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头版创意图片

头版创意图片

头版数据表格2

头版数据表格2

头版数据表格1

头版数据表格1

国内统一刊号：CN11-0207� � � � � � � � � � �邮发代号:1-175� � � �国外代号:D1228� �各地邮局均可订阅 北京 上海 广州 武汉 成都 沈阳 西安 福州 深圳 济南 杭州 无锡 同时印刷

地址:北京市宣武门西大街甲 97号 邮编:100031� � � � � � �电子邮件：zzb@zzb.com.cn� � � � � � � � � � � �发行部电话:63070324� � � �传真:63070321� � �本报监督电话:63072288� � �专用邮箱:ycjg@xinhua.cn

责任编辑：吕 强 版式总监：毕莉雅

图片编辑：王 力 美 编：王 力

2022年1月21日 星期五

A�叠 /�新闻 24�版

B�叠 /�信息披露 76�版

本期100版 总第8281期

可 信 赖 的 投 资 顾 问

证券市场信息披露媒体

新华通讯社主管主办

中国证券报有限责任公司出版

更多即时资讯请登录

中证网 www.cs.com.cn

����������中证金牛座 App

中国证券报微信号 中国证券报微博中国证券报App 中国证券报抖音号中证金牛座App

A02�财经要闻

A05�资管时代

国务院全体会议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

明显加大宏观政策实施力度 推出更多实招硬招

●新华社北京

1

月

20

日电

1月19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

务院第六次全体会议，讨论拟提请十三届全国

人大五次会议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 决定将

《政府工作报告 （征求意见稿）》 发往各省

（区、市）和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单位征求

意见，并研究部署一季度经济工作。

李克强说，国务院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报

告工作、接受人民监督，是宪法规定的重要职

责。起草好政府工作报告，听民声纳良言，有针

对性回应人民群众、 市场主体和社会各界关

切，有利于凝聚共识、多谋实招、提振信心，进

一步推动做好今年政府各项工作。

李克强指出，过去一年，我国发展环境复

杂严峻，面临诸多风险挑战，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

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在攻坚克难

中取得了一系列新的重大成就。统筹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通过创新实施宏观政策助企

纾困激发活力，有力有效应对自然灾害等冲击

和经济运行突出矛盾，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

间，全年经济增速位居主要经济体前列，改革

开放向纵深推进，就业和物价保持稳定，民生

保障取得新成效，较好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

主要任务，实现了“十四五” 良好开局，成绩得

来殊为不易。 在坚定信心的同时，要清醒认识

存在的不足和面临的挑战。

李克强说，当前我国经济面临新的下行压

力，不确定因素增多，要努力爬坡过坎，稳字当

头，把稳增长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要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认真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科学研判国

内外形势，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

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

局，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发挥中央和地方

两个积极性， 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继续做好“六稳” 、“六保” 工作，深化改革开

放，加强跨周期调节，明显加大宏观政策实施

力度，推出更多有利于提振有效需求、加强供

给保障、稳定市场预期的实招硬招，统筹发展

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风险，着力稳定宏观经

济大盘，实现比较充分就业，保持经济运行在

合理区间。

李克强强调， 要切实做好一季度工作，确

保全年有个良好开局。各地区各部门要增强责

任感、紧迫感，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要早安

排早部署，针对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和个体

工商户困难进一步加大帮扶力度，对受疫情影

响大、吸纳就业多的特殊困难行业出台实施倾

斜支持政策，抓紧推进重大工程和重点项目建

设，扩大有效需求和就业，加强煤电油气市场

调节和运输保障。要统筹疫情防控、春运调度、

节日活动等，做好春节期间粮油肉蛋奶果蔬等

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工作，保障农民工工资

发放， 保障受灾群众和困难群体基本生活，全

面排查治理安全隐患，保持社会平安祥和。

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孙春兰、胡春华、刘鹤

和国务委员魏凤和、王勇、肖捷、赵克志等出席

会议。

今年首期LPR“双降”

