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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人士回答中国证券报记者提问时表示

预计社会融资规模将平稳增长

●本报记者 彭扬 赵白执南

一季度社会融资规模超出市场预期。 人

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司长阮健弘14日在2022

年第一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新闻发布会上回

答中国证券报记者提问时表示，预计社会融

资规模将平稳增长。

人民银行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将适时

运用降准等货币政策工具，尽快推动两项新

的专项再贷款落地见效。 坚持以我为主，主

要根据国内经济形势把握好稳健货币政策

实施的力度和节奏， 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

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

稳定。 此外，3月以来，全国已有一百多个城

市自主下调房贷利率，部分省级市场利率定

价自律机制也在全国政策范围内下调了本

城市首付比例下限和利率下限。

适时运用降准等货币政策工具

今年一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量达12.06

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增1.77万亿元。阮健弘

表示，人民银行将灵活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

具，努力服务实体经济，预计社会融资规模

将平稳增长。

阮健弘介绍，从结构上看，一季度社会

融资规模增量主要有四方面特点：金融机构

对实体经济的信贷支持增强、企业直接融资

保持较快增长、 政府债券融资同比多增较

多、委托贷款和信托贷款降幅明显缩小。

对于货币政策将如何发力稳增长，人民

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孙国峰表示，人民银行

将按照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适时运用降准

等货币政策工具，进一步加大金融对实体经

济特别是受疫情严重影响行业和中小微企

业、个体工商户支持力度，向实体经济合理

让利，降低综合融资成本。

谈到科技创新、普惠养老两项专项再贷

款，孙国峰介绍，目前人民银行正会同有关

部门抓紧落实上述两项专项再贷款。 科技创

新专项再贷款总额度为2000亿元， 利率为

1.75%。 普惠养老专项再贷款初期先选取浙

江、江苏、河南、河北、江西等5个省份开展试

点，试点额度为400亿元，利率也是1.75%。

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

近期海外主要央行政策调整加快，证券

投资项下跨境资金波动有所加大，人民币汇

率走势引起较多关注。 孙国峰表示，今年以

来人民币汇率有升有贬、双向浮动。 我国坚

持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

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市场在

汇率形成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总的看，人

民币汇率弹性增强，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

了基本稳定。 ” 他说。

“人民银行、 外汇局在帮助外贸企业应

对汇率波动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 孙国峰介

绍，2021年企业利用远期、 期权等外汇避险

产品管理外汇风险的规模同比增长59%，高

于同期银行结售汇增速36个百分点，企业套

保比例同比上升4.6个百分点，至21.7%。

对于下一步工作，孙国峰表示，人民银行

将坚持以我为主，主要根据国内经济形势把握

好稳健货币政策实施的力度和节奏，增强人民

币汇率弹性，发挥汇率调节宏观经济和国际收

支自动稳定器的功能，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

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把握好内部均衡和

外部均衡的平衡。 同时密切监测国际宏观经

济金融形势，稳妥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冲击。

房贷利率下调较普遍

近期多地房贷利率出现下调。 对此，人

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邹澜介绍，3月以来，

由于市场需求减弱，全国已有一百多个城市

的银行根据市场变化和自身经营情况，自主

下调了房贷利率。（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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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视察文昌航天发射场时强调

强化使命担当 勇于创新突破

努力建设世界一流航天发射场

●新华社海南文昌4月14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12日到文昌航天发射场视察，代表党中央

