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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回信勉励种粮大户

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

一起为国家粮食安全贡献力量

●新华社北京6月28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6月27日给安徽省太和县的种粮大户徐

淙祥回信，向当地的乡亲们表示问候，对全国的

种粮大户提出殷切期望。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我记得你这个安徽

太和的种粮能手。 得知你家种植的小麦喜获

丰收，儿孙也跟着你干起了农业，我感到很

高兴。

习近平指出，手中有粮，心中不慌。 对粮食

生产，我一直都很关注，基层调研时也经常到田

间地头看一看。这些年，党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支

持粮食生产的政策举措， 就是要让中国人的饭

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就是要让种粮农民有钱

挣、得实惠，日子越过越好。 希望种粮大户发挥

规模经营优势，积极应用现代农业科技，带动广

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一起为国家粮食安全

贡献力量。

徐淙祥是安徽省阜阳市太和县旧县镇张

槐村农民，一直潜心钻研农业科学技术，2010

年牵头成立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 逐渐成为

当地种粮大户，获得过全国劳动模范、全国种

粮标兵等荣誉称号。 2011年4月，习近平到张

槐村考察时， 曾向他和乡亲们了解小麦种植

情况。 近日，徐淙祥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

报了十多年来从事粮食生产、帮助群众脱贫

等情况和体会， 表达了继续做好农业研发

推广工作，带动更多农民多种粮、种好粮的

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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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夏粮迎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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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在青海省海东市化隆回族自治县拍摄的麦田（无人机照片）。

近日，青海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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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亩冬小麦陆续成熟开镰收割，农民抢抓天气晴好的有利时机，组织机械加紧抢收，确保冬小麦颗粒归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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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改委：

常态化充实完善政策储备工具箱

●本报记者 刘丽靓

“有能力应对可能出现的各类超预期

变化，确保经济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 在6

月2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举行的“中国这十

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改委副

秘书长欧鸿明确表示， 从解决两难多难问

题出发，常态化充实完善政策储备工具箱，

将根据情况适时及时出台。

专家表示，我国物价水平温和可控，下

半年基建投资仍有较大发力空间。

积极扩大有效投资

“近期特别是要抓紧推进一批既利当

前又利长远的水利、交通、地下综合管廊等

项目， 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 落实促进汽

车、家电等领域消费的若干政策，加快释放

消费潜力。 ” 欧鸿强调，要落实落细已出台

的各项政策。

在积极扩大有效投资方面， 国家发改

委副秘书长杨荫凯介绍， 重点聚焦三个领

域：一是全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加快新型

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传统基础设施水平；适

度超前布局有利于引领产业发展和城镇化

建设的基础设施。 二是扩大制造业和高技

术产业投资。 加大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提升

制造业核心竞争力； 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

设，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新技术新

产品产业化进程。 三是加强社会民生领域

补短板建设。 加强保障性安居工程及配套

基础设施建设， 加快推进城市燃气管道等

老化更新改造和排水设施建设， 着力加强

社会领域建设。

此外，在抽水蓄能产业方面，国家发改

委副主任赵辰昕表示，下一步，国家发改委

将组织地方和企业进一步加大力度， 推动

全国抽水蓄能电站开发建设， 全力提升能

源保供能力和可再生能源消纳水平， 加快

构建新型电力系统。

“下半年基建投资还有较大发力空

间。” 植信投资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院院长

连平认为， 在专项债和政策性银行信贷的

共同支持下， 在没有发行特别国债的情况

下，预计全年基建投资增长13.7%。

适时推出新一批重大外资项目

稳外资是稳住经济大盘的重要部分，

当前， 对外开放和稳外资各项政策措施正

加快落地。

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苏伟表示， 下一

步， 将修订扩大 《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

录》。“目前正在对《目录》进行修改完善，

将进一步扩大鼓励范围， 引导外资投向制

造业、生产性服务业等重点领域，以及中西

部和东北等重点地区。 ”他说。

“我们正在梳理各地外资项目储备情

况， 将适时推出新一批具有牵引带动作用

的重大外资项目。 ” 苏伟说，前五批重大外

资项目加快落地实施， 福建中沙古雷乙烯

项目、 沈阳华晨宝马第三工厂等重大外资

项目进展比较顺利。 （下转A02版）

稳步推进 A股注册制改革将迎“关键一跃”

●本报记者 昝秀丽

作为2022年资本市场改革的 “重头戏” ，稳

步推进全市场注册制改革， 将进一步增强资本市

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业内人士认为，全面实行股

票发行注册制条件具备，有望在下半年稳步推进。

注册制改革的深化， 将进一步激发资本市场助力

经济转型升级的效能。

基础坚实 稳步推进

“落实政府工作报告各项任务， 扎实推进全

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 ” 监管部门多次表

示，稳步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

“实现核准制向注册制的跨越， 稳步推进试

点注册制，发行市场化程度、审核注册效率和可预

期性大幅提升，交易、退市等关键制度得到体系化

改善，改革符合市场各方预期。 ”证监会副主席李

超说。

注册制下，发行、承销等一系列规则优化，市

场化定价、价值投资理念逐渐深入落地。“发行承

销制度调整后出现了破发现象， 恰恰意味着市场

自我纠错机制开始发挥定价作用。” 高盛亚洲（除

日本外）股票资本市场联席主管王亚军表示。 中

金公司研究部董事总经理、 策略分析师李求索认

为， 经历数次成功的注册制改革试点并实现持续

平稳运行之后，（下转A03版）

基金大V转型 投顾机构寻求弯道超车

互联互通下ETF交易

将于7月4日开始

●本报记者 黄一灵 黄灵灵 昝秀丽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香港证券及期货

事务监察委员会6月28日发布联合公告， 决定批

准两地交易所正式将符合条件的交易型开放式基

金（ETF）纳入内地与香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

通机制。 互联互通下的ETF交易将于2022年7月4

日开始。

同日，首批标的ETF名单也已出炉。 其中，沪

股通ETF共53只， 深股通ETF共30只， 港股通

ETF共4只。 市场人士认为，ETF纳入互联互通将

增强A股对境外中长期配置型资金的吸引力，提

高内地资本市场制度型开放水平， 也有利于进一

步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持续优化完善互联互通机制

5月27日，中国证监会、香港证监会发布联合

公告，原则同意两地交易所将ETF纳入互联互通。

此后， 两地监管机构在ETF纳入互联互通的准备

工作上通力合作。 目前，相关业务规则、操作方案

及监管安排均已确定，技术系统已准备就绪。

中国证监会、 香港证监会已就ETF纳入互联

互通涉及的跨境监管合作、 投资者教育合作等安

排达成共识， 双方将继续做好ETF纳入互联互通

投资者教育和投资知识传播工作，（下转A0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