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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十年”谱华章 公募迈步新征程

●本报记者 张凌之

“这是公募基金的‘黄金十年’ ！ ” 多

家公募基金掌门人笃定地说。截至2022年

7月底， 公募基金产品数量突破1万只，资

产规模突破27万亿元； 而在2012年底，我

国仅有1173只公募基金，资产规模2.87万

亿元。

十年来，公募基金行业与中国经济同

向同行， 为实体经济发展注入源头活水；

十年来，公募基金不负重托，服务数亿投

资者，成就普惠金融典范；十年来，公募基

金“炼金有术” ，用专业让价值投资理念

深入人心。

阔步“黄金十年” ，公募基金在国民

经济和资本市场的沃土中茁壮成长，在增

速领跑大资管行业的同时，踏上高质量发

展新征程。

实体经济源头活水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十年来， 公募基金行业最深刻的

变化也是做得最好的一点就是与我国经

济发展同向同行， 为实体经济主导行业

龙头企业提供更多、更好的资金支持。 ”

诺德基金董事长潘福祥说， 公募基金行

业将资金注入大量符合经济转型方向的

优质上市公司， 这大大提高了资源配置

效率。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数据显示，

截至2022年7月底， 我国公募基金资产规

模达27.06万亿元， 首次突破27万亿元大

关， 基金产品数量突破1万只， 达10123

只。 十年来，从1173只到10123只，公募基

金产品数量增加近9000只；从2.87万亿元

到27.06万亿元，公募基金规模增加了8倍

有余。

规模的迅猛增长也让公募基金成为

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中流砥柱以及社会

公众分享资本市场红利的有力工具。 银河

证券基金研究中心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二

季度末， 公募基金持有5.95万亿元A股市

值，占A股流通市值的8.93%。

建信基金董事长刘军表示，公募基金

在力争为持有人实现资产增值的同时，积

极发挥机构投资者的专业优势，助力实体

经济发展，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服务战略

性新兴产业等实体经济重点领域。 近年

来，更专注发现具备ESG发展理念和原创

精神的“专精特新” 优质企业，推出拓宽

社会资本投资渠道、盘活存量资源的公募

REITs等新的产品业态，致力于形成共荣

共生的大资产管理生态。（下转A03版）

奋力描绘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新画卷———

湖北：奏响新时代长江之歌

●新华社记者 唐卫彬 李鹏翔 王自宸

“快看，好大一家子江豚！ ”

9月20日中午， 长江江豚科学考察船缓缓驶

入湖北宜昌葛洲坝附近江面，站在甲板上瞭望观

察的科考队员戴年华激动地喊出声来。

顺着戴年华手指的方向，记者看到，粼粼碧波

中，好几头长江江豚正迎浪嬉戏。 它们时而跃水

翻腾，时而喷水换气，几头幼豚绕着母亲在水中游

动，如影随形，其乐融融。

戴年华说：“这群江豚中有3头幼豚， 它们出

水很高，皮肤也光滑，说明身体很健康。 ”

“长江江豚是反映长江水生态系统健康状况

最客观、最敏感的指标。 ” 长期从事长江江豚研究

和保护的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郝

玉江告诉记者，长江湖北段是长江江豚的重要栖

息地之一，“除了在宜昌水域常年活跃着一群长

江江豚外，2020年至今， 武汉城区江段也出现长

江江豚超过20次、近210头次，‘江豚逐浪’ 正成

为长江沿线许多城市的一道风景。 ”

顺江而下约30公里，是长江左岸兴发集团宜

昌新材料产业园沿江码头， 记者远远就看见了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红字标语。 近旁约

1公里长的沿江景观带内， 午饭后的人们正三五

成群散步、聊天。 飘落的银杏叶、弥漫的桂花香，

让人倍感惬意。

“你说这里美不美？ ” 园区职工宋桂生笑着

搭话，“说我们的工厂像大花园， 一点都不夸张

吧？ ”宋桂生向记者介绍，这里曾是临江而建的化

工厂房和货运码头，以前管道纵横、罐塔遍布，后

来全部拆除搬迁， 退让出来的800多亩土地栽上

了树木花草。

2018年4月24日，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兴发集

团宜昌新材料产业园考察时指出，要坚持把修复

长江生态环境摆在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工作的重

要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不搞大开发不

是不要开发，而是不搞破坏性开发，要走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之路。

“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 深刻认识到

保护长江母亲河不是企业的‘选择题’ ，而是‘必

答题’ 。”兴发集团总经理袁兵说，必须主动担当、

积极作为，用实际行动向党的二十大交上一份合

格的绿色转型答卷。

走进园区有机硅材料生产车间，只见工人们

正在切割打包硅胶产品。 车间空地上，一箱箱成

品整齐摆放、等待装车。

记者了解到，生产有机硅的原材料大多是化工

产品的污染物、副产品。 通过循环化改造，园区内企

业固废物综合利用率达100%，（下转A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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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

分别向中国阿根廷人文交流高端论坛致贺信

新华社北京9月28日电 9月28日，国

家主席习近平同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

分别向中国阿根廷人文交流高端论坛致

贺信。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阿根廷是好朋友、

好伙伴。 今年是中阿建交50周年，也是中阿

友好合作年。 半个世纪以来，两国关系历经

国际风云变幻考验， 成为新兴市场国家和

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共同发展的典范。 中

阿关系全面快速发展正是中拉关系蓬勃生

机的缩影。 希望与会嘉宾集思广益、凝聚共

识， 助力中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谱写新篇

章，为推动构建新时代中拉命运共同体、人

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

费尔南德斯在贺信中表示， 阿中两国

已携手走过半个世纪， 坚信双方将迎来一

个更高发展水平的命运共同体。 两国媒体

卓有成效的合作促进了两国人民相互了

解。 期待双方深化合作，为阿中全面战略伙

伴关系添砖加瓦， 为两国人民福祉与世界

和平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中国阿根廷人文交流高端论坛当日在

北京举办，主题为“深化媒体交流，共谋人

民福祉” ，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根

廷公共媒体国务秘书办公室联合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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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外汇市场自律机制：

汇率保持基本稳定有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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