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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对老龄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贯彻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让老年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安享幸福晚年

在重阳节来临之际向全国老年人致以节日祝福

●新华社北京10月13日电

在中国传统节日重阳节来临之际，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对老龄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代表

党中央祝全国老年人健康长寿、 生活

幸福。

习近平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高度重

视并切实做好老龄工作，贯彻落实积极应对

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把积极老龄观、健康

老龄化理念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加大

制度创新、政策供给、财政投入力度，健全完

善老龄工作体系，强化基层力量配备，加快

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养老服务体系、健康支

撑体系。

习近平强调，要大力弘扬孝亲敬老传

统美德，落实好老年优待政策，维护好老

年人合法权益，发挥好老年人积极作用，

让老年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安享幸福

晚年。

习近平同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视频会晤

●新华社北京10月13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10月13日同德国总理

默克尔举行视频会晤。双方在友好的氛围中

回顾近年中德、中欧关系发展并就相关问题

深入交换意见。

习近平积极评价默克尔任内为推动中

德、中欧关系发展所作的贡献。习近平指出，

“人之相识，贵在相知；人之相知，贵在知

心” 。 这句话，既是对我们多年深入交往的

很好诠释，也是过去16年来中德关系保持平

稳健康发展的重要经验。 中国人重情重义，

我们不会忘记老朋友，中国的大门随时向你

敞开。 希望你继续关心和支持中德、中欧关

系发展。

习近平强调， 我们多次就双边关系、重

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治国理政经验等深入交

流，共同推动了双边关系向前发展，推动了

中德合作应对全球挑战。中德本着互利合作

精神，发挥两国经济互补性，实现了共赢。中

国和德国自身发展得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

也更大。 这证明，国与国之间完全可以避免

零和博弈，实现互利共赢，这是中德关系应

该牢牢把握的主基调。明年是中德建交50周

年。 双方关系发展何去何从，保持正确方向

至关重要。 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

度看待中德关系，愿同德方保持高层交往，

增进相互了解和人民友谊， 深挖传统领域

合作潜力，积极开拓能源转型、绿色和数字

经济等务实合作新领域，推动中德合作走深

走实。

习近平指出，追求和平与发展是中欧双

方的共同心愿。 中欧都主张维护多边主义，

都支持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都认为中

欧共同利益远大于矛盾分歧。当前全球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和推进世界经济复苏正处于

关键时期，面对日益增多的全球性问题和不

断上升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中欧作为全球

两大重要力量，有责任加强合作，团结应对。

双方应该从更广阔维度看待中欧关系，客观

全面地相互认知，理性平和、建设性地处理

差异分歧。 希望欧方坚持独立自主，真正维

护欧盟自身利益和国际社会团结，同中方和

其他各国一道，共同致力于解决和平与发展

的世纪难题。

默克尔表示，我对我们十多年来的每次

交往都记忆犹新。我们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坦

诚深入交流，增进了相互理解，促进了德中

关系和欧中合作的良好发展。我任德国总理

期间，中国实现了快速发展，国力今非昔比，

并且展现出巨大潜力。 我一贯主张，欧盟应

独立自主地发展同中国的关系，双方可以就

彼此存在差异和分歧的问题加强对话交流，

相信欧中关系能够克服各种复杂因素继续

发展。德方赞赏中方为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

生物多样性所作努力，愿同中方共同办好庆

祝德中建交50周年活动，继续加强双边和多

边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我将继续为

促进德中、欧中理解与合作作出积极努力。

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前三季度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22.7%

