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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德国总理朔尔茨举行视频会晤

●新华社北京5月9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9日下午同德国总理

朔尔茨举行视频会晤。

习近平指出，当前国际局势持续复杂变化，

全球安全、发展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显著增多，迫

切需要为动荡变化的时代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

定性。中国和德国都是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当

前形势下， 中德尤其需要保持两国关系健康稳

定发展，发挥好中德关系稳定性、建设性、引领

性作用，这不仅有利于两国人民，也将为世界和

平安宁作出重要贡献。

习近平强调，过去50年来，中德关系保持高

水平运行， 双方通过持续深化务实合作实现了共

同发展、相互成就，关键是坚持相互尊重、合作共

赢，这一宝贵经验和重要原则要始终如一坚持下

去。 中方发展中德关系的初衷不变，同德方加强

合作的真诚愿望不变，对中德共同办成更多有意

义大事的信心不变。双方应该坚持对话合作主基

调，用好双边对话合作机制，在应对气候变化、宏

观经济政策、金融稳定、能源安全、粮食安全、产业

链供应链稳定等各领域开展对话， 不断丰富中德

关系内涵。要深挖互利合作潜力，积极拓展绿色环

保、服务贸易、人工智能、数字化等新技术领域合

作。中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将为包括德国在内

的各国提供更广阔市场机遇。 要倡导真正的多边

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携手维护联合国在国际

事务中的核心地位，维护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推进

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促进全球平衡、协调、包容

发展。 欢迎德方积极支持和参与全球发展倡议和

全球安全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强调，中欧是全面战略伙伴，中欧是

彼此机遇，中欧的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中方支

持欧盟战略自主。 中欧关系不针对、不依附、也

不受制于第三方。 这是双方应该长期坚持的战

略共识。 双方应该坚持辩证、长远眼光，坚持相

互尊重，坚守正确认知，加强沟通，增进互信。面

对地缘政治危机，倡导对话和合作，以中欧关系

的稳定性应对国际形势复杂变化； 面对疫后复

苏难题，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和政策协调，以中欧

合作的开放性推动世界经济企稳增长； 面对全

球性挑战，聚焦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等攸关人

类未来的领域， 以中欧对话的广泛性促进全球

治理深入发展。 希望德方为中欧关系稳定健康

发展发挥积极影响。

朔尔茨表示，近年来德中关系发展非常好，双

方应传承良好传统， 持续推进两国关系良好发展

势头。德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保

持各层级密切沟通往来， 举办好新一轮德中政府

磋商，就确保全球供应链稳定、宏观经济政策协

调等重要议题开展对话，加强贸易投资、气候变

化、抗击疫情、卫生医疗、教育文化等广泛领域合

作。 德方欢迎中方致力于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这将给德方带来更多机遇。德方愿同中方加强多

边领域沟通协调，推动欧中关系积极发展。

两国领导人还就乌克兰局势深入坦诚地交

换了意见。 习近平强调， 中方始终站在和平一

边，从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出发，独立自主作出

判断，并一直在以自己的方式劝和促谈、推动局

势降温。 乌克兰危机将欧洲安全再次推到关键

十字路口。 要全力避免冲突激化、扩大化，导致

不可收拾的局面。 欧方要拿出历史担当和政治

智慧，着眼欧洲长远安宁，寻求以负责任方式推

动解决问题。 欧洲安全应该掌握在欧洲人自己

手中。 中方支持欧方在劝和促谈进程中发挥积

极作用，推动最终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欧

洲安全框架。 中方欢迎国际社会一切有利于劝

和促谈的努力， 有关各方应该支持俄乌双方通

过谈判实现和平。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会晤。

年报大考交卷 独董扎堆说“不”

