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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1月1日发布通知，决定于
1月6日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
分点（不含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和汽车金
融公司）。此次全面降准预计将释放长期资金
8000亿元。专家指出，全面降准不等于“大水
漫灌”，稳健的货币政策没有改变，这对于经
济面和资本市场都形成重大利好。

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

为何选在此时降准？降准出于哪些考
虑？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在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短期来看，
此次降准是为释放流动性来满足春节前的
资金需求高峰，保证市场平稳。“一般来
说，春节前后更容易出现资金的投放和回
笼需求。”曾刚说，“今年春节较往年更
早，流动性面临小幅资金到期压力，现金
需求增大，央行在月初就宣布降准是为营
造较平稳的资金利率，体现了稳健的货币
政策的灵活适度。”

从中长期来看，降准能释放银行的中

长期资金。曾刚认为，下调准备金率相当
于将被冻结在银行账户上的一部分长期资
金还给银行，一方面意味着银行可以做一
些中长期的贷放，另一方面则相当于降低
了银行的成本。“这有利于降低实体经济融
资成本，也增强了银行提供中长期贷款的
能力，为稳增长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另外，年初降准有助于满足金融机构
以及借款主体的资金需求，争取“开门
红”。“由于今年稳增长的压力较大，因此
各方面规划都会有从1月份开始发力的可能
性，银行也有早投放早收益的习惯。从地
方政府发债需求而言，一季度1月份可能也
会开工很多的项目，从而导致对资金需求
增大，这个时候降准有助于争取‘开门
红’，为金融机构或地方政府提供充足的流
动性支持。”曾刚说。

更好服务实体经济

央行明确，此次降准增加了金融机构
的资金来源，大银行要下沉服务重心，中
小银行要更加聚焦主责主业，都要积极运

用降准资金加大对小微、民营企业的支持
力度。在此次全面降准中，仅在省级行政
区域内经营的城市商业银行、服务县域的
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
合作社和村镇银行等中小银行获得长期资
金 1200多亿元，有利于增强立足当地、回
归本源的中小银行服务小微、民营企业的
资金实力。同时，此次降准降低银行资金
成本每年约150亿元，通过银行传导可降低
社会融资实际成本，特别是降低小微、民
营企业融资成本。

曾刚指出，央行明确大银行要下沉服
务重心，中小银行要强化对小微民营企
业、对“三农”、对地方经济的支持，这也
是金融供给侧机构改革的核心内容。“过去
一年，国家出台许多政策都在强化这点，
其中包括定向降准、监管政策的引导、考
核制度的改变等等。”曾刚说，“降准增强
的是整个市场的流动性，这也意味着我们
在总量降准的同时，也希望在结构层面上
能够把更多的资金投放到小微民营企业、
服务实体经济上来。”

去年年末，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提出要

在信贷考核和内部激励上下更大功夫，增强
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的
内生动力。曾刚预计，未来一段时间，在监管
政策方面、银行内部管理考核方面，将会有
更加具体的针对小微民营企业的政策出台。

“总量的调整再叠加结构上政策的引导，降
准对实体经济、小微企业将会产生积极的影
响，融资成本会进一步降低，融资难的状况
能够得到进一步的缓解。”

稳健的货币政策没有变

此次降准引发了社会各界及国际社会
的普遍关注，多方释放了对中国经济积极
的预期。

路透社1日报道称，中国央行降准如期
而至，8000 亿元礼包呵护流动性，引导融
资成本下行。分析师们认为，伴随此次降
准推动银行资金成本下行，也有助于满足1
月缴税、专项债发行、春节等因素带来的
流动性需求。预计 2020年针对实体经济的
信贷和社会融资增速有望小幅上行。

“中国央行为进一步贷款铺平道路”，

德国《商报》1日报道称，尽管面临巨大压
力，中国的经济增长仍具有弹性。中国央
行将使用几种货币政策工具和灵活的政策
来维持流动性。这意味着中央银行将给予
银行更多的贷款余地，以提振经济。

中国股市也随之迎来大涨。曾刚认
为，股市行情大涨，降准只是短期的直接
原因。“股市行情是一个长期的事情，不光
是短期货币政策的刺激，更是由于在金融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确定的方向中资本市场
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决定了未来资本
市场会得到越来越多政策的支持。”曾刚
说，从国家层面来看，金融供给侧结构改
革核心内容就是优化融资结构，推动直接
融资发展。而直接融资发展的核心就是资
本市场的发展，一个强大的繁荣资本市
场，是符合金融供给侧改革主体方向的。

全面降准是否意味着稳健货币政策取
向发生改变？央行有关负责人强调，此次
降准与春节前的现金投放形成对冲，银行
体系流动性总量仍将保持基本稳定，保持
灵活适度，并非“大水漫灌”，体现了科学
稳健把握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稳健
货币政策取向没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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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1月2日电（记者李
婕、叶紫） 日前，国务院召开常
务会议，研究决定分步取消技能
人员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推行
社会化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国新
办 2 日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
会，邀请人社部副部长汤涛、职
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张立新介绍有
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
面临技能人才短缺的状况，亟需
进一步深化技能人才评价制度改
革，建立更加符合市场经济体制
需要的评价机制，从而发展壮大
技能人才队伍。”汤涛说。

我国的职业资格制度是 1994
年开始建立的，分为准入和水平
评价类两类。在实施过程中，职
业资格制度逐步暴露出职业资格
过多、过滥，影响就业创业，阻
碍市场主体创造活力发挥等问题。

因此，2013 年以来，我国逐
步推行职业资格制度改革，先后
分七批取消了 434 项职业资格，
占国务院部门设置职业资格总数
的70%以上。

此番分步取消技能人员水平
评价类职业资格是对职业资格制
度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改革总体
思路为，对技能人员准入类职业

