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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企业融资迎来大利好。日前，中共中
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加强金
融 服 务 民 营 企 业 的 若 干 意 见》（简 称 《意
见》），在加大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强化融资服
务基础设施建设、着力疏通民营企业融资堵
点、积极支持民营企业融资纾困等方面提出18
条举措。分析人士普遍认为，《意见》提出的举
措旨在让各类所有制企业在融资方面得到平等
待遇，确保民营企业享受的金融服务得到切实
改善。未来，民营企业在融资过程中将会获得
更多“源头活水”，进而释放出强大的活力和创
造力，为吸纳就业以及经济增长贡献强大动能。

信贷服务更加精准

民营经济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
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然而，近年来，金融机构对民营企业“不敢
贷、不愿贷、不能贷”问题一直较为突出，“融
资难”“融资贵”成为制约民营企业特别是小微
企业发展的瓶颈。

对此，《意见》 在吸收以往经验的基础上，
在信贷融资领域提出了不少有针对性的措施。

《意见》强调，要实施差别化货币信贷支持
政策，合理调整商业银行宏观审慎评估参数，
增加再贷款和再贴现额度，加快建设与民营中
小微企业需求相匹配的金融服务体系。《意见》
提出，抓紧建立“敢贷、愿贷、能贷”长效机

制，商业银行要推动基层分支机构下沉工作重
心，尽快完善内部绩效考核机制，制定民营企
业服务年度目标，加大正向激励力度。

中国企业联合会企业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
缪荣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民营企业

“融资难”“融资贵”有着复杂而深刻的原因。
面对民营企业的信贷需求时，商业银行往往受
到监管指标、内部风控、问责机制等约束，因此
对民营企业贷款需求较为谨慎。“《意见》给出的
举措，有助于民营企业获得更加精准有效的信
贷服务。今后，银行也需要更加努力地平衡好服
务民营经济和防控风险的关系。”缪荣说。

直接融资大力推进

除了进一步发挥好银行信贷等间接融资渠
道的作用之外，《意见》还专门就大力发展股权
投资等直接融资渠道指明了方向。

具体来看，《意见》要求积极支持符合条件
的民营企业扩大直接融资，给出了“加快民营
企业首发上市和再融资审核进度”“支持非上
市、非挂牌民营企业发行私募可转债”“抓紧推
进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
制”“稳步推进新三板发行与交易制度改革”

“研究取消保险资金开展财务性股权投资行业范
围限制”等一系列举措。

在直接融资的基础性制度建设方面，《意
见》 则提出积极培育投资于民营科创企业的天
使投资、风险投资等早期投资力量，抓紧完善
进一步支持创投基金发展的税收政策。规范发
展区域性股权市场，构建多元融资、多层细分
的股权融资市场。鼓励地方政府大力开展民营
企业股权融资辅导培训。

“直接融资可以为民营企业发展提供‘源头
活水’。近段时间以来，募股、发债等民营企业
可以获得的直接融资方式变得更多。未来，《意

见》 的实施，一方面要注意利用好各种形式的
金融创新来为民营经济服务，另一方面也要注
重参考以往改革过程中形成的经验教训，只有
这样才能使得广大民营企业扎扎实实享受到融
资便利的‘红包’。”缪荣说。

营造温暖发展环境

值得注意的是，《意见》还关注了关乎民营
企业生存发展的重要细节和制度环境。

针对民营企业面临的“信息不对称”“信用
不充分”等问题，《意见》提出健全优化金融机
构与民营企业信息对接机制，实现资金供需双
方线上高效对接，让信息“多跑路”，让企业

“少跑腿”；在提高贷款需求响应速度和审批时
效方面，《意见》表示，商业银行要积极运用金
融科技支持风险评估与信贷决策，提高授信审
批效率；对于民营企业经常遭遇的一些困难，

《意见》明确要求政府部门、大型国有企业特别
是中央企业要做重合同、守信用的表率，依法
依规及时支付各类应付未付账款……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董希淼指出，《意见》的核心在于消除民营企业
在融资过程中遇到的所有制歧视，消除对民营
经济的各种隐性融资壁垒，要求金融机构坚持
对各类所有制经济一视同仁。“要支持民营经
济，最核心的是要给民营经济一个‘竞争中
性’环境。从信用基础设施建设的角度看，有
很多工作亟待推进。”董希淼说。

