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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募博弈医药股 精挑细选放长线

公募基金对医药生物领域的布局力度不减。 近

期，广发、易方达等基金公司相继发行医药生物主

题基金。 多位基金经理认为，医药生物行业长期发

展逻辑没有发生变化，投资机会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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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市场 内外兼修开新局

□

本报记者 罗晗

30多年来，我国债券市场从无到有，如今

以百万亿元体量位居全球第二，成为企业直接

融资的重要渠道。

30多年来，我国债券市场从独自求索到拥

抱世界，已吸引近千家境外机构入市，成为我

国金融对外开放重要阵地。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债券市场改革发展将

不断深入，对外开放继续扩大，互联互通进一

步取得突破，必将为经济形成新发展格局贡献

力量。

时代传奇

上世纪80年代，国库券的发行成为我国现

代债券市场建设的起点。 当时，我国缺乏自上

而下系统化建立债券市场的条件，国库券也不

能自由买卖。

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我国经济蓬勃发

展，从政府到市场主体，投融资需求快速上升，

建立统一规范的债券市场呼声不断。上世纪90

年代初，沪深证券交易所成立，顺理成章地吸

引债券交易转入场内，推动债券市场发展进入

新的阶段。 这一时期，交易所推出了国债现券

和期货交易、企业债现货交易，债券品种和交

易方式都极大丰富。

从1997年起，随着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开办和

壮大，债券市场发展轨迹再次改变。 银行间债券

市场在建设初期就拥有商业银行这类体量巨大

的参与者，逐渐成为债券市场的主体部分。

近年来， 交易所债券市场发展也取得长

足进步，无论是投资者数量、产品类型还是交

易体量均显著增加，市场活跃度明显上升，日

益成为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发债融资的重要

场所。

Wind数据显示，截至10月19日，我国债券

市场存续债券已超过110万亿元， 稳坐全球第

二大债券市场的宝座，成为我国企业直接融资

重要渠道。（下转A02版）

习近平在参观“铭记伟大胜利 捍卫和平正义

———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主题展览”时强调

在新时代继承和弘扬伟大抗美援朝精神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

新华社北京10月19日电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

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19日前往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

馆，参观“铭记伟大胜利 捍卫和平正义———纪

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主

题展览” 。 他强调，70年前，为了保卫和平、反抗

侵略，中国党和政府毅然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

国的历史性决策， 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高举

正义旗帜，同朝鲜人民和军队一道，舍生忘死、

浴血奋战，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为世

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巨大贡献。 抗美援

朝战争的胜利，是正义的胜利、和平的胜利、人

民的胜利。 抗美援朝战争锻造形成的伟大抗美

援朝精神，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必将激励中

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克服一切艰难险阻、 战胜一

切强大敌人。 要深入学习宣传中国人民志愿军

的英雄事迹和革命精神，学好党史、新中国史、

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激励全党全军全

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牢

记初心使命，坚定必胜信念，发扬斗争精神，增

强斗争本领，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实现中国梦

强军梦不懈奋斗，为维护世界和平、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

王岐山参观展览。

下午3时5分，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

来到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步入展厅参观

展览。 展览紧紧围绕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和革命

英雄主义精神的主题，以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

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为主视角，围绕战争主线，突

出战场较量， 精心设计序厅、“正义担当 决策

出兵”“运动歼敌 稳定战线”“以打促谈 越战

越强”“实现停战 胜利归国”“抗美援朝战争

胜利的伟大意义和历史贡献” 、结束语等7个部

分，设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 专

题，通过540余张照片、1900余件文物，以及大

量视频、实物场景等，充分展示重大决策过程、

重大历史事件、重要战役战斗、重要历史人物，

兼顾展示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斗争，全面

回顾中国共产党领导抗美援朝战争的光辉历程

和宝贵经验，生动反映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的

丰富内涵和时代价值，重点展示志愿军将士的

英雄气概和不畏强敌、 制胜强敌的精神优势，

展现全国各族人民同仇敌忾、万众一心的爱国

情怀，彰显中华民族不畏强暴、维护和平的坚定

决心。

志愿军战歌的珍贵手稿， 重现激战松骨峰

场景的油画，反映鏖战长津湖、血战上甘岭等的

景观， 特级英雄黄继光牺牲处挖掘出来的爆破

筒残体，缴获的武器装备，展现国内掀起参军参

战支前热潮的历史照片， 朝鲜停战协定签字仪

式现场使用的文具， 朝鲜人民欢送志愿军赠送

的礼品， 镌刻着抗美援朝英烈模范姓名的玻璃

幕墙……丰富的历史文物、翔实的文献资料、新

颖的展陈手段， 吸引了习近平等领导同志的目

光，他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认真听取讲解，并

详细询问有关情况。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

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

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在京

全国政协副主席以及中央军委委员等参观了

展览。

逆回购料发力 资金供给有望增加

□

本报记者 张勤峰

上周，中期借贷便利（MLF）如期完成超

额续做， 央行逆回购操作也适时重启，10月央

行公开市场“补水” 操作拉开帷幕。 业内人士

认为，10月资金面供求仍面临较大缺口， 尤其

是即将到来的税期高峰和债券发行高峰存在

重叠，“补水” 操作有望加码，央行逆回购操作

料逐步发力。

供求可能出现缺口

10月15日， 央行打破短暂的沉默， 开展

5000亿元MLF操作， 并重启公开市场逆回购

交易。 10月有2000亿元MLF到期，因此央行

此举释放3000亿元增量中期流动性，延续了8

月以来超额续做到期MLF的做法。 但从全月

来看，MLF操作释放的中期流动性明显不够，

上周公开市场操作可能只是预热。

在业内人士看来，10月流动性的“水池”

里放着两个大的 “抽水机” ———税款清缴和

政府债券发行缴款。 一方面，10月是传统税收

大月。 （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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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公募REITs机遇

深圳基金公司在行动

《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

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年）》提出，依

法依规开展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试

点。 深圳部分基金公司已在公募REITs项目筹备

和投资运行体系上，进行了相关布局和战略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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