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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表格）1-3月，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分别增长38.2%、36.8%和91%。

（原创表格）2020年以来全国吸收外资金额累计同比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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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唐山钢坯库存数量变化（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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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唐山钢坯价格指数变化情况（单位：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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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新华社北京4月15日电

4月16日出版的第8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的重要文章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

大会上的讲话》。

文章强调，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

辟地的大事变。 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

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

进程， 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

前途和命运， 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

和格局。 我们要永远保持建党时中国共产

党人的奋斗精神， 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

之心。

文章指出， 在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

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人民，跨过一道又一道

沟坎，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为中华民族作

出了伟大历史贡献，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

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实现了

中华民族由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 持续

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 实现了中国人民

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历史

和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事业是正确的， 必须长期坚持、 永不动

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辟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必须长期坚持、永

不动摇；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扎根中国大

地、吸纳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独立自主实现国

家发展的战略是正确的，必须长期坚持、永不

动摇。

文章强调，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

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比历史上任

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我们

完全可以说，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

要实现，也一定能够实现。

严监管倒逼投行

提升执业质量

●本报记者 昝秀丽

“不少中介机构尚未真正具备与注册制相

匹配的理念、 组织和能力， 还在 ‘穿新鞋走老

路’ 。” 中国证监会主席易会满话音刚落，近期一

系列指向保荐机构执业质量问题的监管动作便

接踵而至。

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表示， 在新

形势下，保荐机构应积极转变执业思路，从单纯重

视财务指标到关注核心竞争力，从提高“可批性”

