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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部门负责人在 3 月 22 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
办的新闻发布会表示，中国金融市场经受住了疫情及
国际金融市场动荡的考验，表现出了高度的稳定性，
波动幅度很小，运行总体平稳。

金融市场稳、工具储备足

据介绍，针对疫情影响，中国人民银行近期打出
“组合拳”，以稳定金融市场。首先，通过准确的公开
市场操作和定向降准，提供短期和中长期的流动性，
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实现金融市场如期开
市之后持续平稳运行。其次，及时设立 3000亿元专项
再贷款和增加 5000亿元再贷款再贴现额度，支持疫情
防控和复工复产。此外，对中小微企业、民营企业贷
款给予展期和续贷，帮助企业保持现金流稳定，并积
极引导市场利率下行，切实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分析，上述“组合
拳”成效正在显现，中国金融体系运行总体平稳，金
融市场预期稳定，货币信贷平稳较快增长，国民经济
经受住了疫情冲击。

陈雨露认为，国际金融危机通常有 3个基本特征：
国际金融市场跨市场持续恐慌性下跌；出现大量金融

机构，特别是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倒闭；全球实体经
济运行受到严重破坏。近期，针对国际金融市场动荡
的加剧，许多国家陆续出台了应对措施，这些措施的
效果还要进一步观察。目前来断定全球已经进入了金
融危机还为时尚早。

“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发生后，中国金融市场经受住
了考验。目前中国的金融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市场预
期也比较稳定，宏观政策的空间和工具储备是充足
的。”陈雨露表示。

A股展示较强抗风险能力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李超表示，与境
外市场相比，中国A股市场展现出较强韧性和抗风险能
力，A股市场波动幅度相对较小，投资者行为更加理性。

A股市场良好局面的出现，得益于金融体系下了一
系列“先手棋”：其一，压降市场杠杆水平，当前股票
市场的杠杆资金总量与 2015 年高峰时相比已下降
80%。其二，对股票质押风险采取了降存量、控增量等
一系列措施，主要风险指标趋势性好转，高比例质押
上市公司数量较高峰时期已下降1/3。其三，优化交易
监管，提高透明度，增强市场对监管的明确预期。其

四，设立科创板和试点注册制等一系列改革，并在资
本市场企业融资、重点地区和行业的支持、费用减
免、便利服务等方面，也做出了一些特殊安排。这一
系列积极有效的风险缓释措施，帮助企业和行业渡过难
关，夯实了市场运行的内在基础，保证市场稳健运行。

据介绍，今年前两个月，交易所市场股票、债券
合计融资约1.3万亿元。其中，IPO完成发行38家，募
资724亿元，再融资901亿元；交易所债券市场发行1.1
万亿元，同比增长30%。更重要的是，当前统筹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取得了积极的成效，3月份各项
指标都有了明显的边际变化。目前上市公司复工率超
过 9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金融市场流动性合理充
裕，股市的估值水平处于历史低位。

“总的来看，外部环境的影响是阶段性的，不会改
变中国资本市场平稳向好的趋势。”李超表示。

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

尽管有疫情影响，今年以来，中国跨境资金流动
仍总体稳定，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

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区间内双向波动。今年以来，
人民币汇率总体保持稳定。截至 3 月 20 日，境内人民

币即期交易价贬值 1.4%，同期美元指数上升 5.2%。新兴
市场货币指数下跌 13.4%，其中自 2月下旬国际金融市
场剧烈波动，2月21日至3月20日，境内人民币即期交易
价贬值0.7%，而同期新兴市场货币指数下跌10%，其中
3月下旬人民币贬值幅度也明显小于同期的欧元和英镑
等货币的贬值幅度。这些数据充分显示人民币汇率在
全球外汇市场，尤其是在新兴市场中的表现相对稳健。

