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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特别国债发行平稳启动
本报记者 李 婕

据财政部通知，6 月 18 日，2020 年抗疫特别国债
一期和二期招标，备受关注的抗疫特别国债发行正式
拉开大幕。本次抗疫特别国债如何发行？个人投资者
如何购买？资金又将用于何处？财政部有关负责人和
专家进行了解答。

怎么发？

全部公开招标发行

财政部一期国债为5年期固定利率附息债，竞争性
招标面值总额500亿元；二期国债为7年期固定利率附
息债，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500亿元。两期国债定于6
月 18 日招标，6 月 19 日开始计息，招标结束至 6 月 19
日进行分销，6月23日起上市交易。

抗疫特别国债采用怎样的发行方式？
财政部国库司有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介

绍，今年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将采用市场化方式，全
部面向记账式国债承销团成员公开招标发行。抗疫特
别国债期限品种，在匹配财政资金使用周期的基础
上，充分考虑了国债收益率曲线建设需要，以 10年期
为主，适当搭配5年、7年期，进一步提升国债收益率
曲线上关键点的有效性。

“国债市场已经成为具有较大容量、能够充分满足
财政筹资和投资者投资交易需求的重要场所。”该负责
人表示，抗疫特别国债市场化公开发行将进一步提升
国债市场容量，更好发挥国债市场在金融体系中的作
用，促进国债市场长期发展。

按照国务院常务会议关于“该发的债加快发行”
相关要求，抗疫特别国债将从6月中旬开始发行，7月
底前发行完毕。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财政研究
室副主任何代欣对本报记者表示，强调“该发的债加
快发行”，就是要早发行、早使用、早见效。抗疫特别

国债筹集的资金对经济运行至关重要，抓好“六保”
等工作也急需资金投入，加快国债发行可让资金尽快
到位，发挥作用。

怎么买？

个人可参与分销交易

抗疫特别国债，个人能否购买？利率水平怎样？
据介绍，与一般记账式国债相同，抗疫特别国债不

仅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上市流通，还在交易所市场、商业
银行柜台市场跨市场上市流通。个人投资者可以在交易
所市场、商业银行柜台市场开通账户，参与抗疫特别国
债分销和交易。具体可以查询相关场所的交易规定，或
咨询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招商银行、北京银
行、南京银行等开通记账式国债柜台业务的银行。

值得注意的是，发行通知中公布的抗疫特别国债
的缴款账户只接受记账式国债承销团的承销缴款，不
接受个人转账。抗疫特别国债与一般记账式国债相
同，不可提前兑取，可在二级市场交易，交易价格根
据市场情况波动，盈亏由投资者自负。

利率方面，与仅向个人投资者销售的储蓄国债不
同，抗疫特别国债为记账式国债，利率通过国债承销
团成员招投标确定，随行就市。目前，5年、7年、10
年期记账式国债收益率约为2.5%、2.8%、2.8%。

在何代欣看来，国债一般收益稳定，而且有国家
信用作为担保，几乎没有风险，向来受到机构和个人
投资者青睐。这次抗疫特别国债面向个人发行，可以

说是为居民投资增加了一个不错的选项。

怎么用？

支持公共卫生和抗疫相关支出

财政部副部长许宏才此前介绍，抗疫特别国债这
部分资金，主要用于公共卫生等基础设施建设和抗疫
的相关支出，包括支持小微企业发展、财政贴息、减
免租金补贴等。各地可以在分配的额度内按照一定的
比例预留机动资金，解决基层特殊困难的急需资金需
求，根据实际需要，自主分配使用。“抗疫特别国债不
列入财政赤字，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通过政府
性基金转移支付下达给地方。”

在具体下达方式上，财政部预算司司长李敬辉表
示，考虑到抗疫特别国债是由中央财政统一发行并支付
利息，带有一定的财力补助的性质，为了体现地区间的
公平，财政部主要按因素法切块到省级财政部门。省级
财政部门按照财政部规定的使用范围和“资金跟着项目
走”的原则，自主落实到市县基层和具体项目，省级财政
部门报财政部备案同意后再下达到市县。

