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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公布了一季度及3月份金融统计
数据。数据显示，3 月份，新增人民币贷款 16900 亿
元，社融规模增量 28600亿元，较前值均有明显回升；
广义货币 （M2） 供应比8.6%，创13个月新高。分析人
士指出，3月份主要金融数据均超出预期，表明前期“宽
信用”的效果正在显现，下一阶段经济平稳运行可期。

信贷数量和结构双双改善

一季度信贷数量、结构均有所改善。
1—3 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 5.81 万亿元，同比多

增 9526亿元。分部门看，住户部门贷款增加 1.81万亿
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 4292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
1.38万亿元；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增加4.48万亿
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 1.05 万亿元，中长期贷款增
加 2.57万亿元，票据融资增加 7833亿元；非银行业金
融机构贷款减少 4879 亿元。3 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
1.69万亿元，同比多增5777亿元。到3月末，本外币贷
款余额147.77万亿元，同比增长13.3%。月末人民币贷
款余额142.11万亿元，同比增长13.7%，分别比上月末
和上年同期高0.3个和0.9个百分点。

如何看待一季度特别是3月份信贷超预期？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分析，3月份没有了 2

月春节假期的季节性因素影响，企业节后复工，贷款
需求增加；3月又通常为财政存款下放月，再加上之前
多次定向降准使得银行体系流动性相对宽裕，为信贷
超预期反弹提供了肥沃土壤。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宗良对本报记者
分析，3月信贷的超预期增加体现出流动性保持了合理

充裕。“在外需面临一定不确定性的背景下，适当增加
投资，信贷总量保持平稳增长，是必然发展趋势，有
利于支撑经济平稳运行。”

M1和M2反弹，交易需求活跃

3 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 188.94 万亿元，同
比增长8.6%，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高0.6个和
0.4 个百分点；狭义货币 （M1） 余额 54.76 万亿元，同
比增长4.6%，增速比上月末高2.6个百分点，比上年同
期低 2.5 个百分点；流通中货币 （M0） 余额 7.49 万亿
元，同比增长3.1%。一季度净投放现金1733亿元。

M2 的增速回升，显示出“宽信用”正在逐步见
效。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表示，3月外汇储备
规模继续“五连升”，有利于流动性投放；财政存款同
比多减少2126亿元，间接支撑M2增速反弹；信贷增长
的加快，导致派生能力增强。因此，3月 M2增速创下
自2018年3月以来的新高。

M1方面，3月份增速延续了2月的回升态势，反映
出企业活期存款和个人持有现金开始回升，整体交易
需求活跃。

专家指出，M2 与 M1 的反弹，显示出实体经济的
流动性正在逐步恢复，有利于提振企业信心、稳预
期。此外，3月M0同比增速3.1%，未超预期，证明货
币政策未超预期宽松。

社融增速回升，对实体经济支持大

3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208.41万亿元，同比增
长10.7%。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为
140.98万亿元，同比增长13.8%。一季度社会融资规模
增量累计为8.18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2.34万亿元。

从结构看，人民币贷款和地方专项债券占比提
高。3月末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占同期社
会融资规模存量的 67.6%，同比高 1.8 个百分点；地方
政府专项债券余额占比3.7%，同比高0.7个百分点。此
外，企业债券融资平稳增长，信托贷款和票据融资反
弹，表外融资由负转正。

社融增速企稳回升趋势明显，表明实体经济融资
环境正在改善。

宗良分析，无论是信贷的增长，还是社融的增
长，都显示出前期相关政策效果显著。“如果只是信贷
增长，则说明融资结构存在不合理性。信贷和社融都
在增长，显示了当前融资结构日趋合理，资金正在流
向有需要的地方，即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宗良认为，在政策的不断发力下，企业的合理融资
需求将得到更好地满足，未来信贷数量、结构有望进一
步优化，而这也将对经济的平稳发展提供良好的支撑。

本报南昌4月14日电（记者魏
本貌） 有限的土地资源，已成为江
西企业发展的稀缺要素。记者从江
西省自然资源厅获悉：江西将推进
企业“亩产论英雄”，通过制定企业

“亩产效益”综合评价办法，对“高
产田”和“低产田”进行差别化的
政策支持或限制，引导资源向“高
产田”集聚。

在组织开展企业“亩产效益”
综合评价的基础上，江西将建设企
业“亩产效益”大数据管理平台，
对企业开展考核评价并通过相应的
奖惩措施，实行差别化的资源配置
和政策支持及限制，引导企业加强
技术、管理、制造方式、商业模式
等创新，加快企业“亩产效益”提
档升级。日前，《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健

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 印发。4月12日，在国新办政
策例行吹风会上，工信部副部长王
江平表示，“意见聚焦中小企业面
临的困难和问题，结合近期已出台
的部分财税金融政策，提出 23 条
针对性更强、更实、更管用的新措
施，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促进中
小企业发展提供了遵循和指引。”

意见更加突出营造公平竞争的
发展环境。意见提出竞争中性原
则，要求在要素获取、准入许可、
经营运行、政府采购和招投标等方
面对各类所有制企业平等对待，对
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十分重
要。更加突出建立长效机制。意见