到保证“可投性” ，从选择性披露到主动披露，从

“带病闯关”“任性撤单” 到主动归位尽责、强化

执业操守。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 监管部门正积极研

究完善相关制度规则， 提升保荐业务监管的规范

性、标准化水平。 同时，考虑进一步研究优化发行

定价、承销配售等制度。

“点名” 发出新信号：提高保荐质量

种种迹象表明， 督促机构提高保荐质量成了

近期证券监管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4月1日，科

创板申报企业国力科技披露的首轮问询回复引发

市场关注。 上海证券交易所在问询函中就“保荐

机构执业质量” 进行提问，并置于“问题1” 的重

要位置。此前，科创板申报企业国光电气也在首轮

和二轮问询中被问及“保荐机构执业质量” 相关

问题，当时还放在问询函中相对靠后位置。 另外，

证监会网站于4月6日将38份监管决定书集中挂

网， 仅IPO项目就有超30名券商保荐代表人被

“点名” 。

专家分析，从核准制到注册制，保荐机构的角

色发生了很大变化，对“看门人” 提出了更高要

求， 要从只关注审核转向更加关注市场， 从提高

“可批性”到保证“可投性” 。

“保荐机构执业质量问题的症结在于部分中

介机构及从业人员对注册制的理解不到位， 对发

行人价值判断能力不足。 ” 华泰联合证券执行委

员会委员张雷说， 注册制发行条件无一例外地与

市值密切相关， 因此投行最重要的工作是价值发

现和价值判断， 帮助发行人以合理价格进行证券

化或融资。 投行应逐步从被动“跟投” 转向主动

“投资” ， 从单纯通道业务模式转向 “保荐+投

资”模式。 （下转A02版）

一季度我国吸收外资同比增长39.9%

●本报记者 倪铭娅

面对全球疫情蔓延和产业链供应链

不稳定因素，我国对外资的“引力” 不减。

商务部4月15日发布数据显示， 今年一季

度我国吸收外资规模同比增长39.9%。

分析人士表示，在去年低基数以及推

出一系列稳外资政策等因素影响下，我国

对外资的吸引力加大，外资对我国经济发

展前景的信心不断增强，促使一季度吸收

外资规模大幅增长。 未来伴随稳外资政策

持续加码， 我国吸收外资环境将不断改

善，全年有望保持吸收外资的良好态势。

延续稳中向好态势

一季度吸收外资延续了去年以来的

向好态势。 商务部数据显示，1-3月，全国

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10263家， 同比增长

47.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024.7亿元，同

比增长39.9%。

从行业看，1-3月，服务业实际使用外

资金额2377.9亿元，同比增长51.5%；高技

术产业增长32.1%， 其中高技术服务业增

长43.9%，高技术制造业增长2.5%。

从来源地看，“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

东盟、欧盟实际投资同比分别增长58.2%、

60%和7.5%（含通过自由港投资数据）。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部副主任

白明认为，一季度我国吸收外资继续向好，

缘于我国有强大完整的产业链供应链，以

及为稳定外贸基本盘推出的一系列政策。

这些政策的推出，既稳定了市场预期，又提

升了外商投资信心。此外，随着我国对外开

放力度加大，自贸试验区、自贸港等一些开

放平台对稳定外资发挥了重要作用。

西部地区吸收外资抢眼

值得一提的是，一季度西部地区吸收

外资涨势强劲。 商务部数据显示，1-3月，

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分

别增长38.2%、36.8%和91%。

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主任

郝红梅认为，随着中国低廉且供给充足的

劳动力、土地、自然资源等吸收外资的传统

比较优势削减，新一轮吸引外资更重视产

业向中西部的梯度转移，力推西部、东北地

区承接外资产业转移。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日前

表示， 为进一步促进西部地区吸

收外资， 我国正从四个方面引导

外资更多地投向中西部地区，包

括提高投资便利化水平， 降低企

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在税收、用

地、 信贷等方面落实有关优惠政

策； 建设跨境多式联运交通走

廊， 推动降低中西部地区

的流通成本；支持沿

边 省 区 融 入

“一 带

一路” 合作，提升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

济合作区的发展水平。

稳住外资基本盘

为更好地稳住外资基本盘，吸收

外资政策正不断加码。 商务部日前

印发 《关于围绕构建新发展格局

做好稳外资工作的通知》， 从五

个方面提出22条具体措施，为今

年稳外资工作描绘了路线图。

（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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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A股

网上投资者交流会

央行：逐步将气候变化风险纳入宏观审慎政策框架

通过商业信用评级、存款保险费率、公开市场操作抵押品框架等渠道加大对绿色金融的支持力度

●本报记者 彭扬

央行网站消息，4月15日， 中国人民银行与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召开“绿色金融和气候

政策” 高级别研讨会。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

表示，人民银行计划推出碳减排支持工具，为碳

减排提供一部分低成本资金。 人民银行正在探

索在对金融机构的压力测试中， 系统性地考虑

气候变化因素， 并逐步将气候变化相关风险纳

入宏观审慎政策框架。

“人民银行高度重视发展绿色金融。 ” 易纲

称，2020年末， 中国绿色贷款余额约1.8万亿美

元，绿色债券存量约1250亿美元，规模分别居世

界第一和世界第二。近期，市场主体已发行40多

只碳中和债，规模超过100亿美元。

着眼未来，易纲认为，有几方面重点工作需

要推进。第一，要进一步以市场化方式动员公共

和私人部门资金，支持绿色经济活动。预计2030

年前， 中国碳减排需每年投入2.2万亿元；2030

年-2060年，需每年投入3.9万亿元，要实现这些

投入，单靠政府资金是远远不够的，需引导和激

励更多社会资本参与。

易纲称，为此，需要做好两项基础性工作。

一方面是加强信息披露。 人民银行计划分步推

动建立强制披露制度，统一披露标准，推动金融

机构和企业实现信息共享； 同时将在G20框架

下，推动加强信息披露方面的国际协调。另一方

面是完善并统筹绿色金融分类标准。 人民银行

即将完成对绿色债券标准的修订， 删除化石能

源相关内容。 我国正在与其他国家共同推动绿

色分类标准的国际趋同。

在提供政策激励方面，易纲认为，央行可以发

挥作用。人民银行计划推出碳减排支持工具，为碳

减排提供一部分低成本资金。 人民银行还将通过

商业信用评级、存款保险费率、公开市场操作抵

押品框架等渠道加大对绿色金融的支持力度。

第二， 要研究应对气候变化对金融稳定的

影响。 从碳达峰到碳中和，欧盟将用时70年，美

国45年，中国只有30年左右，时间短，曲线陡，金

融机构面临的风险突出， 所以要积极督促金融

机构尽早开始转型。

易纲强调， 人民银行正在探索在对金融机

构的压力测试中，系统性地考虑气候变化因素，

并逐步将气候变化相关风险纳入宏观审慎政策

框架。 人民银行已按季评估金融机构的绿色信

贷、绿色债券的情况，同时鼓励金融机构评估和

管理其环境及气候风险。

第三，要发挥好碳市场的价格发现作用。预计

今年6月底，中国全国性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启动

运营。相关部门正在就管理条例征求意见，提出要

逐步扩大碳排放配额的有偿分配比例，金融管理

部门将配合相关部门参与碳市场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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