●本报记者 任明杰 段芳媛

4月的一天，就在上市公司年报披露如火

如荼进行之际，某电子上市公司独董李明（化

名）在朋友圈转发了一篇题为《年报季，独董

怎样保护好自己？ 》的文章，并评论道：“康美

案”后，独董的第一次大考来了！

后来，十余家上市公司独董对年报真实性

持保留意见，一向被视作“花瓶” 的独董扎堆

说“不” 。

专家指出，虽然遭独董“发难”的大多是ST

公司，但从这一现象可以发现，独董权责意识已

开始觉醒。 要推动独董真正勤勉尽责，关键是进

一步完善A股独董制度，明晰权责边界，加强履

职保障。 同时要看到， 独董制度要真正发挥效

能，更依赖于上市公司治理水平的提升。

“康美案” 涟漪阵阵

“前段时间，我参加了一家拟上市公司的

IPO培训，跟其他几位独董交流后发现，在‘康

美案’ 的影响下，独董们的风险意识有了很大

提升。 更重要的是，独董与上市公司一直以来

那种‘心照不宣’ 的默契关系，正在发生微妙

变化。 ”李明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在2021年年报季大考中， 这种微妙变化

逐渐转化为实际行动。 莱宝高科、ST爱迪尔、

*ST中潜、*ST腾信、*ST网力、*ST东海A、ST

奇信、*ST圣莱、*ST德威、*ST腾邦等十余家

上市公司的独董， 纷纷对公司披露的2021年

年报投下不信任票： 无法保证年报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

与往年零星的独董“唱反调” 相比，今年

独董们对公司年报投下不信任票的情况明显

增多。

莱宝高科与独董蒋大兴，更是围绕年报展

开了你来我往的多轮较量。 在审计过程中，因

对年报真实性存疑，蒋大兴向莱宝高科提出聘

请会计师事务所或注册会计师协助审阅年报，

甚至愿意自掏腰包，但均遭拒绝。最后，蒋大兴

称“我不得不对莱宝高科年报投出反对票，以

表明自己的顾虑” ，并愤而辞职。

“独董们的‘觉醒’ ，一定程度上是‘康美

案’ 产生的涟漪效应。 ” 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

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比如，梳理公告发现，蒋大兴对莱宝高科年报

中的“南山工厂城市更新改造项目”第一次投

出反对票，正是在“康美案”宣判的三天后。

去年11月12日， 广州中院就康美药业虚

假陈述案作出一审判决，52037名康美药业投

资者获赔24.59亿元。 其中，5名曾任或时任独

董需承担高达3.69亿元的连带赔偿责任。“年

薪十万，赔偿上亿” ，履职风险的极度凸显深

深震撼了“独董圈” ，倒逼独董们不得不更加

勤勉尽责。

“有康美案的前车之鉴，对这次年报的审

阅是我干独董10年来最细致的一次。 ”一位独

董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即使有疫情影响，我

和审计合伙人还是面对面或电话沟通至少6

次，从审计计划怎么制定、在预审中发现的异

常事项、关键审计事项的审计，到最后审计意

见的出具，可以说是到了事无巨细的程度。 ”

不过，应该注意的是，除莱宝高科外，被独

董“发难”的基本上是ST公司。 有中小投资者

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人都喜欢挑软柿子

捏，ST公司本就暴露很多风险，未来爆雷的风

险也大。 独董们的表现，很难说到底是为了勤

勉尽责，还是为了免责。 ”

“但堡垒都是从最薄弱的地方被攻破的，

这至少是一个好的开始。 ”知名投行人士王骥

跃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防范两种效应

在年报季进行过程中，一起独董被罚案例

又触动了市场的神经。

*ST实达4月8日晚披露， 公司2018年、

2019年年度财务报告存在虚假记载， 福建证

监局调查后认定， 相关当事人未尽勤勉义务，

拟对其进行警告和罚款。（下转A02版）

三峡集团长江干流水电站发电量突破3万亿千瓦时

5

月

8

日拍摄的葛洲坝水利枢纽（无人机照片）。

据中国三峡集团消息，截至

5

月

4

日，三峡集团长江干流乌东德、白鹤滩、溪洛渡、向家坝、三峡、葛洲坝

6

座梯级水电站多年累计发电

量突破

3

万亿千瓦时。 目前，

6

座梯级水电站已投产的发电机组为

101

台，装机总量为

6200

多万千瓦，约占全国水电装机容量的

16%

。

新华社图文

人民银行发布2022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结构性政策做“加法” 降融资成本效果显现

●本报记者 彭扬 赵白执南

中国人民银行5月9日发布的2022年第一

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指出， 稳健的货币

政策坚持不搞“大水漫灌” ，发挥好货币政策工

具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保持物价总体稳定，

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和传导机制， 保持人民币

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专家认为，复杂形势下，结构性货币政策工

具积极做“加法” 将成为货币政策加力的重要

体现， 可能有更多领域被纳入专项再贷款支持

范围。随着银行负债成本下降，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LPR）下行，并带动贷款市场利率继续下降

的可能性有所上升。 降融资成本的效果有所显

现。 此外，人民币汇率调整压力较快释放后，保

持基本稳定具备一定的支撑。

适时增加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

报告提出，下一阶段，稳健的货币政策要加

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 稳字当头， 主动应

对，提振信心，搞好跨周期调节，坚持不搞“大

水漫灌” ， 发挥好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

双重功能， 落实好稳企业保就业各项金融政策

措施， 聚焦支持小微企业和受疫情影响的困难

行业、脆弱群体。

报告强调， 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积极做好

“加法” ，引导金融机构合理投放贷款，促进金

融资源向重点领域、薄弱环节和受疫情影响严

重的企业、行业倾斜。 适时增加支农支小再贷

款额度，用好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科技创

新再贷款和普惠养老专项再贷款，抓实碳减排

支持工具和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

运用。

近期，专项再贷款连续扩围、加力，加大对

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 其中包括设

立2000亿元科技创新再贷款、400亿元普惠养

老专项再贷款，以及增加1000亿元支持煤炭清

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额度。

此外， 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日前透露，

人民银行将尽快推出1000亿元再贷款支持物

流仓储等企业融资。 加大对银行特别是中小银

行发行永续债的支持力度。 推动金融机构继续

减少收费、惠企利民，更好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

作用。 （下转A03版）

银保监会副主席梁涛：

引导更多保险资金

配置权益类资产

中国银保监会副主席梁涛日前在接受

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 银保监会将建立

健全保险资金长周期考核机制， 丰富保险

资金参与资本市场投资的渠道， 鼓励保险

资管公司加大组合类保险资管产品发行力

度，引导将更多资金配置于权益类资产。

黑土地不负农时

“东北大粮仓” 春耕正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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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

A

”现象频发

龙头公司并购整合动力足

5

月

9

日， 紫金矿业发布公告， 拟通过

“协议转让

+

表决权” 方式拿下

ST

龙净的控

制权。 今年以来

A

股上市公司之间的 “

A

吃

A

”现象频发，据中国证券报记者统计，这类

案例至少已有

5

起，涉及资金近

8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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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高管增持进行时

“真金白银” 稳股价

日前，上海银行、重庆银行部分高管以

自有资金从二级市场买入公司A股股份。 今

年以来，多家银行启动股价稳定机制，银行

高管们抛出“真金白银” ，稳定股价。 业内

人士认为，在稳增长的基调下，后续配套政

策有望逐步落地，叠加市场流动性充裕，后

市银行板块表现可期。

公募产品整装“待发”

权益基金再成主力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