据了解，为规范特殊转移支付及抗疫特别国债
资金管理，财政部已经制定资金管理办法，明确抗
疫特别国债的资金用途、分配拨付、还本付息、预
算编制等内容。

包括发行抗疫特别国债在内，新增赤字、大力压减
中央本级支出等举措都旨在加大对地方的财力支持，保
基层运转是今年预算安排的重中之重。“目前，我们整体
上判断今年地方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基层政府运转
方面，资金来源上是有保障的。”李敬辉说。

6 月 18 日，商务部消费促进
司负责人介绍了 2020 年 1-5 月我
国消费市场运行情况。最新数据
显示，随着国内企业复商复市加
快推进，居民生活秩序明显恢
复，特别是扩大内需、促进消费
系列政策措施逐步见效，5月份全
国消费市场延续复苏态势，市场
销售连续3个月降幅收窄。1-5月
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3.87万亿
元，同比下降13.5%。

具体来看，主要有以下特点：
消费市场稳步复苏。5 月份，

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2万亿
元，同比下降 2.8%，降幅比 4 月份
收窄 4.7个百分点。1-5月份，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降幅比 1-4 月份
收窄 2.7 个百分点，比一季度收窄
5.5个百分点。

商品销售稳步回升。5 月份，
全国商品零售额2.9万亿元，同比
下降0.8%，降幅比上月收窄3.8个
百分点。限额以上单位商品销售
中 ， 近 80% 商 品 销 售 恢 复 正 增

长。食品、饮料同比分别增长
11.4%和 16.7%。汽车商品销售同
比增长3.5%，增速为2019年6月以
来最高值；化妆品、体育娱乐用品、
通讯器材商品销售同比分别增长
12.9%、15.4%和11.4%，增速比上月
分别加快 9.4 个、3.8 个和 2.2 个百
分点。家电、家具、建材销售由负转
正，同比分别增长 4.3%、3.0%和
1.9% 。1-5 月 ，全 国 商 品 零 售 额
12.74 万亿元，同比下降 10.6%，降
幅比1-4月收窄2.5个百分点。

服务消费逐步恢复。5 月份，
全国批发、零售商务活动指数连
续 3 个月在荣枯线以上，餐饮业
商务活动指数连续 2 个月在荣枯
线以上，住宿业商务活动指数自2
月份以来首次升至荣枯线以上。
1-5 月，全国餐饮收入同比下降
36.5%，降幅比 1-4 月收窄 4.7 个
百分点。

网络消费加快增长。1-5 月，
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 3.37 万
亿元，同比增长 11.5%，增幅比 1-4

月加快 2.9 个百分点；占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比重 24.3%，比 1-4 月
和去年同期分别提高 0.2 个和 5.4
个百分点。全国网上零售额4.02万
亿元，同比增长 4.5%，比 1-4 月回
升2.8个百分点。

价格涨幅平稳回落。5月份，全
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2.4%，涨
幅比上月回落 0.9 个百分点。1-5
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4.1%，涨幅比 1-4 月回落 0.4 个百
分点。

“3 月份以来，我国消费市场
持续逐月加快回暖，表明随着我国
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成果，生产生
活秩序进一步恢复，我国消费市场
展现出较强的发展韧性，但同时，
餐饮、住宿行业营业收入同比下降
较大，表明消费市场全面恢复仍面
临一定压力。下一步，我们要在做
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前提下，加大稳
企纾困政策措施力度，稳定消费信
心和预期，推动消费市场持续、稳
步回升。”该负责人表示。

本报北京6月 18日电 （记者任
涛）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的重点进口
商品检验检疫监测情况通报显示，
6 月 11 日至 17 日，中国海关对进口
肉类、水产品、蔬菜、水果、水生动
物、短时或低温运输工业品等货物
及其包装和操作环境取样实施的新
冠肺炎病毒监测结果均为阴性。

本轮针对新冠肺炎病毒的检验
检疫共检测样品32174个，其中货物
样品 8274 个，内外包装样品 20833
个，环境样品 3067 个。海关总署今
天还宣布，自 6 月 17 日起，中国海
关 暂 停 德 国 一 家 猪 肉 屠 宰 及 其 分
割、冷藏企业的产品输华。按照双
边合作协议，德国官方主管部门向

海关总署通报德在华注册的这家猪
肉屠宰企业确认发生新冠病毒聚集
性感染。根据中方要求，德方已暂
停 该 企 业 （DE NW-ES 202 EG）
及其分割、冷藏企业 （DE EZ 917
EG） 对华出口。