和中央军委，向发射场全体同志致以诚挚问候。

四月的海南，满目青翠，生机盎然。下午3时

30分许，习近平来到文昌航天发射场。在椰林映

衬下，一座现代化的发射塔架巍然矗立。习近平

结合展板听取发射场基本情况、 执行任务情况

和后续发展规划汇报， 察看发射塔架等设施设

备。 得知发射场成立以来，出色完成长征五号、

长征七号火箭首飞等一系列重大航天发射任

务，成功将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嫦娥五号月球探

测器、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送入太空，开创了我

国一箭22星新纪录， 习近平对他们取得的成绩

表示肯定。

随后， 习近平依次来到航天器总装测试厂

房和火箭水平测试、垂直总装测试厂房，详细了

解有关任务准备情况。

在热烈的掌声中， 习近平亲切接见发射场

官兵代表，同大家合影留念。 习近平强调，文昌

航天发射场是我国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发射

场，是我国深空探测的重要桥头堡，在我国航天

体系中具有特殊重要地位和作用。 要大力弘扬

“两弹一星” 精神、载人航天精神，坚持面向世

界航天发展前沿、面向国家航天重大战略需求，

强化使命担当，勇于创新突破，全面提升现代化

航天发射能力，努力建设世界一流航天发射场。

习近平强调，按照既定部署，今年我国将完

成空间站建造任务，天舟四号、五号货运飞船和

问天、 梦天实验舱将从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

空。要精心准备、精心组织、精心实施，确保发射

任务圆满成功， 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

利召开。

张又侠等参加活动。

估值“剪刀差” 收窄 并购重组生态酝酿变局

●本报记者 任明杰

“今年以来我们的并购重组业务只过会1

单，在审3单，即便这样也是市场第一了。 ” 华泰

联合证券执行董事、 并购业务负责人劳志明日

前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近年来，随着A股注册

制改革稳步推进， 优质资产纷纷寻求IPO。 在

“跷跷板效应” 之下，一度火热的并购重组市场

持续降温。

与此同时， 小市值公司IPO和被并购的估

值“剪刀差” 持续收窄，沿着产业链做纵深整合

的并购重组日益增多，A股上市公司之间的并

购“A吃A”逐渐常态化，新的变局已现端倪。

跷跷板效应

张洋（化名）是A股某生物医药上市公司

的投资部门负责人，“外延式扩张” 一直是公司

的核心成长逻辑。让张洋发愁的是，公司已经一

年多没有项目“入账” 。“一些跟踪了很长时间

的项目， 我们准备洽谈收购时， 对方突然打算

IPO，这种情况越来越多。 ”

随着注册制改革稳步推进，IPO保持常态

化。 Wind数据显示，从2018年的105家到2021

年的524家，A股IPO年复合增长率达70.88%。

而并购重组上会项目数量从2015年的336个降

至2021年的47个。

“相较于被并购，IPO不仅能融资， 还可拥

有自己的上市平台以实现独立发展。 ” 劳志明

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IPO是很多企业家的梦

想，所以随着IPO通道的持续畅通，并购重组市

场的优质标的大都奔着IPO去了。 ”

并购重组标的急剧减少， 优质标的更是凤

毛麟角。 联储证券并购业务负责人尹中余在接

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说，“2021年有47个

项目上会，但有6个未过会，主要问题体现在持

续盈利能力、 业绩预测合理性、 商誉占比等方

面，归根结底是并购标的持续盈利能力不佳。 ”

“有合作关系的几家投行已经很长时间没给

我们介绍项目了。 ”张洋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作为并购重组市场上的龙头券商， 华泰联

合证券也感受到了凉意。 “我们拓展业务面临

不小的压力， 不少投行更是放弃了并购重组业

务。 ” 劳志明表示。

一些投行人士曾以为2021年并购重组市场

已“跌到地板上” ，但没想到2022年情况也不乐

观———截至目前仅有7个项目上会。“从买方角

度看，面对2022年的复杂环境，上市公司外延式

扩张更谨慎了。 ” 市场人士王骥跃对中国证券

报记者表示。

估值差缩小

“我们正在操作一个并购项目，标的是一家

每年八九千万利润的公司，按理说已经达到IPO

标准， 但公司还是选择被一家大型产业集团并

购。 ”尹中余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在并购重

组市场持续遇冷的同时，积极因素正悄然酝酿。

“A股注册制改革稳步推进， 并不意味着

IPO更容易。 对于质地一般的小公司而言，上市

要卖出好价钱越来越难。 ”劳志明指出。

随着市场更趋成熟和理性， 新股上市首日

破发屡见不鲜。 Wind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在A

股上市的95只新股中，24只上市首日即破发，占

比达25.26%。

随着时间的推移， 小市值公司的市值持续

缩水。 联储证券以105家上市公司作为样本

（2020年以注册制方式发行上市且2020年扣

非净利润为0.5亿至1.5亿元）统计发现，从上市

首日到2022年3月15日收盘， 市值40亿元以下

的从8家增至67家，70亿元以上的从55家降至

17家。 （下转A02版）

铁路修到厂门口 长城汽车专列在渝首发

4

月

14

日，长城汽车专列首发列车在重庆永川国家高新区铁路专用线上等待发车（无人机照片）。

当日，长城汽车专列首发暨重庆永川国家高新区铁路专用线通车活动在重庆永川国家高新区凤凰湖产业园举行。一列满载长城品牌

汽车的货运专列由永川栏杆滩火车站发往华北地区。

据了解，该铁路专用线位于重庆永川国家高新区凤凰湖产业园，地处成渝铁路栏杆滩站处，于

2020

年

11

月动工，

2022

年

4

月

14

日首运

通车。 该线的顺利投用将有效解决园区企业物流成本高、运输效率低等问题。 新华社图文

重大项目密集亮相

万亿级基建投资超前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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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货和衍生品法草案

“三审”在即

4

月

14

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

员会发言人臧铁伟介绍， 期货和衍生品法草

案三次审议稿拟围绕完善衍生品交易监管等

方面作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