外贸向好趋势不变 全年料实现较快增长

●本报记者 赵白执南

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统计分析司司长李

魁文10月13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

22.7%。 海关总署同日公布数据显示，按美元

计，9月我国出口同比增长28.1%，再度超出市

场预期。

专家认为，出口增速超预期主要是受东南

亚疫情导致订单回流、欧美经济复苏、出口商

品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 展望四季度，我国出

口仍将保持较高增速水平，外贸全年有望实现

较快增长。

汽车医药出口增长亮眼

李魁文介绍，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

口总值28.33万亿元人民币， 比去年同期增长

22.7%。 其中，出口15.55万亿元，增长22.7%；

进口12.78万亿元，增长22.6%。

今年以来，我国外贸一直保持两位数的较

快增长。 提到当前支撑我国外贸增长的因素，

李魁文表示，国内经济持续恢复发展，为外贸

持续增长奠定了坚实基础。全球经济和贸易有

所回暖，国际市场需求增加利好我国出口。 国

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成为推高进口值的重要

因素。 此外，我国外贸稳增长政策效果持续显

现也是重要原因。

从具体商品来看，出口方面，汽车、医药材

及药品增长数据亮眼。李魁文表示，前三季度，

我国出口机电产品9.15万亿元， 增长23%，高

出整体出口增速0.3个百分点， 占出口总值的

58.8%。 其中，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

手机、 汽车分别增长12%、14.4%、107%。 同

期，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增长9.5%，医药材及

药品增长108%。

进口方面，李魁文介绍，前三季度，部分大

宗商品进口量减价扬。 具体来看，我国进口铁

矿砂同比减少3%，均价同比上涨67.5%；原油

同比减少6.8%，均价同比上涨32.8%；大豆同

比减少0.7%，均价同比上涨29.4%；铜同比减

少19.5%，均价同比上涨37.9%。

多因素推升9月出口增速

海关总署13日公布数据显示， 按美元计

价，9月我国出口同比增长28.1%，超出此前市

场预期，且较8月提升了2.5个百分点。

“9月出口同比增速再次大超市场预期，

相对2019年同期增长40%。”光大证券董事总

经理、首席宏观经济学家高瑞东称，出口超预

期主要是由于家居品类和工业品出口在加速，

家居品类出口受益于东南亚疫情冲击下的订

单回流， 工业品出口则受益于欧美经济复苏。

此外，台风天气干扰使得外贸活动积压在9月

最后一周进行， 对市场判断形成一定干扰，也

是此前市场预期较低的原因。（下转A02版）

9月人民币贷款增加1.66万亿元

●本报记者 彭扬 赵白执南

央行10月13日公布的9月金融数据显

示，9月人民币贷款增加1.66万亿元，社会融

资规模增量为2.9万亿元， 广义货币（M2）

余额同比增长8.3%。专家预计，随着政府债

券发行加快， 以及金融加大对实体经济支

持力度，信贷、社融增速有望企稳回升。

居民短期贷款明显增长

数据显示，9月人民币贷款同比少增

2327亿元。 光大银行分析师周茂华表示，

这主要受居民中长期贷款和企业中长期

贷款收缩影响，但企业票据融资较去年同

期明显增加。

“不过，9月居民的短期贷款环比和同

比均明显改善。” 周茂华称，这主要是由于

国内疫情防控形势良好，居民消费活动明

显回暖。

展望未来，中信证券固定收益首席分

析师明明表示，从高频数据看，9月国内30

大中城市商品房成交面积较8月继续下

滑，监管部门调节房贷抑制楼市泡沫的成

效显著。 但9月成交面积的下滑幅度较8月

明显缩小，考虑到央行等部门已在多个场

合表示要 “维护住房消费者合法权益” ，

预计后续住户部门中长期贷款少增趋势

在边际上会有所好转。

M2同比增速改善

9月末，M2余额234.28万亿元， 同比

增长8.3%，增速比上月末高0.1个百分点；

狭义货币（M1）余额62.46万亿元，同比

增长3.7%，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

低0.5个和4.4个百分点。

“9月份M2同比增速略好于预期，M1

同比增速表现放缓，不及预期。”周茂华表

示，M2同比增速改善，主要是居民和非银

机构存款增加，抵消了企业和财政存款同

比少增的影响。 M1同比增速下滑超预期，

很大程度上是受企业存款放缓与房地产

销售下滑影响。

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认为，下一

阶段，宏观政策要做好跨周期调节，金融

将继续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特别

是加大对普惠金融、绿色金融、科技金融、

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结

构性支持，新增贷款规模有望上升，M2和

社融增速将触底回升。

地方债拉动社融作用将显现

9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比上年同期少

5675亿元， 比2019年同期多3876亿元；9

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308.05万亿元，

同比增长10%。

周茂华认为，9月社融表现不及预期，

主要是受去年高基数和专项债发行不及

预期影响，社融、新增信贷的绝对量并不

比正常年份低。

明明称，9月企业债券净融资较去年

同期相比并没有明显下滑，即便在到期量

较高的背景下，依靠稳健发行依然在净融

资额上与2020年基本持平。 政府债券方

面，9月地方债继续放量，但受制于2020年

高基数影响，对社融增长难有明显的提振

效果，但已经一改前几个月大幅拖累社融

的态势， 较往年同比少增的量也有所收

敛，后续预计政府债券对社融的拉动作用

将逐步显现。

视觉中国图片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制图/王力

监管部门明确公募基金

投资北交所股票口径

●本报记者 昝秀丽

中国证券报记者10月13日从监管部门获悉，

日前监管部门已通过派出机构向基金管理人和托

管人下发通知， 明确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属于国

内依法发行上市交易的股票， 公募基金可按照合

同约定进行投资。 公募基金参与新三板投资仍参

考此前相关指引执行。

业内人士表示， 此举明确了公募基金投资北

交所股票的口径。 根据基金法，公募基金可以投资

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股票， 而在北交所交易股票

即属于公开发行上市股票。明确“公募基金参与新

三板投资仍参考此前相关指引执行” ，旨在于明确

上述举措下， 并不意味着过渡期内公募基金可随

意投资精选层股票， 过渡期内公募基金投资精选

层股票仍要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投资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股票指引》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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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五只精选层股票“打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