在优化发展环境、健全服务体系等
方面提出一系列要求，着重从推动
建立支持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长效
机制上发力。

针对中小企业面临的突出问题
和主要诉求，意见在财税和金融支
持上提出加快中小企业首发上市进
度、推进增值税等实质性减税等更
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此外，更加
突出提升中小企业创新和专业化能
力水平。意见提出加强中央财政对
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支持；加快建
立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提高违法
成本，保护中小企业创新研发成
果；实施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专项
工程，培育一批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等。

意见还强调要充分发挥各种
基金对中小企业发展的引领和带
动作用。王江平介绍，目前，国家中
小企业发展基金已有 4 支子基金，
认缴总规模 195 亿元，共完成投资
项目222个，投资金额超过60亿元，
已投项目主要以种子期、初创期成
长型中小企业为主，涵盖高端装备
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
战略性新兴行业。下一步，将推动国
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走市场化、公
司化、职业经理人道路，提高国家中
小企业发展基金的撬动作用，带动
更多社会资本扩大对中小企业的股
权投资规模，积极支持全国各地的
创新型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

针对助力中小企业走出去开拓

国际市场，意见提出鼓励中小企业
服务机构、协会等探索在条件成熟
的国家和地区设立“中小企业中
心”。工信部中小企业局局长马向
晖表示，设立中国中小企业中心，
将有利于为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提
供专业化服务，帮助中小企业提升
国际化的经营管理水平和抗风险能
力。目前，第一个中国中小企业中
心已经在德国柏林运营。下一步，
将继续发挥好中小企业领域的多双
边合作机制的引领作用，进一步完
善支持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的服务
体系，大力支持中国中小企业对接
全球资源，继续支持有条件的地方
建设中外中小企业合作区，继续帮
助中小企业拓展海外市场。

一季度信贷和社融表现出色，金融数据超预期——

市场信心更足 经济运行平稳
本报记者 徐佩玉

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投资额超60亿元
本报记者 孔德晨

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投资额超60亿元
本报记者 孔德晨

本报北京4月14日电（记者赵
展慧） 14日，中国航空工业首个功
勋飞机园在陕西西安正式落成揭幕
并对外开放。在新中国即将迎来 70
华诞和航空试飞事业迎来甲子生辰
之际，功勋飞机园陈列了为中国航
空工业立下不朽功勋的 16 架各型
飞机。

初教6、轰5弹射试验机、歼教
6 改型机、歼 5、运 7、轰 6 发动机
飞行试验台、米-8、K-8 教练机、

歼 7、运 8、歼 8II、歼轰 7、空警
2000、直 10、歼 11、歼 10 等 16 架
功勋飞机列阵以待，展示着我国航
空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
到强的历史跨越。

功勋飞机园也是中国试飞事业
六十年的缩影，展示了几代飞机试
飞人与新中国航空工业共同成长的
历史。各种功勋飞机、试飞名谱、
历史场景讲述了几代飞机试飞人矢
志不渝、航空报国的精彩故事。

航空工业首个功勋飞机园落成

江西推进企业“亩产论英雄”江西推进企业“亩产论英雄”

4 月 14 日，第十七届中
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在深圳
启幕，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
区的 4000 多家专业机构和
组织、4 万余名海内外政府
代表、专家学者、高端人才应
邀参会。图为在人才交流大
会设置的招聘会上，求职者
与用人单位工作人员交流。

新华社记者 毛思倩摄

4月14日，以“创新·体验·成长”为主题的第40届湖南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终评决赛和展示交流活动在湖南省长沙市举行。湖南省青
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已经开展了39年，通过集中展示青少年科技创新优秀成果，在青少年中营造了“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良好氛围，促
进了青少年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的不断提高。图为学生在讲解自己设计的江南水乡微型景观。 曾 勇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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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4日，福建省武夷
山星村镇朝阳村举行第四届

“祭茶喊山”民俗文化节，
当地茶农按照传统习俗举行

“祭茶喊山”仪式、上山采
茶。如今，祭茶仪式不仅是
茶农对今年茶叶丰收的美好
期盼，还是具有观赏性的表
演活动。图为采茶女在朝阳
村生态茶园里采茶。

新华社记者 魏培全摄

生态茶园
祭茶喊山
生态茶园
祭茶喊山

国际人才交流
大会在深举行

新华社杭州4月14日电（记者
岳德亮） 近日，浙江省文 （成） 泰

（顺） 高速公路控制性工程南浦溪特
大桥顺利完成首节钢拱肋吊装施
工。浙江省发改委发布消息称，这
标志着该省向陆域“县县通高速”
目标再进一步。

文泰高速公路项目是浙江省大
通道建设十大标志性工程之一，已累
计完成投资 46 亿元，计划于 2020 年
建成通车，文泰高速建成标志着浙江
陆域最后两个未通高速公路的县将

联入高速公路网，将为浙江实现陆域
“县县通高速”目标画上圆满句号。

据了解，文泰高速建成后，浙
南地区的高速公路将连接成网，也
为浙江增加一条连接福建的高速通
道，连接起长江经济带和福建海峡
西岸经济区。

《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指出，“十三
五”期间要实现陆域县县通高速，
至2020年全省高速公路里程达4700
公里。

浙江将实现陆域“县县通高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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