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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向第四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新华社北京11月29日电 11月2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四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中俄能源合作是两国务实合作的重要基石，也是维护全球能源安全的积极力量。 面对外部风险挑战，中俄双方加强沟通协作，推进重大合作项目，显示出中俄能源合作的强劲韧性，诠释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

作伙伴关系的广阔前景。 中方愿同俄方一道，打造更加紧密的能源合作伙伴关系，促进能源清洁绿色发展，共同维护国际能源安全与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为国际能源市场长期健康可持续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同日，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向第四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政策接续发力 推动房地产转型发展

●本报记者 昝秀丽

11月29日，地产股掀起涨停潮，并带动

其他行业板块走强。 这既是市场对房地产

融资政策优化调整的直接回应， 也是市场

预期改善、信心增强的直观反映。 此前，证

监会宣布调整优化五项股权融资措施，支

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业内人士认为， 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

发展事关金融市场稳定和经济社会发展全

局。 近期从“第一支箭” 银行信贷支持，到

“第二支箭” 债券融资帮扶，再到“第三支

箭”股权融资重启，接续发力、层层递进，形

成立体式的金融支持“组合拳” ，将加快行

业风险缓释，推动行业转型发展，更快稳定

房地产市场，从而更好稳定经济大盘。

防范化解风险

房地产既扮演着国民经济的 “压舱

石” ，也是一头潜在的“灰犀牛” 。业内专家

解释，由于房地产链条长、融资规模大、与

金融联系紧密，牵扯面广，其金融风险的发

生极易扩散蔓延。 五项股权融资支持措施

出台的重要意义之一， 正是改善房企权益

融资，缓释房地产领域风险。

五项措施中，“两个恢复”———“恢复

涉房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及配套融资”“恢

复上市房企和涉房上市公司再融资” 尤其

受到关注。

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利辉

分析，在恢复并购重组及配套融资、再融资

的同时， 证监会明确了募集资金可用于补

充企业流动资金、偿还债务，这有利于改善

房企现金流，缓解流动性紧张状况，防止房

地产风险蔓延升级。

“资金链持续紧绷的民营房企迎来了

‘喘息期’ 。”亿翰智库报告认为，监管部门

明确募集资金不仅可用于 “保交楼” ，还

可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偿还债务，将有助

于房地产风险从蔓延扩散逐步转向收敛

缓释。

在业内人士看来， 调整完善房企境外

上市政策等举措， 也会起到纾解房企流动

性困境、化解行业风险的积极作用。 中指研

究院企业事业部研究负责人刘水说， 恢复

以房地产为主业的H股上市公司再融资，支

持房企更好利用境外市场资源， 有助于房

企开展多渠道融资， 多措并举缓解短期流

动性紧张，避免行业和个体风险扩大。

“证监会出台支持房地产股权融资的

五项措施，对整个产业具有重大意义。 相信

包括股权融资在内的各类融资支持力度加

大，将有力推动房企解决资金问题，加快风

险出清，（下转A02版）

浦江潮涌 “黄金三角”描绘上海新未来

●本报记者 高改芳 乔翔

落实人才引进政策，解决人口老龄化问

题；吸引资管类金融机构落户，与陆家嘴错

位竞争； 依托历史建筑打造特色办公场所，

破解区域面积有限、老旧小区多的难题……

在黄浦江畔“坐北朝南” 的上海虹口区，从

十年前就开始布局产业转型，如今“上海北

外滩、浦江金三角”终于破茧成蝶。

今年前9个月，虹口区财政收入累计完

成152.4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收17.27亿元，

同比增加12.78%。 其中，9月份财政收入完

成12.21亿元，比上年同期增收4.42亿元，同

比增加56.73%。

由虹口北外滩沿黄浦江南下，就是“黄

金三角” 的另一极———黄浦区外滩。今年前

三季度， 黄浦区金融业实现增加值983.72

亿元，同比增长6.6%，居上海市中心城区首

位，高于全市0.4个百分点，金融业贡献度居

各行业之首。

外滩对岸，是“黄金三角” 中的浦东陆

家嘴。 上海浦东新区经济运行展现较强韧

性和潜力，今年前三季度，新区实现地区生

产总值11235亿元，增长1.4%，在全市率先

转正。 从经济增长结构看，前三季度，浦东

新区金融业实现增加值3715亿元， 增长

6.4%，较上半年加快0.2个百分点，对新区

GDP贡献率排名第一。

浦江潮涌，奔流不息。“黄金三角”汇聚

金融动能，宛如马力巨大的引擎，推动上海

永立潮头，实干笃行建设国际金融中心。

集聚

初冬的上海晴朗而宁静。 从虹口区来

福士广场的办公室望出去， 黄浦江上波光

粼粼，不远处的苏州河徐徐汇入。

“我们在2010年就基本确认了把打造

财富管理高地作为虹口区的经济增长点，

那时候财富管理的业态比较单一， 主要以

公募基金为主。” 虹口区金融局相关负责人

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这个新落成的来福

士广场和不远处的白玉兰广场也是虹口筑

巢引凤的重要成果。 ”

