小镇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

际化大都市的历史性跨越；坚持解放思想、与时

俱进，率先进行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实现

了由经济体制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性跨

越；坚持实行“引进来” 和“走出去” ，积极利用

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积极吸引全球投

资， 实现了由进出口贸易为主到全方位高水平

对外开放的历史性跨越； 坚持发展社会主义民

主政治，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加强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建设， 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 实现了由经济开发到统筹社会主义物质文

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发

展的历史性跨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生活

水平大幅提高，教育、医疗、住房等实现翻天覆

地的变化，率先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实现了由解决温饱到高质量全面小康的历史性

跨越。深圳等经济特区的成功实践充分证明，党

中央关于兴办经济特区的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

的。经济特区不仅要继续办下去，而且要办得更

好、办得水平更高。

习近平强调，深圳等经济特区40年改革开

放实践积累了宝贵经验，深化了我们对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经济特区建设规律的认识。 一是必

须坚持党对经济特区建设的领导，始终保持经

济特区建设正确方向。 二是必须坚持和完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通过改革实践推动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三是必

须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坚持敢闯敢试、敢为人

先，以思想破冰引领改革突围。 四是必须坚持

全方位对外开放，不断提高“引进来” 的吸引

力和“走出去” 的竞争力。 五是必须坚持创新

是第一动力，在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赢

得主动权。 （下转A02版）

■

今日视点

MLF料量稳价平

“补水” 待下周

□

本报记者 张勤峰

按惯例， 央行今日将开展

10

月中期借贷便

利（

MLF

）操作。 此次操作延续超额续做的可能

性较大，但对操作量不宜期望过高。在中国经济

稳定复苏、供需表现提振增长信心、社会融资合

理增长的背景下，货币调控不会松动，

MLF

利率

料继续走平。 预计

10

月流动性操作可能相对集

中于下周。

进入

10

月，央行公开市场操作重归平静。截

至

10

月

14

日，央行暂停公开市场操作已

5

个工作

日。 今年以来，除非遇上节假日，

MLF

操作都安

排在

15

日进行。

10

月

MLF

操作的悬念主要是量

和价。

量的方面，超额续做可能性较大。理由主要

包括：一是合理补充中长期流动性。 在降准“蛰

伏”的情况下，央行开展

MLF

操作已成为补充中

长期流动性的主要手段， 考虑到维持基础货币

和社会融资合理增长的需要， 本月央行仍有较

大可能继续对到期

MLF

实施超额续做。 二是对

冲季度缴税的影响。 在

9

月底财政投放推动下，

本月初银行体系流动性总量一度回到较高水

平，近日央行暂停公开市场操作，并通过逆回购

到期回笼流动性从侧面印证了这一点。 在这一

过程中，流动性“水位”回落。

10

月是传统税收大

月，也是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的收官月，税款清

缴入库和政府债券发行缴款叠加， 对流动性会

造成一定影响。 中下旬流动性供求缺口的弥补

有待央行支持。 对到期

MLF

进行超额续做可起

到提前对冲和稳定预期的作用。

今年

8

月和

9

月， 央行均对到期

MLF

进行超

额续做，尤其是

9

月的操作量达

6000

亿元，远超

到期量。

10

月，长假因素使得税期和债券缴款高

峰期双双延后。鉴于当前流动性比较充裕，税收

及地方债缴款带来的压力尚不明显，因此，

MLF

操作量可能不会太大。

价的方面，利率走平没有太大悬念。 当前，

全球利率水平处于企稳或向上过程中。 中国更

因为疫情防控领先，经济持续稳定复苏，维持货

币政策正常化更具底气。 在

10

月已披露的经济

数据中， 多项指标好于预期， 显示供给稳定向

好、需求加快修复，（下转A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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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量29.62万亿元

央行：维护正常货币政策空间

□

本报记者 彭扬 赵白执南

中国人民银行10月14日召开第三季度金融

统计数据发布会。 央行有关部门相关负责人表

示，货币政策坚持稳健取向不变，维护正常货币

政策空间。下一阶段将根据形势变化，综合运用

多种货币政策工具， 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 此

外，央行将会同住建部和其他相关部门，稳步扩

大房企融资新规适用范围。

流动性合理充裕

数据显示， 今年前三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

量累计为29.62万亿元， 比上年同期多9.01万亿

元； 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6.26万亿元，同

比多增2.63万亿元；9月末，广义货币（M2）余

额216.41万亿元，同比增长10.9%，增速分别比

上月末和上年同期高0.5个和2.5个百分点。

央行调查统计司司长阮健弘表示， 今年以

来，人民银行科学把握货币政策力度，坚持稳健

的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精准导向，引导资金

更多地流向实体经济， 有效发挥结构性货币政

策工具精准滴灌的作用，提高政策的直达性，强

化对稳企业、保就业的金融支持。 总体看，当前

全社会流动性合理充裕， 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

规模合理增长。

对于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效果， 央行金

融市场司副司长彭立峰表示，截至8月末，银行

业金融机构已对3.7万亿元贷款本息实施了延

期；6月至8月， 银行业金融机构共对72.9万户、

6176亿元普惠小微贷款实施延期；3月至8月，

银行业金融机构累计发放普惠小微信用贷款

1.89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发6279亿元。

提及资管产品整改转型，阮健弘称，今年以

来，金融管理部门有序推进资管产品整改转型，

资管产品风险状况得到改善。 一是净值型产品

占比持续上升。8月末净值型产品募集资金占全

部资管产品募集资金余额的63.1%，比年初提高

7.7个百分点。 二是去通道进程加快，同业交叉

持有的占比明显下降。 三是杠杆率回落。 8月末

资管产品负债杠杆率水平为107.8%，比年初回

落了0.8个百分点。（下转A03版）

深交所：

坚决扛起资本市场先行先试责任

10月14日，深交所党委组织全体干部员工集体观看深圳经济特

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视频直播，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

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交所表示，将扛起服务创新驱动发展的

重要使命。

大宗商品掀多头浪潮

机构看好年末行情

“十一” 假期之后，国内大宗商品市场一改9月颓势，出现大幅

反弹。其中，农产品涨势尤为抢眼。由于海外市场走势趋稳、国内流动

性充裕，以及经济复苏提振市场信心，部分机构强烈看多年末的大宗

商品行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