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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民营企业发展面临不
少困难和挑战，引发舆论关注。

我国实行的是公有制为主
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
基本经济制度。党中央历来强
调，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
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
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为民
营经济发展营造更好的环境，是
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题中应
有之义。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
刘尚希说，要正确看待当前民营
经济遇到的困难，这些困难是多
种因素造成的，与我国整体经济

发展态势是一致的。
“在当前内外压力大的形势

下，把民营企业遇到的困难视为
政策有变，这种担心没有必要。”
刘尚希说。

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
研究院副院长毕吉耀说，改革开
放以来，尽管民营企业发展遇到
过不少困难，各种争论也不断涌
现，但民营经济发展壮大仍是主
流，目前贡献了我国60%的GDP
总量、80%的城镇就业岗位以及
超过一半的税收。

“毋庸置疑的是，我国坚持
‘两个毫不动摇’的大方向从未

改变。”毕吉耀说。
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创新

重点领域融资机制、保护产权、
激发企业家精神……国家发展
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市场与
价格研究所所长臧跃茹列举了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出台的一
系列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没
有民营经济的支撑，是不可想象
的。”臧跃茹说，当前民营企业面
临的一些困难与复杂的国际国
内形势有关，是一系列因素交织
的结果，是所有企业共同面临的
挑战。

青年报记者 吴缵超

本报讯 保险资管产品注册
规模大增，助力实体经济，根据
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披露
的数据显示，2018年8月，17家
保险资产管理公司注册债权投
资计划和股权投资计划共 26
项 ，合 计 注 册 规 模 667.75 亿
元。相较 2018 年前七个月，8
月保险资管产品在注册规模上
有很大上涨，今年1-7月，保险
资 管 产 品 注 册 规 模 分 别 为
492.30亿元、259.90亿元、265.50
亿元、33.00亿元、170.80亿元、
168.30 亿元、190.20 亿元，而 8
月上涨到667.75亿元。

市场分析人士认为，保险资
管对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增
长迅速，具体来看，8月基础设
施债权投资计划17项，注册规
模共528.25亿元，而7月基础设
施债权投资计划7项，注册规模
共141.50亿元，8月份的注册规
模上涨了273.32%。

据了解，以债权、股权等为
主的另类投资，是保险资金支持

实体经济的直接体现。中国保
险资产管理业协会最新统计数
据显示，截至2018年8月末，保
险机构发起设立债权、股权投
资计划合计备案（注册）规模达
2.30 万亿元，这些资金覆盖了

“一带一路”建设、长江经济带、
京津冀协同发展、棚户区改造
等国家重大战略规划。具体来
看，到2018年8月底，保险资金
以债权、股权计划形式，支持

“ 一 带 一 路 ”建 设 规 模 达
9907.15亿元，重点行业主要包
括交通和能源。

与此同时，保险资金以债权
计划形式支持长江经济带发展，
资金规模达4405.27亿元，保险
资金以债权计划形式支持棚户
区改造规模达1539.16亿元，支
持 京 津 冀 协 同 发 展 规 模 达
1887.29亿元。

此外，截至今年8月底，保
险资金实体项目投资中涉及绿
色产业债权投资计划规模达
7053.25亿元，项目涵盖清洁交
通、清洁能源、资源节约与循环
利用、污染防治等多个领域。

青年报记者 吴缵超

本报讯 中国信托登记有限
公司启动并加快推进信托受益权
信息定期报送工作，中国信托登
记有限公司称，为了确保信托受
益权信息定期报送期间网络通路
的有效性和完备性，提高正式报
送后数据准确性，将于国庆节后
启动与全国各信托公司信托受益
权信息定期报送联调测试。

据了解，启动信托受益权
信息定期报送，主要为获取更
为准确的受益权信息，为下一
步查询等业务开展提供依据，
真正解决信托受益权信息的数
据来源及准确性等问题，有助

于更好发挥中国信登信托登记
信息披露平台及行业监管监测
平台的作用，更好满足监管机
构对信托登记要素统计监测的
需要，全面实现受益权信息的
集中备份、统计汇总功能，有助
于更准确、及时地识别和防范
化解行业风险。