稳增长将打出组合拳

●本报记者 彭扬 赵白执南

2022年开年第一期LPR迎来 “双

降” 。 20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

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新一期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LPR）显示，1年期和5年期以上LPR

较上一期分别下调10个和5个基点，1年期

LPR为3.7%，5年期以上LPR为4.6%。

业内人士介绍，此次1年期LPR的下降

是该期限LPR自2021年12月以来的再次

下降；此次5年期LPR的下降是该期限LPR

自2020年4月以来的首次下降。 此次LPR

“双降”有助于增强市场主体信心，对稳增

长及稳定房地产市场运行将产生积极效

果。 稳增长将打出“组合拳” 。

“双降”体现政策发力

由于LPR是18家银行在中期借贷便利

（MLF）利率的基础上进行加点报价后得

出的，因此，在MLF利率下降后，此次LPR

“双降” 符合市场预期。

此次LPR“双降” 传递出多层政策信

号。中泰证券研究所政策组负责人、首席分

析师杨畅认为，一方面，LPR下降是从资金

供给端刺激经济增长， 体现出有关部门希

望加大力度支持制造业投资和消费的政策

意图；另一方面，非对称式下降既反映了对

更好满足购房者的合理住房需求的支持态

度， 又表明相关政策是以稳为主和相机抉

择，仍坚持“房住不炒” 。

在专家看来， 此次LPR “双降” 较

2021年12月的1年期LPR下降进一步体现

政策发力。 光大证券首席固定收益分析师

张旭表示，2021年12月和本月的LPR下降

均有降低实体企业贷款利率的作用。 本次

LPR下降的动力是MLF利率这一政策利

率的下降， 更加清晰地释放出货币政策充

足发力的信号。

从下降时点看， 植信投资研究院高级

研究员王运金认为， 年初下调LPR有助于

尽早实现市场融资成本下降， 以更好助力

实体经济稳增长。

有助稳定房地产市场

与1年期LPR下降传递的信号相比，专

家表示，5年期以上LPR下调更有助于提振

房地产市场信心。

诸葛找房数据研究中心高级分析师陈

霄表示，自2021年下半年以来，房地产市

场较为低迷，此次5年期以上LPR虽然仅下

降5个基点， 但对于提振市场信心有重要

作用。

“对于购房者而言，与房贷挂钩的5年

期以上LPR下调， 意味着按揭贷款还款金

额减少，（下转A02版）

新华社图片、视觉中国图片 制图/王力

瞄准三大领域 地方“稳增长” 路线图绘就

●本报记者 倪铭娅

省级地方两会近日密集召开。中国证券报

记者20日梳理发现， 多地将今年GDP增速目

标设定在6%以上， 将稳增长重点瞄准扩大投

资、促进消费、科技创新三大领域。

GDP预期目标有所下调

GDP增速作为稳增长的重要指标， 对地

方稳增长有重要的预期引导作用，也有助于地

方谋定而后动，因而备受关注。

中国证券报记者梳理发现， 截至1月20

日，安徽、北京、重庆、河北、河南、湖北、湖南、

江苏、上海等地公布了今年的GDP增速目标。

多数地区GDP增速预期目标均有所下调。 其

中，北京、上海、广东等地提出的GDP预期目

标在5%以上或5.5%左右。

“参考去年全国地区生产总值5.1%的两

年平均增速，此次下调符合预期。 ” 民生银行

首席研究员温彬告诉记者，今年经济运行面临

三重压力，叠加外部环境的严峻复杂和不确定

性，地方结合实际情况，下调GDP增速预期目

标，与潜在增长率相衔接，有助于引导地方稳

增长预期，提振信心。

在稳字当头、 稳中求进总基调下， 下调

GDP增速目标为地方经济增长留出空间。 以

广东为例，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林江表示，

今年广东地区生产总值增长5.5%的预期目标

充分体现了广东稳中求进的发展基调。“参考

全国地区生产总值5.1%的两年平均增速，经

济体量如此庞大的广东， 今年5.5%的预期增

长目标是合理且预留有空间的。 ”林江说。

扩投资促消费成主抓手

从各地2022年工作重点看，扩投资、促消

费成为今年地方稳增长主要抓手。

为发挥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关键作用，各

地强调将在2022年狠抓重大项目建设， 通过

加快推进“两新一重” 、城市更新、民生补短板

