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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未来还有
更多措施。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
会议就明确提出，进一步加大工作
力度，确保小微企业融资规模增加、
成本下降，促进就业扩大和新动能
成长。其中，工农中建交 5家国有
大型商业银行要带头，确保今年小
微企业贷款余额增长 30%以上、小
微企业信贷综合融资成本在去年基
础上再降低1个百分点。

赵锡军认为，大银行要加快管
理创新包括产品创新等，在风险定
价、人力储备和考核激励机制等安
排上与当前要求相适应。就降低小
微企业融资成本而言，银行还应抓
紧建立利润转移机制，让利给小微
企业。

“从货币政策角度来看，稳健的
货币政策要适时适度实施逆周期调
节，根据形势变化及时预调微调，灵

活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包括定向降
准、定向中期借贷便利、再贷款、再
贴现等，创新货币政策工具和机制，
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
时，货币政策与其他政策要加强协
调配合，发挥合力。”赵锡军说。

央行报告指出，积极财政政策
和稳健货币政策逐步发力，金融
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信用收缩
明显缓解，大规模减税降费等政策
效果逐步显现。目前，货币政策应
对空间充足，货币政策工具箱丰
富，有能力应对各种内外部不确定
性。

“下一阶段，人民银行、银保监
会将会同相关部门，采取有力措施，
发挥好各部门政策合力，共同促进
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中国人民
银行副行长刘国强表示。

（来源：人民网）

超万亿资金“浇灌”实体经济
养老待遇提升再迎密集利

好释放。记者获悉，2019年地
方养老金上调细则正在加紧赶
制中，最晚将于 5月 31日前出
齐调待方案，报批后实施。除
了退休人员养老金上调之外，
截至目前，至少有20省份将同
步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标
准。与此同时，在城乡居民养
老金正常调整机制陆续启动之
际，有关部门还在抓紧研究建
立兼顾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
休人员的基本养老金合理调整
机制。

记者了解到，随着社保降
费 5月正式落地，今年超 3000
亿的社保减负也将助力养老保
险参保人员再扩容。去年5月
1日起实施的税延养老险试点
已经满周年，试点经验正在总
结，政策框架或加快完善，有望
适时转常规，届时养老金待遇
水平提升将获更多保障。

今年退休人员养老金将上
涨 5%左右。这是自 2005年以
来连续第 15年调整企业退休
人员基本养老金，也是连续第
4年同步安排适当提高企业和
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养老金
水平。据了解，各地最晚将在
5月 31日前，制定地方养老金
具体调整方案，经审批后尽快
实施。

距离 5月底进入倒计时，
地方养老金上调细则正在赶
制，江西、江苏明确表示，正在
抓紧研究拟定退休人员养老金
调整方案。上海表示，对企业
养老金的增发在5月18日前完
成；对机关事业单位的退休人
员预计将在6月20日前发放到
位。江西7月底前将调增的基
本养老金发放到广大退休人员
手中。

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上调
方案也在密集出炉。据不完全
统计，截至目前，今年已有至少
20省将上调城乡居民基础养
老金。广东省人社厅日前表
示，广东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
险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从每人
每月 148元提高到 170元，从 5
月起按新标准发放，并补发 1
至 4月调整提高的差额部分。
不少地方提出，对65周岁及以
上参保城乡老年居民予以适当
倾斜。对长期缴费、超过最低
缴费年限的，适当加发年限基
础养老金。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
所副研究员关博对《经济参考
报》记者表示，居民养老金待遇
调整将成为今年调待政策亮
点，通过健全待遇正常调整机
制，将稳定参保居民待遇预期，
提高参保缴费吸引力，优化制
度结构。据了解，除了城乡居
民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外，有
关部门还在抓紧研究建立兼顾
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
的基本养老金合理调整机制。

值得一提的是，社保降费
红利的释放也将助力参保人员

持续扩容。人社部 20日发布
的公告显示，30省将企业和机
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单位
缴费比例统一降至16%。中国
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执行
研究员张盈华对《经济参考报》
记者表示，城镇就业人员中还
有30%没有参加城镇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主要是灵活就业群
体，调低费基有利于提高参保
率。