海关总署已更新《符合评估要求
的国家或地区输华肉类产品名单》，
暂停来自上述企业的产品进口。对于
已到港或即将到港的来自上述企业的
产品，海关部门全部予以暂扣。

本报北京6月19日电（记者孔
德晨）日前，以“数治安全 智理未
来”为主题的 2020 西湖论剑·网络
安全线上峰会在浙江杭州开幕。本
届峰会由浙江省互联网信息办公
室、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等主
办，浙江省网络空间安全协会、杭
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等承
办，通过北京、杭州两地直播间同
步连线直播的形式，聚焦后疫情时
代的网络安全新业态、新模式，邀
请政府主管部门领导、知名专家学
者和网络安全专家“云聚集”，共推
数字世界新时代。

本届峰会设立1个主论坛、6个

分论坛、网络安全云上展览等环
节，深入探讨工业互联网安全、信
息技术应用创新网络安全、云计算
与大数据安全、5G 安全、安全运
营、金融安全与区块链等热门领域
前瞻性问题，系统解读数字中国发
展浪潮中的智慧城市安全、物联网
安全、大数据安全、云安全、移动
安全等多个方向的最新成果。

会上，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
部长朱国贤出席峰会并讲话。峰会开
展近 70 场专题报告，共话网络安全
最新议题，共推数字世界新时代。杭
州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姚利
民，共青团杭州市委副书记孙陆炜，

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范渊共同启动西湖论剑·2020中
国杭州网络安全技能大赛。

作为峰会承办方之一，范渊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后疫情时
代”企业急需加强数据安全保护。

“疫情加速了企业在线化、数字化转
型，激活了在线新经济，同时也存
在恶意软件传播、数据泄露的问
题，尤其是在线教育和在线医疗等
领域。”范渊认为，这些领域面临信
息化、数字化及大数据相关的分析
和使用，应进行相应的网络安全方
法、思维、模式和技术上的提升和
完善。

范渊表示，非接触式在线新经
济、大数据城市大脑、工业互联
网、大数据核心交换以及物联网等
多个新场景的扩展，都将对网络安
全技术和服务产生新的需求，对行
业产生新的挑战。

本报电 （严丁） 6 月 17 日—18
日，“2020中国企业‘走出去’风险
发布会全球直播网络大会”在北京
举行。

本届会议由江泰国际合作联盟
和江泰全球救援联盟主办，中国产

业海外发展协会支持。
大会内容包括 2020 全球救援服

务论坛暨新冠肺炎疫情出行风险对
话、2020全球投资服务论坛暨驻华使
馆与民营企业面对面及海外园区招
商信息发布、2020全球救援服务论坛

暨新冠肺炎疫情出行风险对话等。
全球风险专家、驻华使馆高级外

交官、救援专家、投资服务专家、海外
园区代表、“走出去”企业代表、商协
会代表等在现场或通过网络参与了
本次活动，围绕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
蔓延背景下中国企业如何“走出去”，
疫情常态化下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
困境与出路等话题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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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监测逾3万件进口商品样品
迎端午
在 端 午 节 到 来 之

际，天津市东丽第一幼
儿园开展“迎端午 赛
龙舟”趣味比赛。老师
和孩子们利用各种废旧
材料，精心设计、制作

“龙舟”，进行“赛龙
舟”比赛，让孩子们在
游戏中了解端午节的风
俗和来历，感受节日丰
富的文化内涵。
扎 西 翟鑫彬摄

武警北京总队执勤
四支队将政治工作传统
优势与信息网络时代优
势相结合，探索创新军
营网络+政治工作模式，
把 “ 基 层 智 能 政 工 平
台”中网络思想教育、
信息共享阅览、影音制
作教学等功能融入官兵
日常学习生活。图为官
兵通过“基层智能政工
平台”进行学习交流。

姜润邈 袁振杰摄

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焉耆县利用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病虫害少等自然条件优势，大力发
展红辣椒、红番茄、红酒“三红”产业，提高特色农产品加工转化率，完善产业链条。图为 6 月 18
日，在焉耆县新疆凯都河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工人在称量分装调味料。 新华社记者 宋彦桦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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