等领域项目开工建设， 尽早形成工作实物量。

例如，河南提出，着力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

“三个一批” ，全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8万亿

元，其中亿元以上项目投资1.8万亿元。 湖南提

出，积极扩大有效投资，抓好十大基础设施项

目和十大产业项目。 浙江提出，千方百计扩大

有效投资，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实现

有效投资增长6%左右。

消费作为经济稳定运行的 “压舱石” ，多

地提出2022年要多措并举促消费， 培育新的

消费增长点。 例如，北京提出，鼓励绿色消费，

丰富数字消费，发展体育消费，创新生活、文旅

消费，大力孵化新消费品牌。重庆提出，促进消

费升级扩容，培育品质消费，激发县乡消费，培

育新型消费。河南提出，壮大新型消费，培育时

尚消费，发展直播电商、社交电商、首店经济、

夜经济。

温彬认为，今年外贸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

可能减弱， 内需成为地方经济增长的主抓手。

推动基建投资、促进消费增长是重中之重。 各

地通过提振消费信心，带动消费增长，也有助

于进一步拉动投资， 促使更多企业投入研发、

扩大生产，形成良性经济循环。

强化科技创新引领作用

以科技创新助力稳增长是今年地方经济

发展的重点之一。多地正加大力度强化科技创

新引领支撑作用，推动企业科技创新为地方发

展注入新动能。

例如，甘肃提出，做大做强新兴产业，强化

科技创新引领支撑。 江西提出，要把科技创新作

为“稳住、进好、调优”的关键，（下转A02版）

银行房贷调研：多地银行放款提速

●本报记者 黄一灵 见习记者 石诗语

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

拆借中心公布，1月20日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LPR）为：1年期LPR为3.7%，下调10

个基点；5年期以上LPR为4.6%， 下调5个

基点。 中国证券报记者近日通过实地调研

发现，北京、上海、广州多地银行房贷放款

提速，广州、深圳等地银行房贷利率有所

下降。

业内人士表示， 此次LPR下降对房地

产市场传出积极信号，但“房住不炒” 的改

革基调不会改变。

放款排队时间缩短

记者先后走访或致电北京、 上海、广

州、 深圳、 重庆等地银行及房地产中介机

构， 发现各地银行放款速度纷纷提升。 其

中， 北京、 上海等地放款排队时间大幅缩

短，多数银行放款月内即可完成。

建设银行北京分行个贷中心某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二手房商贷去年底放款需

排队，现在不用，审批一周左右就能出来，

放款一般在三周内。 ” 北京某大型房地产

中介机构置业经理表示：“在与我们合作

的银行中， 速度最快的银行在一周内就能

完成房贷放款。 ”

上海多数银行房贷放款速度较此前

有较大提升。例如，工商银行上海分行某支

行工作人员向记者透露， 目前还有部分去

年的存量客户未完成放款，所以，新申请贷

款客户放款时间不能确定，但是，比此前要

快很多。 浦发银行上海分行某个贷经理表

示，一季度房贷额度相对充足。 在审批后，

二手房1个月左右就能完成放款。 新房贷款

更快，约两三周就可以了。 同时，他们表示，

具体时间需根据各支行实际情况才能最后

确定。 （下转A02版）

2022

年初以来，关于高成长赛道抄底的声

音不时传来。 市场人士表示，低估值品种超额

收益本质上来自于估值修复，高成长赛道的比

较优势会随着财报陆续披露而得到验证。

低估值品种风头正盛

高成长赛道归来可期

1

月

20

日，沪深交易所、全国银行间同

业拆借中心、 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联

合发布 《银行间债券市场与交易所债券市

场互联互通业务暂行办法》。 《暂行办法》正

式推出， 标志着境内债券市场互联互通取

得重大进展。

互联互通迎关键性进展

债市高质量发展添助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