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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改革开放呈现新局面 有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这十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聚焦金融领域改革与发展

上证指数：3349.75点 0.89% 成交5096亿元
深证成指：12686.03点 1.37% 成交6506亿元

创业板指：2824.44点 2.33% 成交2316亿元
沪深300：4394.77点 1.17% 成交3560亿元

100美元 670.0人民币
100欧元 705.22人民币

100日元 4.9668人民币
100港元 85.354人民币

□ 数读财经 6 月 24 日 □ 6 月 24 日人民币汇率中间价

■新华社记者 吴雨 李延霞 刘开雄

2012年至2021年，我国人民币贷款余

额年均增长 13.3%；稳步推进试点注册制；

取消银行、证券等领域外资股比限制；防范

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取得重要阶段性

成果……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持续深化金融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稳步扩大金融开放，统

筹发展与安全，有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共中央宣传部23日举行“中国这十

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聚焦党的十八大

以来金融领域改革与发展情况。

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实
现高质量发展

过去十年，金融与实体经济良性循环

逐步形成——

2012年至 2021年银行贷款和债券投

资年均增速分别为 13.1%和 14.7%，与名义

GDP增速基本匹配；同业理财、信托通道

业务较历史峰值大幅缩减，金融脱实向虚

势头得到扭转；农业保险为农户提供风险

保障从2012年的0.9万亿元增长至2021年
的4.4万亿元……

过去十年，金融支持国民经济发展中

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截至 4月末，全国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38.8万亿元，是 2012 年末的 3.35 倍，普惠

小微授信户数占全部市场主体的三分之

一；高技术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较十年

前增加了近 7倍；科创板“硬科技”产业集

聚效应初步形成；绿色贷款、绿色债券余额

位居世界前列……

过去十年，服务实体经济的广度深度

显著拓展——

推出新三板、科创板，设立北交所，资

本市场对实体经济的适配性大幅增强，股

债融资累计达到55万亿元；交易所债券市

场已成为非金融企业债券融资的重要渠

道，期货期权品种覆盖国民经济主要领域；

截至4月末已累计发行小微企业专项金融

债券1.78万亿元……

“这十年，我们以新发展理念引领金融

支持实体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中国人民

银行副行长陈雨露表示，人民银行坚持管

住货币总闸门，不搞“大水漫灌”。2012年

以来，广义货币供应量（M2）年均增速

10.8%，与名义GDP年均增速基本匹配，有

力推动了国民经济稳健发展。

过去五年内，银行业、保险业总资产年

均增速分别为 8.1%、11.4%，低于同期信贷

投放和债券投资年均增速。在中国银保监

会副主席肖远企看来，通过清理脱实向虚、

乱加杠杆、以钱炒钱等活动，从根本上扭转

了资金空转，流向实体经济资金大幅增加，

中间链条大幅压缩，融资成本也有所下降。

我国金融改革开放更
进一步

持续健全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第三支

柱养老保险改革试点取得重大进展，稳步

推进试点注册制，推进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改革，启动沪深港通、沪伦通……十

年间，我国持续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稳步扩大金融开放，金融改革开放呈现

新局面。

“改革开放是金融现代化的必由之

路。”陈雨露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金

融改革开放成果显著，有力支持了国民经

济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进程。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围绕深