基本养老保险之外，个人
养老金改革也有望取得新突
破。自2018年5月1日起在上
海市、福建省、苏州工业园三地
实施税延养老保险试点，试点
期限暂定一年。目前试点已满
周年。根据试点政策，试点结
束后将有序扩大参与的金融机
构和产品范围，将公募基金纳
入个人商业养老金融账户投资
范围。

张盈华认为，税优递延商
业养老保险向所有金融工具放
开应该越早越好、越广越好，让
消费者（参与人）有充分选择。

“商业养老保险重在长期保障，
基金和理财等金融工具强调投
资收益。只要税优的资金‘锁
定’在账户里，投资什么、如何
投资、由谁管理，应由消费者理
性选择，政府负责监管好市场
行为。”

多位保险机构相关负责人
及专家也对《经济参考报》记者
表示，税延养老险试点以来未
见阻碍全国推广的因素，税延
养老险制度有望适时由试点转
向常规化开展。

银保监会提供的案例显
示，假设一位参保人员从30岁
开始购买税延养老保险，每个
月拿出1000元投保，产品保证
收益率为3.5%，等到60岁退休
时，总共缴纳保费 36万元，但
账户价值变成了 61.8万元（复
利计算），通过精算，一个月可
以领到2746元。

有权威专家表示，如果在
基础养老金基础上，再额外领
取2000多块钱的养老金，生活
质量能够有较好保障，同时，个
税递延养老制度试点转常规如
能启动，标志着我国个人养老
金制度真正实现落地，对于提
高养老金待遇水平以及促进资
本市场发展都是重大利好。

不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
心金融研究所保险研究室副主
任朱俊生也对《经济参考报》
记者表示，税延养老保险发展
的政策框架仍待完善，包括明
确发展定位、调整养老金体系
结构、优化税收优惠政策、提
升供给效率、扩大试点范围以
及参与的金融机构和产品范围
等。随着税延养老保险的推
广，将进一步缓解基本养老保
险的可持续压力以及弥补企业
年金发展的不足，对于完善多
层次的养老金体系具有重要意
义。

（来源：经济参考报）

5月 17日，财政部发布数据显
示，今年前 4个月，全国发行地方政
府债券16333亿元。《证券日报》记者
根据东方财富 choice数据统计，截至
5月17日，今年以来地方债发行规模
达17722.04亿元。

近日，财政部发布的《关于做
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
指出，地方财政部门应当根据资金
需求、地方债券到期情况、债券市
场状况等因素，统筹资金需求与库
款充裕程度，科学设计债券发行计
划；各地应当合理把握发行节奏，
切实加快债券发行进度，2019年 6
月底前完成提前下达新增债券额度
的发行，争取在9月底前完成全年新
增债券发行。

财政部数据显示，4月份，全国
发行地方政府债券 2267亿元。其
中，发行一般债券1322亿元，发行专
项债券 945亿元；按用途划分，发行
新增债券 1093亿元（包括新增一般
债券 456亿元、新增专项债券 637亿
元），发行置换债券和再融资债券（用
于偿还部分到期地方政府债券本金，

下同）1174亿元。
数据显示，1月份至4月份，全国

发行地方政府债券 16333亿元。其
中，发行一般债券8216亿元，发行专
项债券8117亿元；按用途划分，发行
新增债券12940亿元（包括新增一般
债券 5643亿元、新增专项债券 7297
亿元），发行置换债券和再融资债券
3393亿元。

“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促进有效
投资。”财政部部长刘昆近日在《求
是》上发文表示，地方政府新增债券
加快发行，各地将资金及时用于补短
板、增后劲的重点项目上，能有效稳
定投资。今年安排中央基建投资
5776亿元，将进一步优化投资方向
和结构，支持交通、水利、能源、生态
环保、农业农村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