联调测试主要检验全国各
信托公司信托受益权信息正式
报送期间将要使用的网络通路
的性能和效率，通过测试系统对
信托受益权报送信息与信托登
记系统之间的勾稽校验规则进
行核验，协助各信托公司理清勾
稽关系和校验逻辑，提高正式报
送时的一次性成功率。

银保监会副主席黄洪10日
在深圳表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
寿险业获得极大发展，2017年
成为世界第二大寿险市场，中国
平安和中国人寿两家公司进入
世界保险公司前十强。

黄洪在此间举行的2018中

国寿险业十月前海峰会上说，
2017年以来，寿险业加速回归
保障本源，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
力明显增强，去年为全社会提供
风险保障1118万亿元，城乡居
民大病保险覆盖10.6亿居民。

据新华社电

专家建言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应坚持“两个毫不动摇”

提高政策稳定性 让民企安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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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保险业出现负增长？
银保监会：增速下降是主动调整

保险资管规模大增
助力实体经济

信托受益权信息定期报送
已启动加快推进工作

银保监会：
我国已成世界第二大寿险市场

国家发展改革委宏
观经济研究院近日举行
的“民营经济发展座谈
会”上，多位专家表示，
当前应理性看待民营企
业发展困境，坚持“两个
毫不动摇”，将中央各项
政策落到实处，为民营
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的法
治环境和营商环境，引
导非公有制经济继续发
展壮大。

在专家们看来，当前民营经
济遭遇的困难，与我国经济处于
转型升级进程相关，加上民营企
业更多处在产业链中下游且多是
中小企业，转型的痛感更明显。

臧跃茹说，民营经济面临的
困境有内因也有外因，其中有些
问题是短期内必须要克服的，不
仅是民企还是国企都要面对。

“我国经济推进质量变革、
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不仅要靠
国有经济，还要通过竞争鼓励多
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臧跃
茹说，民营企业以中小企业居
多，具有“船小好掉头”的优势，
应坚定发展信心，抓住转型契机
苦练内功，提高创新能力，在未
来展现更多活力和更强韧性。

“在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进程中，民营经济扮演着不可或
缺的角色，要把短期阵痛化为成
长动力。”毕吉耀说，相信在一系
列政策推动下，在不断优化的发
展环境下，民营企业通过自身努
力一定会攻坚克难，在激烈的市
场竞争中更加发展壮大，迎来大
发展的新时代。 据新华社电

鼓励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关
键要为民营企业营造良好的法
治环境和营商环境。

专家表示，企业稳预期，关
键是相关政策要更精准，执行要
更有力，要提高政策稳定性，给
市场传递正面信号，让企业安心
发展。

“当前民营企业发展面临的
最大困难是融资问题。”刘尚希
建议，应加快金融改革，既要有
效防风险，也要“一碗水端平”，
促进不同所有制经济发展。“民
营企业以中小企业居多，金融血
脉不畅，企业发展就难。”

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
研究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郭春

丽说，融资问题是世界中小企业
面临的共同难题，中央一直高度
重视。除了短期通过发展普惠
金融、支持融资担保服务等举措
保持流动性，长期还应采取标本
兼治的思路改善企业融资环境，
包括加快发展民营银行、多层次
资本市场等。

“政策稳，企业才能预期稳、
信心足。”针对民营企业关注的
负担重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
心企业研究所所长马骏建议，一
方面应通过降低增值税税率等
举措进一步为制造业减负，另一
方面在政策调整时应设立一定
过渡期或适应期，提高政策稳定
性和透明度。

中央各项扶持政策，唯有落
到实处企业才能切身有感。专
家们建议，应加大力度破除阻碍
民营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桎梏，
为民营企业创造更加公平、更加
有效的市场环境。

“从体制机制方面看，确实
还存在造成‘玻璃门’‘弹簧门’

‘旋转门’等的制度障碍，在市场
准入方面对民营企业也仍有一
些限制。”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
经济研究院经济体制与管理研
究所所长银温泉说，下一步关键
要让改革举措有效落地，要进一
步深化放管服改革，更好发挥市
场作用，为民营企业打造更便
利、更优化的营商环境。

“民营企业要把短期阵痛化为成长动力”

“政策稳，企业才能预期稳、信心足”

“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大方向从未改变”

融资问题是世界中小企业面临的共同难题。 新华社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