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深化资本

市场改革，基础制度更加成熟定型。实现

核准制向注册制的跨越，稳步推进试点注

册制，发行市场化程度、审核注册效率和可

预期性大幅提升，交易、退市等关键制度得

到体系化改善。

随着我国进一步扩大金融开放，金融

市场的吸引力与日俱增，人民币资产受到

国际投资者欢迎。

一方面，一大批国际金融机构积极参

与中国金融市场发展。肖远企介绍，2021
年，在华外资银行资本和资产均较十年前

增长超过 50%，在华外资保险公司资本十

年间增长1.3倍，资产增长6倍。

另一方面，不断拓展的开放渠道，吸引

大批国际中长期投资者加快配置人民币资

产。外汇局数据显示，2021年末，境外投

资者投资我国证券 21554亿美元，较 2012
年末增长3倍。

此外，境内居民配置境外资产的渠道

进一步拓宽。2021年末，我国对外证券投

资9797亿美元，较2012年末增长3倍。

“跨境证券投资渠道进一步拓宽，便利

度进一步提升，境内股票和债券逐步纳入

国际主流指数，跨境投融资交易规模增加，

外汇市场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国家外

汇管理局副局长王春英说。

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
险取得重要成果

高风险影子银行规模较历史峰值压降

约25万亿元、过去十年累计消化不良资产

16万亿元、恢复和处置高风险中小金融机

构 600多家……十年来，我国统筹金融发

展和安全，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

取得了重要阶段性成果，金融风险整体收

敛、总体可控。

过去十年，金融部门处理了一批突出

风险点。“我们始终坚持理性思维、底线思

维，化解重点机构、重点环节、重点业务领

域、重点地区的风险。”肖远企表示，突出风

险点的传染性、外溢性明显收缩，金融资产

脱实向虚势头得到扭转，社会金融秩序基

本实现“由乱到治”，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长

效机制逐步夯实。

过去十年，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态势持

续巩固。李超表示，通过改革提升监管治

理效能，健全市场内生稳定和外部约束机

制，及时稳定市场预期，资本市场近年来经

受住了各种国际国内超预期冲击，主要指

数稳中有升，风险总体收敛、基本可控。

外汇储备是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重

要的“稳定器”和“压舱石”。近年来，我国

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在 3万亿美元以上，今

年5月末超过3.1万亿美元，连续17年稳居

世界第一。“外汇市场韧性不断增强，成功

应对了多轮外部冲击，跨境交易规模明显

提升，外汇储备总体稳定，人民币汇率在合

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王春英说。

近年来，中小银行风险备受关注。肖

远企介绍，总体上看，中小银行运行平稳、

发展健康。“尽管还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

个别机构风险比较高，有的还涉嫌违法犯

罪，但总体而言，风险是完全可控的，广大

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是依法受到保护

的。”

陈雨露表示，要构建与金融高水平开

放要求相适应的监管体系，提高金融监管

的专业性和有效性，建好各类“防火墙”，坚

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新华社北京6月23日电）

■新华社记者 朱雨博 吴昊

6月以来，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等多

个拉美国家大幅加息以应对持续增长的

输入型通胀压力。专家认为，美联储今年

来连续加息引发的冲击外溢至拉美国家，

多国政府随之采取紧缩性政策或将拖累

拉美经济。

15日，美联储宣布加息75个基点，成

为该机构自1994年以来单次最大幅度加

息，且未来可能再度加息50或75个基点。

同日，巴西中央银行宣布，将基准利率

从 12.75%上调至 13.25%。这是巴西央行

自2021年3月以来连续第11次上调利率。

美联储加息是巴西央行持续收紧货

币政策的原因之一。巴西圣保罗市阿曼

多·阿尔瓦雷斯·彭特亚多基金会大学经

济学院教授保罗·杜特拉认为，如果巴西

央行不继续加息，资本将流向美国，巴西

本币会贬值，进而直接影响通胀水平。

墨西哥央行 23日宣布，将基准利率

提高 75个基点至 7.75%。这是该国 2021
年6月以来连续第九次加息，也是2008年
以来最大加息幅度。

墨央行表示，输入型通胀、地缘政治

冲突引发农产品及能源价格上升是影响

该国通胀的主要因素，预计今年底墨西哥

通胀达7.5%，未来可能再度加息。

秘鲁、智利和阿根廷三国央行也于 6
月分别将基准利率上调 50个基点、75个

基点和300个基点，以缓解通胀压力。

智利塔尔卡大学经济学家罗德里戈·

萨恩斯表示，美联储大幅加息将导致更多

投资者押注美元，吸引资本流向美国。美

元的“霸权地位”导致拉美等地区国家央

行被动跟随，而利率上升叠加扩张性较弱

的财政政策将使拉美经济“急剧放缓”。

分析人士指出，拉美地区新兴经济体

在经贸领域对美国财政政策变动较为敏

感，在利率调整上遭遇“两难选择”，一些

经济体如不与美联储保持同步，将面临资

本外流、本币贬值等不利后果；但若继续

提高利率，则会推高个人与企业贷款融资

成本，对地区经济复苏产生负面影响。

与此同时，美联储大幅加息或将拖累

经济高度依赖对美出口的墨西哥等拉美

国家，埋下经济衰退隐患。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近期表示，今明两年美国经济面临严