“近年来，一些民营企业遇到了各种各样的
资金紧张问题。有一部分原因是企业自身在取
得初步成绩后，开始过度追求业务版图的扩
张，从而忽视了利润、现金流以及无形资产的
积累。这些，实际上都影响企业未来获取金融资
源的能力。未来，民营企业自身也要更加重视稳
健经营、理性投资与长远规划。”缪荣强调。

本报北京2月 15日电 （记者邱
海峰） 国家外汇管理局 15 日公布的
2018 年四季度及全年国际收支平衡
表初步数据显示，2018 年，我国国
际收支呈现自主平衡，经常账户和非
储备性质金融账户均呈现顺差，储备
资产增加。

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2018
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 491 亿美元，
保持在合理的顺差区间。其中，一季
度出现逆差，二至四季度持续顺差，
并且顺差规模逐季扩大。四季度，经
常账户顺差546亿美元，较三季度增
长 135%，主要是国际收支口径的货
物贸易顺差 1391 亿美元，环比增长
38%；服务贸易逆差 641 亿美元，环
比下降21%。

非储备性质的金融账户保持顺

差 ， 跨 境 资 本 呈 现 净 流 入 。 2018
年，非储备性质的金融账户 （含四季
度净误差与遗漏） 呈现顺差602亿美
元 。 其 中 ， 直 接 投 资 呈 现 净 流 入
1074 亿美元，较 2017 年增长 62%。
具体看，对外直接投资净流出961亿
美元，下降 6%；外国来华直接投资
净流入2035亿美元，增长21%。

储备资产增加。2018 年，我国
储备资产因国际收支交易 （不含汇
率、价格等非交易因素影响） 增加
189 亿美元，其中，外汇储备增加
182亿美元。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总
经济师王春英指出，在我国经济持续
健康发展、长期向好的大背景下，未
来跨境资金流动将保持总体平稳，我
国国际收支状况也将保持基本平衡。

春节期间，江苏省灌云县纪委组织开展“治陋习、树新风”专项督查行
动，对办公场所、服务窗口、饭店、超市、公园景点等进行专项检查，重点检
查公款吃请、公车私用、服务群众等事项。图为督查组正在一超市查阅公款购
物卡购置情况。 彭朝晖 柳 斌摄影报道

本报北京2月15日电（记者陆娅楠） 国家
统计局15日公布数据：按现行国家农村贫困标
准测算，2018年末，全国农村贫困人口1660万
人，比上年末减少 1386 万人；贫困发生率
1.7%，比上年下降1.4个百分点。

截至2018年末，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从2012
年末的 9899 万人减少至 1660 万人，累计减少
8239 万人；贫困发生率从 2012 年的 10.2%下降
至1.7%，累计下降8.5个百分点。

分三大区域看，2018年东、中、西部地区农村

贫困人口全面减少。东部地区农村贫困人口147
万人，比上年减少 153 万人；中部地区农村贫困
人口597万人，比上年减少515万人；西部地区农
村贫困人口916万人，比上年减少718万人。

分省份看，2018年各省农村贫困发生率普
遍下降至6%以下。其中，农村贫困发生率降至
3%及以下的省份有23个，包括北京、天津、河
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江
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
湖北、湖南、广东、海南、重庆、四川、青

海、宁夏等。
贫困人口的减少离不开收入的提高。2018

年，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0371
元，比上年实际增长 8.3%，实际增速高于全国
农村增速1.7个百分点，圆满完成增长幅度高于
全国增速的年度目标任务。其中，深度贫困地
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668元，比上年名
义增长10.7%，比贫困地区增速高0.1个百分点。

8 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10260元，比上年增加996元，名义增长
10.7%，比全国农村增速快 1.9个百分点，14个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
速均快于全国农村增速。

工资性和转移性收入是贫困地区农村居民
增收主要来源。从收入来源来看，2018年贫困
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3627元，比上年
增长13%，增速比全国农村高3.9个百分点，对
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 42%，
比上年提高 4 个百分点；人均转移净收入 2719
元，同比增长17%，增速比全国农村高4.8个百
分 点 ， 对 贫 困 地 区 农 村 居 民 增 收 贡 献 率 为
39.7%，比上年提高 6.1 个百分点；人均经营净
收入3888元，比上年增长4.4%；人均财产净收
入137元，比上年增加18元。