外汇市场供求保持基本平衡。1至2月份，中国银
行结售汇顺差 206 亿美元，非银行部门涉外收支顺差
187亿美元。综合考虑远期期权等其他供求因素后，外
汇市场供求呈现基本平衡。截至2月末，中国外汇储备
规模为31067亿美元，总体保持稳定。

近期，受国际疫情影响，国际外汇市场出现较大
波动，人民币汇率也有波动，但总体保持了在合理均
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国家外汇局副局长宣昌能介
绍，短期内美元流动性趋紧和美元指数上涨不可避免
会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产生影响，但从
中长期看，人民币汇率将会在合理区间内双向波动，
不存在大幅贬值的基础。

陈雨露分析，随着中国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以
及复工复产复业率持续提升，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
本面对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会形成有力的支撑。再加上
中国充足稳定的外汇储备，共同为人民币汇率的持续
稳定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一手抓防疫 一手促发展 

中国金融市场呈现高度稳定性
本报记者 徐佩玉

3月21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
新闻发布会，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部
门负责人介绍了重大投资项目开工复工
有关情况。

据了解，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目
前重大项目复工率已逐步回升。截至3月
20 日，除湖北外，重点项目复工率达
89.1%。分地区看，目前南方地区重点项
目复工率为98.1%，北方地区重点项目复
工率为60.3%，其中东北、西北等地区还
在陆续进入施工期。分行业看，重大铁
路项目已基本复工，京沈高铁等一批重

大铁路项目正在抓紧施工建设。重大公
路、水运项目复工率为97%，北京至雄安
高速公路等一批重大公路项目已复工并
加快推进。

“重大水利工程复工率为 86%。引江
济淮工程、云南滇中引水工程等重大水
利工程已复工建设。重大能源项目已基
本复工。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中段工程
已复工。总投资 950 亿元的乌东德水电
站工程已全面复工。重大外资项目已基
本复工。宝马全球最大生产基地——沈
阳华晨宝马第三工厂项目 2 月 17 日复工

后正加紧推进。其他领域的重大项目也
在积极推进。”国家发改委投资司司长欧
鸿说。

为推进重大项目开复工，国家发改
委会已同有关方面采取多项措施，包括
加强投资项目远程审批服务，确保项目
审批、核准、备案等前期工作不受疫情
影响；做好调度协调，对重点项目开复
工建立按日调度机制；加大资金支持等。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一级巡视员宋秋
玲介绍，截至目前，已经下达 2020 年中
央基建投资对地方转移支付资金的进度
比去年同期提高了12.6个百分点。“同时，
我们还提前下达车购税资金 2500 多亿
元，港口建设费 70 多亿元，民航发展基
金240多亿元，这些资金全部都用来支持
公路、港口、航道、机场等基础设施建
设。我们还提前拨付了中国铁路集团总
公司 200 多亿元促进铁路建设复工复产，
铁路现在复工情况非常好。”宋秋玲说。

在人员方面，目前有关部门正积极
做好供需衔接、健康互认和运输组织，
以包车、专列等形式开展“点对点”和

“一站式”输送人员返岗。“目前，国铁
集团开行农民工返岗专列已经达到300多
个列次，实现了人员安全、有序、快捷
的跨省运输、顺利返岗。”国家发改委基
础司副司长郑剑说。

重点项目复工率接近九成
本报记者 王俊岭

受疫情影响，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
州榕江县古州镇老街的传统民族文化商铺商品
销售受挫。近来，当地有关部门引导商家在线
下有序开业，并通过网上直播等线上方式进行
销售。“线上线下”齐开工，传统民族文化商品
销售出现新生机。

上图：在古州镇老街，水族服装店店主在
制作水族服饰。

左图：在古州镇老街，银饰店店主在进行
网络直播销售银饰。

王炳真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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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位于
上海长兴岛的江
南造船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在
做好疫情防控的
同时，加快复工
复产。图为江南
造船（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厂区。

新华社记者
丁 汀摄 近日，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金庭镇庭山村的郁金香、二月兰、油菜花竞相绽放，锦