重下行风险。

墨西哥经济学家马里奥·科雷亚表

示，若美国经济发展急剧放缓，将对其他

国家带来负面影响。如果美国经济增长

为零，墨西哥经济将下滑1%至2%。

美国激进财政政策让分析人士担忧

拉美地区上世纪80年代“失去的十年”再

度上演。当年，美国为应对高通胀收紧货

币政策，导致外债杠杆率过高的墨西哥债

务违约，最终导致一场席卷拉美国家的债

务危机。

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经济学

教授豪尔赫·马奇尼强调，新冠疫情背景

下，许多拉美国家为维持经济发展被迫推

高债务水平，但当前复杂的国际局势和地

缘政治形势为该地区发展增添不确定性。

马奇尼说，拉美经济总体增速较低，

不过目前还未陷入衰退。但该地区国家

发展不均衡，拉美经济前景并不乐观。

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

会此前预测，受新冠疫情、地缘政治冲突

等因素影响，该地区 2022年经济将仅增

长1.8%。

（参与记者：郝云甫、罗婧婧、倪瑞捷、

王钟毅、尹南、张笑然）

（新华社墨西哥城6月25日电）

新华社北京 6月 24日电 （记者

刘开雄）国家外汇管理局 24日发布的

2022年一季度国际收支平衡表显示，

2022年一季度，我国经常账户顺差 889
亿美元，为历史同期最高值，与当季国

内生产总值（GDP）之比为2.1%。

“一季度，我国国际收支保持基本

平衡。”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

言人王春英介绍，一季度，我国货物贸

易进出口保持平稳增长，服务贸易逆差

继续收窄，跨境双向投融资较为活跃。

从数据上看，一季度，我国国际收

支口径货物贸易顺差 1450亿美元，同

比增长 18%。其中，货物出口 8031 亿

美元，同比增长 16%；进口 6582 亿美

元，同比增长 15%。货物贸易顺差、出

口及进口规模均创历史同期最高值。

一季度，我国金融账户资产净增加

1291亿美元，其中储备资产因交易净

增加393亿美元，非储备性质的金融账

户资产净增加898亿美元；金融账户负

债净增加402亿美元。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来华直接投

资同比均保持增长，显示外资在华投资

兴业意愿较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合理

有序。”王春英说。

此外，外汇局当日还公布了 2022
年 3月末我国国际投资头寸状况。数

据显示，2022年 3月末，我国对外资产

92383亿美元，对外负债72943亿美元，

较 2021年末分别下降 0.9%和 0.6%，保

持基本稳定。

王春英表示，相关变动主要受全球

金融资产价格波动、非美货币折算美元

后账面价值变化等非交易因素影响。

“对外负债中，来华直接投资占比最高，

规模保持增长，显示外资对我国长期投

资保持信心。”

新华社长沙6月25日电（记者 温竞

华 刘芳洲）《中国科技人力资源发展研究

报告（2020）》25日在第二十四届中国科协

年会上发布。报告显示，我国科技人力资

源以中青年为主，39岁及以下人群约占四

分之三，年轻化特点和趋势明显。

科技人力资源是指实际从事或有潜

力从事系统性科学和技术知识的产生、

发展、传播和应用活动的人力资源，反

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科技人力的储备水

平和供给能力，其规模和素质是衡量一

个国家综合国力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指

标。

报告显示，不考虑出国留学未归、“专

升本”等因素，截至 2020年底，我国科技

人力资源已达11234.1万人。

报告指出，近十余年来，我国科技人

力资源年龄结构持续保持年轻化。截至

2019年底，在接受过科技领域高等教育的

绝大部分科技人力资源中，39岁及以下的

科技人力资源占比达 73.89%，50 岁及以

上的科技人力资源仅占9.94%。

我国科技人力资源学历层次呈现以

专科为主、本科次之、研究生最少的金字

塔形分布，本科及以上科技人力资源占比

持续提升，学历结构不断优化；女性科技

人力资源增长迅速，占比从 2005年的约

三分之一提升到2019年的约40%，性别比

例更加趋于均衡。

专家认为，未来我国科技人力资源将

继续保持总量增长态势，应不断提升培养

质量、完善激励机制，加快促进科技人力

资源由大转强，为我国培养造就一支规模

宏大、素质优良、结构优化、作用突出的科

技人才队伍，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

和创新高地而努力。

报告由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联

合有关专家学者共同研究完成，系统梳理

了 2005年以来我国科技人力资源的发展

变化特征，研判未来我国科技人力资源发

展趋势，并提出促进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持

续发展的政策建议。

据新华社北京6月24日电（记者 王优

玲）2021年，全国住房公积金各项业务运行

平稳，住房公积金缴存额 29156.87 亿元，

6611.21万人提取住房公积金20316.13亿元。

这是《全国住房公积金 2021 年年度

报告》所披露的信息。根据报告，截至

2021年底，个人住房贷款率84.18%。住房公

积金制度覆盖面进一步扩大，缴存职工结构

更加优化。全年新开户单位79.46万个，新

开户职工2220.51万人。

新开户职工中，城镇私营企业及其他

城镇企业、外商投资企业、民办非企业单

位和其他类型单位缴存职工占比达

76.85%。全年住房公积金实缴单位416.09
万个，实缴职工 16436.09万人。城镇私营

企业及其他城镇企业、外商投资企业、民

办非企业单位和其他类型单位缴存职工

占比持续增长，上述单位缴存职工占当年

全部缴存职工的52.14%。

2019年7月22日，首批25只科创板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科创板正式开市。 □新华社记者 方喆 摄

我国科技人力资源年轻化特点和趋势明显

去年全国6611万人提取
住房公积金逾2万亿元

一季度我国经常账户顺差
创历史同期最高值

美激进财政政策或拖累拉美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