党的十八大以来，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
年均实际增长 10%，实际增速比全国农村平均
水平高2.3个百分点。2018年贫困地区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当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的
71.0%，比 2012年提高 8.9个百分点，与全国农
村平均水平的差距进一步缩小。

金融服务18条 让民企“不差钱”
本报记者 王俊岭

2018年中国农村减贫1386万人

新华社郑州2月 15日电 （宋晓
东、张存有） 记者 15 日从南水北调
中线干线工程建设管理局了解到，南
水北调中线工程已累计输水200亿立
方米，惠及沿线 5300 多万人，极大
地提升了沿线百姓在水安全、水生
态、水环境方面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南水北调中线建管局有关负责人
介绍，截至2月15日，南水北调中线
工程已累计输水200亿立方米，惠及
沿线河南、河北、北京、天津四省市
5300多万人，500多万人告别了高氟
水、苦咸水。目前，河南受水区 37
个市县全部通水，在原规划 83 座受
水水厂的基础上，还新增了 11 座水

厂供水，受益人口增加了近百万。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有效改善了华

北地区的水生态。据了解，工程通水
以来，通过限制地下水开采、直接补
水、置换挤占的环境用水等措施，有
效遏制了黄淮海平原地下水位快速下
降的趋势，北京、天津等地压减地下
水开采量 15.23 亿立方米，平原区地
下水位明显回升，河南省受水区地下
水位平均回升0.95米。

此外，监测结果显示，通水以来，
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区水质总体向好，
中线工程输水水质一直保持在优于Ⅱ
类，其中 I 类水质断面比例占 82%以
上，确实保障了沿线居民的安全用水。

1月份CPI同比上涨1.7%
2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1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

比上涨 1.7%，涨幅比上月回落 0.2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处于 2%以下。图为
工作人员在河北省邯郸市一家超市整理水果。 胡高雷摄 （新华社发）

2018年国际收支呈现自主平衡

南水北调中线惠及5300多万人

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牛庄
镇 2019 年群众文化活动展演
暨第八届秧歌擂台赛日前在东
营区二中举行。来自该镇各村
居的 23 支代表队共 1000 多名
群众参加展演，集中展示了霸
王鞭、划旱船、高跷秧歌、腰
鼓等多种民俗文化，以此庆新
春闹元宵。

刘智峰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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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陋习 树新风治陋习 树新风

新华社北京2月 15日电 （记者
吴雨） 中国人民银行 15 日发布金融
统计数据显示，1月份我国人民币贷
款增加 3.23 万亿元，同比多增 3284
亿元，增量创单月历史新高。

央行数据显示，1月份人民币贷
款增加3.23万亿元，其中以个人住房
按揭贷款为主的住户部门中长期贷款
增加 6969 亿元，以实体经济贷款为
主的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增加
2.58万亿元。

另外，1 月份人民币存款增加
3.27 万亿元，同比少增 5815 亿元。
其中，住户存款增加3.86万亿元，非
金融企业存款减少 3911 亿元，财政

性存款增加 5337 亿元，非银行业金
融机构存款减少5079亿元。

从货币供应看，1月末，广义货
币 （M2） 余额 186.59 万亿元，同比
增长 8.4%，增速比上月末高 0.3个百
分点，比上年同期低 0.2 个百分点；
狭 义 货 币 （M1） 余 额 54.56 万 亿
元，同比增长 0.4%，增速分别比上
月末和上年同期低 1.1 个和 14.6 个百
分点。

同日发布的社会融资数据显示，
1月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 4.64万亿
元，比上年同期多 1.56万亿元；1月
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 205.08 万亿
元，同比增长10.4%。

人民币贷款1月增加3.23万亿

2月 12日，湖
北省通城县在银山
广 场 举 办 2019 年
推动返乡就业、助
力脱贫攻坚暨“春
风行动”企业用工
现场招聘会，共推
出 1 万多个就业岗
位 ， 工 种 300 余
个，可满足本县不
同年龄段劳力在家
门口就业。图为求
职者在招聘会上咨
询应聘。

刘建平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