绣大地，五彩缤纷，游客陶醉其中，流连忘返。图为3月21日，在庭山村太湖花海，郁
金香花田犹如彩带，游人纷至沓来。 阙明芬摄 （人民视觉）

春回大地游人醉

本报合肥 3月 22日电 （记者游仪） 日
前，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第二批211个村
落上线。目前该数字博物馆单馆数量共有376
个，其中安徽省入馆村落数量最多，共72个。进
入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首页按地区查找，
即可浏览376个国家级传统村落的田园风情。

青瓦白房的徽州呈坎村、依山傍水的潜
山万涧村、历史悠久的宣城石门村……江淮
大地上，保存着不少传统村落，目前安徽省
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共有 400 个。今
年，安徽将积极推进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建
设，进一步加强传统村落传播展示，完善传

统村落展示平台，讲好村落故事，推动传统
村落功能复兴和改造活化。

据了解，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在2018年
4 月开通上线，深受大众欢迎，尤其是在新
冠肺炎疫情期间，为群众提供了足不出户的
旅游文化服务。数字博物馆以全景漫游、三
维实景、图片、文字、视频、音频等多种形
式，全方位展示中国传统村落的独特价值、
丰富内涵和文化魅力。运用技术力量赋能传
统文化，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已成为目
前我国研究传统村落资料最丰富、数据最权
威的国家级在线数据库。

新华社沈阳3月22日电（记者高爽） 地
下美食街档口重新热闹起来了、餐馆堂食营
业时间延长至正常时长了……21日晚，辽宁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商务厅、卫生健康委员
会联合下发《关于支持住宿餐饮行业恢复正
常营业的若干意见》，支持相关经营单位恢
复正常经营秩序。

意见指出，辽宁省住宿餐饮经营单位（含酒
店、餐馆、早餐店、夜宵店等）可全面恢复正常营
业，各地区、各行业主管部门不得设置复工复产
前置约束条件，已经设置的应予以取消。

意见鼓励餐饮经营单位采用灵活多样的
经营模式，以保障群众日常生活和企业复工
复产中的餐饮服务需求。堂食建议采取拉开
餐桌间距、隔桌安排就餐、物理隔离用餐等
措施，包间应合理通风、隔位就餐、及时消
毒，鼓励餐饮经营单位快速开通线上餐饮、
无接触配送等服务。

此外，住宿餐饮行业全面复工后，相关
经营单位应继续严格跟踪监测顾客健康信
息，执行体温检测制度，对就餐、入住的顾
客做到监测信息记录准确无误，备案留存。

新华社长沙3月21日电（记者阳建） 湖
南省日前举行的投资暨重点建设项目推进电
视电话会议，明确了 160个 2020年省重点建
设项目，计划年度投资3050亿元，强调紧盯
全年投资增长 10%的目标，充分发挥投资对

“稳增长”的关键作用。
为了加快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复工和

服务业企业复工营业，突出央企和骨干民企
对实体经济的带动效应，湖南省发改委发布
了 2020 年“5 个 100”实施计划，包括建设
重大产业项目119个、重大科技创新项目110
个、重大产品创新项目 120 个，引进 110 个
以上 500 强企业项目，引进 116 名左右科技
创新人才。

湖南省发改委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将
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跟踪落实税收优惠、
融资贷款、就业用工、财政奖补等96条政策
措施，深入开展疏解治理投资“堵点”专项
行动。同时，依托全省吸引民间投资重点领
域项目库，通过适当延长合作期限、创新运
营模式等，提高PPP项目自身收益，激发民
企投资活力。

湖南省政府还强调培育一批新增长点，
支持各地布局建设一批 5G 商用、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大力发展在
线办公、在线教育、数字娱乐等新兴业态，
加快工业、农业、文旅3大类30个特色小镇
建设。

湖南重点项目投资 3050 亿元

辽宁住宿餐饮企业恢复营业

安徽72个村落入驻数字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