资格，继续实行职业资格目录管
理；对技能人员水平评价类职业
资格，按照先立后破、一进一退
的原则分步取消，并推行职业技
能等级制度。

根据安排，1月将开展首批职
业资格转为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试
点工作，包括家政服务员、养老
护理员等17个职业 （工种）。2月
将开展第二批试点，在车工、钳
工、铣工、眼镜验光员等职业

（工种） 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试
点。第三批职业资格的转化工作
将在 7 月开展。最终，在 2020 年
底前，要将技能人员水平评价类
职业资格全部转为职业技能等级
认定。

“将技能人员水平评价职业资
格由政府认定改为实行社会化等
级认定，接受市场和社会认可与
检验，将有利于形成以市场为导
向的技能人才培养使用机制，有
利于破除对技能人才成长和弘扬
工匠精神的制约，促进产业升级
和高质量发展。”张立新说。

同时，人社部门还将做好职
业标准的开发工作，为规范、有
序开展技能人才评价提供坚实的
基础。张立新介绍，在职业分类
的基础上，人社部门将面向社会
公开征集开发行业企业评价规
范，并组织专家评估、论证，推
动符合条件的行业企业评价规范
上升为国家职业标准，为职业技
能等级认定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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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电 （记者杜海涛） 中
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国家统计局服
务业调查中心日前发布，2019年12月
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
50.2%，与上月持平。综合来看，指数
连续两月保持在50%以上，经济运行
趋稳态势显现。从全年指数走势来

看，市场供需保持扩张，经济结构
持续优化，逆周期调节效果显现。

2019 年 12 月 ，新 订 单 指 数 为
51.2%，保持在扩张区间，消费品行业
PMI为51.4%，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
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上升，生产指数
为53.2%，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采

购量指数为51.3%，较上月上升0.3个
百分点，两个指数均创年内最高水平。

从全年制造业 PMI 走势来看，
2019 年经济运行相对稳健，年内经
济有所波动，但下半年缓中趋稳态
势逐渐显现，年底指数有所回升，
实现良好收官。指数变化显示，经
济运行虽然仍有下行压力，但积极
因素持续累积、逐渐显现，平稳发
展基础不断增强，经济韧性较好，
抵御风险能力增强，为 2020年经济
平稳运行奠定了良好基础。

本报电 （黄英红）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0 日 16
时，宁波舟山港铁路北仑港站海铁联运业务量突
破80万标准箱，同比增长34.1%，成为全国海铁联
运作业量最大的单体港站。

15 年来，宁波舟山港加快发展集装箱海铁联
运，大力推进运输结构调整，已经成长为我国南
方海铁联运第一大港。铁路北仑港站作为主战
场，2019 年开通湖州西、钱清等多条海铁联运线
路，已拥有 16条海铁班列及多条成组线路，业务
覆盖全国 15 个省 （区、市）、49 个地级市，努力
打造“全国首个100万标准箱海铁作业能力港站”。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1月2日电（记
者李志浩） 2019 年，新疆棉花产量继
续保持全国最高，达500.2万吨，虽较
2018年下降2.1％，但占全国总产量比
重同比增加 1.1 个百分点，达 84.9％。
新疆棉花总产、单产、种植面积、商
品调拨量连续25年位居全国第一。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19
年，新疆棉花播种面积 3810.75 万亩，
较 2018 年增长 2％，占全国种植面积
的76%。新疆棉花 （皮棉） 单产为131
公斤/亩，继续高于全国单产平均值，
高出13.7公斤/亩。

近年来，全程机械化在新疆棉田
得到大范围推广应用。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农业农村厅数据显示，新疆北部9
成以上棉田已实现全程机械化，南疆
地区棉花采收机械化率也在逐年增
长。2019 年，全区棉花机采面积首次
突破 1150万亩，新疆作为全国优质棉
生产基地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

2019 年，新疆逐步调减棉花品种
数量，在全区范围内推广“一主两

辅”用种模式，主栽品种占棉花种植总面积73%以
上，棉花品质一致性稳步提升。同时，南疆棉花
主产区积极推广棉花滴灌水肥一体化机采种植模
式，实现棉花生产节本增效。

2019年12月份制造业PMI显示

经济运行趋稳态势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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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日，2020年江苏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在江苏省淮阴商业学校
举行。来自全省 13 个市 60 所学校代表队共计 300 多名选手齐聚淮安，
在沙盘模拟企业经营、建筑装饰等两个赛项展开角逐，比拼专业技
能，展现职教风采。 王 昊摄 （人民视觉）

邻里节
1月2日，北京市东城

区前门街道草厂社区举行
第三届邻里节。邻里节以

“草厂一家亲 五福喜迎
门”为主题，在“平安福”

“互助福”“文化福”“邻里
福”“公益福”等五“福”区
域设置不同内容，既有“赶
大集”年货热卖，还能观看
和体验老北京拉洋片、画
糖画等民间技艺表演。
郭俊锋摄 （人民视觉）

赶制铅笔迎旺季
1月2日，江苏省宿迁市泗洪经济开发区一铅笔制造企业

的工人正加班加点赶制铅笔，满足春节前夕市场订单需求。
该企业生产的不同型号的铅笔畅销 70 多个国家，春节临近，
订单纷至沓来。图为在铅笔制造企业生产车间，工人在忙碌
地生产铅笔。 许昌亮摄 （人民视觉）

1 月 2 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市结合当地丰富的冰雪资源，组织举办“阿勒泰市迎新春赛马比
赛”，受到各族群众的喜爱。图为阿勒泰市雪上赛马活动。 刘是何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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骏马奔驰迎新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