节建设，提升信息网络、现代物流等
基础设施支撑能力，实施提高自然灾
害防治能力若干重点工程，推进川藏
铁路规划建设。

财政部数据显示，1至4月份，地
方政府债券平均发行期限 7.8年，其
中一般债券8.6年、专项债券7年；平
均发行利率 3.39%，其中一般债券
3.42%、专项债券3.35%。

数据还显示，2019年全国地方
政府债务限额为 240774.3亿元。其
中，一般债务限额133089.22亿元，专
项债务限额107685.08亿元。

截至2019年4月末，全国地方政
府债务余额 196794亿元，控制在全
国人大批准的限额之内。其中，一般
债务115742亿元，专项债务81052亿
元；政府债券193643亿元，非政府债
券形式存量政府债务3151亿元。此
外，地方政府债券剩余平均年限 4.5
年，其中一般债券 4.4年、专项债券
4.6年；平均利率 3.51%，其中一般债
券3.51%、专项债券3.52%。

（来源：证券日报）

养老待遇提升
再迎密集利好释放

政策框架或加快完善对中小银行实行较低存款准备
金率，释放长期资金约 2800亿元；
开展两次定向中期借贷便利操作，
金额分别为2575亿元和2674亿元；
扩大普惠金融定向降准优惠政策覆
盖面，净释放长期资金约2500亿元
……业内人士指出，今年以来，中国
人民银行综合运用定向降准、定向

中期借贷便利等多种货币政策工
具，持续释放资金，引导金融机构加
大对民营和小微企业的贷款支持力
度，效果逐步显现。未来，中国依旧
不会搞“大水漫灌”，将进一步发挥
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精准滴灌的作
用，让金融活水流向实体经济。

5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关于
下调服务县域的农村商业银行人民
币存款准备金率的通知》正式发
布。根据通知，此次存款准备金率
调整将于 5月 15日、6月 17日和 7
月15日分三次实施到位。

央行有关负责人介绍，此次实
行较低存款准备金率的对象是聚焦
当地、服务县域的中小银行，约有
1000家服务县域的农村商业银行
可以享受该优惠政策，将释放长期
资金约2800亿元，并全部用于发放
民营和小微企业贷款。

“这一政策很有针对性，相当于
一次定向降准，将明显增强服务县
域中小银行的资金实力，促进其降
低融资成本，提高其支持民营和小

微企业发展的积极性。”中国人民大
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在接
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业内人士指出，一般来说，服务
县域的金融机构必然具有普惠性
质。目前中国的农村商业银行绝大
多数是服务县域的中小金融机构，
主要是扎根基层，服务普惠金融。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认
为，此次定向降准等于给市场一个
信号，优惠存款准备金率的政策框
架已经开始，未来还会持续推进。
对于按照政策方向加大落实力度的
银行，未来可能享有更大力度的流
动性支持。尤其是通过降准，增加
中小银行中长期可用资金，提升服
务民营和小微企业的水平。

赵锡军指出，今年以来，稳健的
货币政策保持松紧适度，重视优化
结构、精准滴灌，超万亿元资金的释
放，不仅稳定了市场预期和信心，而
且实实在在地加大了对实体经济的
金融支持。

央行 2019年第一季度企业家
问卷调查显示，企业家信心指数环
比上升；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显示，居
民就业预期指数为 53.7%，环比上
升0.4个百分点，保持在相对高位。

近日，央行发布的2019年第一
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显示，
随着前期有针对性的货币政策逆周
期调节效果逐步显现，政策传导改
善，加之信贷需求有所好转，贷款保
持较快增长。

数据显示，第一季度，普惠小微
贷款新增5529亿元，同比多增2900
亿元，3月末余额增速为 19.1%，较
上年末提高3.9个百分点，高出全部

贷款增速5.4个百分点。
总量增、速度升的同时，贷款的

覆盖面稳步扩大。3月末普惠小微
贷款支持小微经营主体2281万户，
其中一季度增加 142万户，同比多
增108万户。

央行报告指出，中国人民银行
积极运用信贷政策支持再贷款、再
贴现和抵押补充贷款等工具，引导
金融机构加大对小微和民营企业、

“三农”、扶贫以及棚改、水利等国民
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
度。在全国范围继续推进信贷资产
质押和央行内部评级试点，有效解
决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借用再贷款合
格抵押品不足问题。3月末，全国
支农再贷款余额为2586亿元，支小
再贷款余额为2253亿元，扶贫再贷
款余额为1679亿元，再贴现余额为
3858亿元。

