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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增长持续加码

财政政策有望更积极

●本报记者 彭扬 赵白执南

对于如何应对当前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加

大稳增长力度，多位专家近日表示，在积极财政

政策靠前发力的情况下，未来仍应加大支出力度

为企业纾困，可考虑通过发放消费券等方式促进

消费。 货币政策方面，需更好发挥货币政策工具

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积极主动谋划增量政策

工具。

继续加大财政政策力度

“更多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 采取更多直接

措施作用于微观层面的经济主体。 ” 北京大学国

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建议。

野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陆挺认为， 今年要加

大财政支出力度，优化财政支出方向。财政政策需

向家庭和中小企业倾斜。同时，用财政政策撬动信

贷，比如增加贴息、贷款担保，给予市场主体一定

租金、税费减免等。

在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看来， 虽然

今年财政政策已非常积极， 包括留抵退税等政策

实施力度非常大， 对解决企业现金流困难具有非

常积极的效果。 他建议，继续加大财政政策力度，

尤其是加大用于消费方面的财政政策力度， 比如

发放消费券等。

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建议，

可以考虑用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扩大内需、 带动

进口。“要让我国拥有强劲的内需，除了长期的结

构性改革等方式， 短期也需要执行扩张性财政货

币政策。 ”

积极主动谋划增量政策工具

就货币政策而言，专家表示，人民银行在总量

性政策框架下灵活运用了多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

具， 对助力市场主体纾困和实体经济发展起到了

重要支持作用。（下转A02版）

宏观政策调节加大 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韧性彰显

高质量发展大势未变 经济将加快恢复企稳回升

●本报记者 倪铭娅

“总的来看，这些都是由于疫情冲击带来

的短期变化，都是阶段性和外在的。 ” 对于4

月经济数据下滑，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

凌晖5月16日表示，疫情扰动不会改变我国经

济平稳运行趋势。 在各项政策支持下，国民经

济将会加快恢复，实现企稳回升。 二季度经济

会保持较好增长态势， 三大需求都会保持一

定增长， 尤其是投资仍会成为稳增长的重要

支撑因素。

国家统计局5月16日发布数据显示，4月

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2.9%，服务

业生产指数同比下降6.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同比下降11.1%。专家表示，经济下行压力加

大，但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支

撑高质量发展的要素条件没有变， 韧性足、潜

力大、空间广的特点也没有变。专家建议，最大

程度降低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加大逆周期调节

力度，形成合力，为困难行业、企业纾困，提振

国内有效需求，促进经济加快企稳回升。

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未变

受疫情冲击，4月主要经济指标明显下

滑。 国金宏观首席经济学家赵伟认为，经济最

差的阶段或已经过去。 伴随疫情影响逐步消

退，物流从4月中旬开始持续改善，上海等地

复工复产也在加快推进。 中观数据显示，部分

生产活动已持续修复。

“总的来看，4月份疫情对经济运行造成

较大冲击，但这种影响是短期的、外在的，我国

经济稳中向好、 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的大势没有改变，稳定

宏观经济大盘、实现发展预期目标有利条件较

多。 ”付凌晖说。

具体而言，我国经济体量可观，抗风险冲

击韧性强。 疫情冲击下，我国粮食和能源等基

础工业保持增长，为抗击疫情、推动经济恢复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关系居民基本生活的物资

供应充足，市场价格基本平稳，维护了居民正

常的生活秩序，保障了社会大局稳定；宏观政

策调节加大，经济运行有望加快改善。

此外，疫情冲击下，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韧性彰显，发展继续好于传统行业，数字化、信

息化、智能化转型态势持续。 高技术产业增长

较好，4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4%，好于全部工业。

“现在吉林、上海等地的疫情已经得到有

效控制，复工复产有序推进，扩大内需、助企纾

困、保供稳价、保障民生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正

在显效，5月份经济运行有望得到改善。 ”付凌

晖说。

工业生产触底反弹动能正在集聚

尽管疫情短期影响较大，工业生产明显承

压，但新动能行业彰显韧性，工业生产大局总

体稳定。 “全国疫情已经呈现好转迹象，目前

上海、吉林等受疫情冲击严重地区开工率已明

显提高，物流畅通速度加快，企业逐步走出疫

情影响， 工业生产触底反弹的动能正在集

聚。” 国家统计局工业司副司长汤魏巍说。（下

转A02版）

多部门部署开展“携手行动”

打造企业融通创新生态 推动直接融资全链条支持

●本报记者 杨洁

5月16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

革委等11个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开展“携手

行动” 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的通知》提

出，到2025年，推动形成协同、高效、融合、顺

畅的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生态，有力支撑产业

链供应链补链固链强链。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

强调，大企业在研发能力、市场份额、品牌价值

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中小企业在创新需求快

速响应、产品快速迭代和低成本试错等方面具

有独特的优势，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是释放大

企业创新活力、激发中小企业创新潜力的催化

剂，也是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

的粘合剂。

聚焦“七条链”部署重点任务

为了进一步推动大企业加强引领带动，

充分发挥中小企业在产业链供应链补链固链

强链中的重要作用，《携手行动》 提出，到

2025年， 引导大企业通过生态构建、 基地培

育、内部孵化、赋能带动、数据联通等方式打

造一批大中小企业融通典型模式； 激发涌现

一批协同配套能力突出的专精特新中小企

业；通过政策引领、机制建设、平台打造，推动

形成协同、高效、融合、顺畅的大中小企业融

通创新生态， 有力支撑产业链供应链补链固

链强链。

《携手行动》以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

数据链、资金链、服务链、人才链“七条链” 为

重点，部署了七项重点任务。

在打造大中小企业创新链方面，引导大企

业向中小企业开放品牌、设计研发能力、仪器

设备、试验场地等各类创新资源要素；推动组

建一批创新联合体，在技术研发、标准制定、专

利布局、绿色发展等方面推动大中小企业加强

创新合作。

在巩固大中小企业产业链方面，组织专精

特新中小企业针对产业链薄弱环节和大企业

配套需求开展技术攻关和样机研发；推动大企

业帮助配套中小企业改进提升工艺流程、质量

管理、产品可靠性等水平；按产业链组织专精

特新“小巨人” 企业与大企业对接，助力中小

企业融入大企业产业链。（下转A02版）

杭州西站光伏发电项目组件铺设完工

5

月

16

日拍摄的杭州西站光伏发电项目（无人机照片）。

当日，杭州西站光伏发电项目共

7540

块单晶硅光伏组件全部铺设完工，预计

6

月下旬将完成并网发电。 杭州西站光伏发电项目利用站房

建筑的屋顶资源，采用“自发自用、余电上网”的并网运营模式，铺设单晶硅光伏组件面积约

1.5

万平方米，装机容量为

3

兆瓦。 新华社图文

深交所积极支持民营房企债券融资

市场首单联合创设

ABS信用保护凭证推出

施罗德交银理财董事长陈朝灯：

谋求差异化竞争

打造养老理财先发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