细看虹口金融业的演进， 两大亮点凸

显：一是公募基金数量增势喜人，目前落户

机构已达17家， 占全国公募基金总数的约

八分之一， 且这些公募基金股东大多由具

有市场号召力的专业自然人作为合伙人，

符合金融业高质量发展需求； 二是在持续

聚焦重点企业集聚、 切实提升金融产业发

展韧性、推进产业健康有序发展的目标下，

虹口区目前已集聚了除信托以外的所有金

融业态。 区内百亿级私募达15家，期货公司

及其分支机构、子公司共27家。

截至2022年9月底， 虹口金融企业数

量达到2040家， 资产管理规模超过7.5万

亿元。 （下转A03版）

渝昆高铁川渝段加紧施工

这是

11

月

28

日拍摄的渝昆高铁川渝段华福特大桥施工作业现场（无人机照片）。

日前，由中铁十一局承建的渝（重庆）昆（昆明）高铁川渝段站前一标项目正加紧施工，工程进度稳步推进。 渝昆高铁全长

699

公里，

设计时速

350

公里，是全国高铁网“八纵八横”之一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华社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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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企密集部署 能源保供形势稳定

●本报记者 刘丽靓

近日，寒潮来袭，多地气温骤降。 国家能源集

团、中国华电、中国石化、中国华能等多家央企密集

部署能源资源保供稳价，确保社会经济发展和民生

用能需求。 同时，中央发电企业能源保供特别债加

快发行，为迎峰度冬能源保供提供充足资金支持。

业内人士认为， 各项能源增产保供措施落地

落实，将有效应对能源保供压力，今冬明春能源保

供形势总体稳定。

保供“开足马力”

进入冬季供暖季，用能需求明显增多，能源央

企及时响应，全面打响能源保供攻坚战。

煤企多措并举确保手中有“货” 。

截至11月7日， 国家能源集团准能集团自产

商品煤年累计完成5008.2万吨，同比增长175.6万

吨，创近五年同期新高。这是国家能源集团煤炭生

产单位全力以赴稳产保供的一个缩影。

“我们一个班一天最高可产4.8万吨煤。 ”国家

能源集团神东上湾煤矿综采一队副队长闫鹏介绍，

作为全国首个两亿吨级煤炭生产基地， 国家能源集

团神东煤炭超前谋划， 提前安排部署煤炭生产、洗

选、 外运工作， 为迎峰度冬能源保供工作做足了准

备，所属的13座矿井、11座选煤厂，都开足马力生产。

同时，电力企业保供“开足马力” 。

在福建， 华电福清海坛海峡海上风电加强数

字化建模管理，扎实开展风功率预测，平均准确率

达到91.03%，10月单月累计发电量达1.7亿千瓦

时，利用小时数达567小时，创下并网以来历史新

高。 在北京，为确保首都电网平稳度冬，国家电网

北京电力公司提前投产15项迎峰度冬重点工程，

有效提升电网供电能力和安全可靠水平。

此外，供气、供热企业也正全力以赴攒足保供

“底气” 。

从天山南麓到渤海之滨， 中国石油目前已落

实采暖季天然气资源量超千亿立方米， 为天然气

保供夯实资源基础。 11月15日，中国石化新星公

司地热供暖服务全面启动。今年供暖季，新星公司

已投入运行700余座换热站， 供暖能力近8500万

平方米。近日，东北地区首个核能供暖项目———中

广核红沿河核电站核能供暖示范项目投运供热，

实现清洁供暖。

为更好发挥国企在能源电力保供中的“主力

军” 作用，国资委已于去年出台能源供应保障考

核奖惩办法，将保供作为企业考核的主要指标，实

行“一票否决” 。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孙传旺

表示，当前我国主要能源产品供给形势良好，能源

价格渐趋稳定，基本符合市场预期，主要归功于前

期政策积极推动能源扩产和增储， 在加快清洁能

源体系构建的同时充分发挥煤炭“保底” 作用，连

通衔接海陆运输渠道， 严厉打击哄抬能源价格行

为，有效预防了能源供给和价格波动风险。

特别债增强资金保障

受国际能源价格波动上涨、 国内电力市场结

构性矛盾等因素影响， 中央发电企业财务方面较

长期处于紧平衡状态。（下转A0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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