千家农商行享优惠政策

企业家信心进一步提升

货币政策应对空间充足

地方债发行提速 年内发行规模逾1.7万亿元

全国 31省份 2019年 4月 CPI数
据相继出炉，“蒜你狠”“车厘子自由”
等热议话题近期也重回大众视野，在
菜价、水果价的强势围攻下，各省
CPI又有何表现？

2019年4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同比上涨 2.5%，继续处于“2时代”。
食品中，鲜菜价格仍处于高位，同比
上涨 17.4%，影响CPI上涨约 0.43%；
猪肉价格上涨 14.4%，涨幅比上月扩
大 9.3%，影响 CPI上涨约 0.31%；去
年秋季北方水果欠收，今年存量不
足，鲜果价格上涨11.9%，影响CPI上
涨约0.22%。

从全国 31省份看，4月 16省份
CPI同比涨幅超全国，涨幅最高的为
天津、河北与安徽，达 2.9%；湖南与
全国CPI涨幅持平，同比涨 2.5%；北
京、新疆涨幅较小，为1.6%。

分类别看，鲜果类同比涨幅超全
国的有 13省份，安徽涨幅达 30.9%，
上涨最多；仅宁夏鲜果上涨幅度超
20%，为20.4%；上涨超10%的省份有
18个，数量较多；青海涨 1.9%，幅度
较小。

继“蒜你狠”“车厘子自由”后，
“水果自由”近期也在网上刷屏，引发
热烈讨论。事实上，春节过后，有关
水果涨价的消息便不绝于耳。更有
报道称，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的水果
价格总体比去年同期上涨78%。

梳理农业农村部网站数据发现，
在其重点监测的5种水果中，富士苹
果的价格已连续9周上涨，截至五月
中旬，富士苹果价格为 10.33 元/公
斤，同比涨 60.7%。此外，西瓜价格
同比也一直呈上升态势，截至五月中
旬，西瓜价格为4.86元/公斤，同比涨

29.7%。
值得注意的是，水果零售价方面

同样“涨声一片”。湖南省商务厅数
据显示，5月15日-21日，时令水果上
市量减少，产地进购价格上涨，水果
零售均价上扬。重点监测的 6种水
果零售价格 3涨 3降，整体零售均价
环比上涨 0.28%。其中，葡萄、苹果、
梨价格分别上涨 1.01%、0.52%、
0.2%。

水果批发市场价格上涨 1.7%，
超市价格上涨 3.7%。当前市场水果
品种丰富，其他产区的樱桃、枇杷、哈
密瓜、西瓜等，由于外地调运成本堆
叠、早市尝鲜量少且价高，因此水果
均价上涨。

“水果自由”真的难实现吗？对
此，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刘爱华 5
月15日回应称，从鲜菜、鲜果价格来

看，这两个品种明显受到极端天气季
节性因素的影响，这些季节性的短期
冲击不具有持续性，鲜菜鲜果价格的
上涨不会持续在一个高位。

而对于刷屏的“车厘子自由”难
实现、失去普通“水果自由”的担忧，
有机构认为是不必要的焦虑，水果价
格高低由市场供需决定，价格上涨是
短期现象，随着市场的调节，水果涨
价潮或将结束。

对于二季度CPI走势，刘爱华指
出，不管是从食品还是从工业消费
品、服务来看，未来 CPI不会出现大
幅上涨的局面，物价平稳有坚实的基
础。光大证券认为，CPI同比涨幅预
计分别在二季度和今年全年有望达
到 2.6%至 2.7%的高点，全年中枢或
在2.3%，为近5年以来最高水平。

（来源：中新经纬）

4月16省份CPI涨幅超全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