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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中国将为世界经济稳定作出贡献
倡议坚决打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全球阻击战，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防止世界经济陷入衰退
据新华社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26 日晚在北京出席二
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并发
表题为《
携手抗疫 共克时艰》的重要讲话。习
近平强调，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中
国政府、中国人民不畏艰险，始终把人民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摆在第一位，按照坚定信心、
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总要求，坚
持全民动员、联防联控、公开透明，打响了一
场抗击疫情的人民战争。经过艰苦努力，付出

巨大牺牲， 目前中国国内疫情防控形势持
续向好，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但我们仍
然丝毫不能放松警惕。当前，疫情正在全球
蔓延，国际社会最需要的是坚定信心、齐心
协力、团结应对，携手赢得这场人类同重大
传染性疾病的斗争。 中方秉持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 愿向其他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
援助，为世界经济稳定作出贡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书记处书
记王沪宁陪同出席。
习近平首先表示， 在中方最困难的时

候， 国际社会许多成员给予中方真诚帮助和
支持，我们会始终铭记并珍视这份友谊。
习近平指出， 重大传染性疾病是全人类
的敌人。新冠肺炎疫情正在全球蔓延，给人民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带来巨大威胁， 给全球
公共卫生安全带来巨大挑战。 习近平就会议
议题提出 4 点倡议。
第一， 坚决打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全球
阻击战。尽早召开二十国集团卫生部长会议，
加强信息分享，开展药物、疫苗研发、防疫合
作，有效防止疫情跨境传播，携手帮助公共卫

生体系薄弱的发展中国家提高应对能力。 我
建议发起二十国集团抗疫援助倡议， 在世卫
组织支持下加强信息沟通、政策协调、行动配
合。 中方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各国
分享防控有益做法， 开展药物和疫苗联合研
发， 并向出现疫情扩散的国家提供力所能及
的援助。
第二，有效开展国际联防联控。 中方已经
建立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网上知识中心，向所有
国家开放。 要集各国之力，共同合作加快药物、
疫苗、检测等方面科研攻关。 （下转A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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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类信托遭严控 有公司年内计划压降30%
证券时报记者 方妮
在“
去通道控地产”以外，监管部门为信
托业圈定“
逐步压降融资类信托”的新目标。
证券时报·信托百佬汇记者获悉，业内
—压缩
多家信托公司近日收到监管要求——
具有影子银行特征的信托融资业务， 并制
定融资类信托压缩计划。
值得一提的是， 有数位接近银保监会
的消息人士向记者透露， 监管部门已对今
年的压降规模有初步计划：2020 年全行业
压降 1 万亿具有影子银行特征的融资类信
托业务。
据记者了解， 业内已有信托公司制定
了年内压降三成融资类信托的计划。
“
长期看，信托业要逐步压缩融资类信
托业务规模， 推动信托公司培育发展财富
管理信托、服务信托、公益（
慈善）信托等本
源业务。 ”上述消息人士说。

快速增长含隐忧
实际上， 一些业内人士对监管出手管
控融资类信托并不意外。
近年来， 信托通道业务乱象治理取得
显著成效， 通道业务规模压降明显。 但同
时，融资类信托业务又“
按下葫芦浮起瓢”，
出现快速增长， 个别信托公司甚至逆经济
周期激进猛烈扩张，潜藏风险让人忧虑。
主动管理类信托贷款系融资类业务的
主要表现形式，包括工商企业类信托贷款、
房地产信托贷款、政信类信托贷款等。过去
一年中， 融资类信托增长速度甚至高于通
道业务收缩速度。
中国信托业协会官方数据显示，事务管
理类信托在 2019 年呈逐季下降的趋势，四
季度末余额为 10.65 万亿元， 占比 49.30%。
与 2018 年和 2017 年末相比，事务管理类信
托规模分别减少 2.6 万亿元和 5 万亿元，降
幅分别为 19.6%和 31.95%。 同样截至去年四
季度末， 融资类信托规模为 5.83 万亿元，同
比增幅高达 34.17%， 目前占比 26.99%，较
2018 年末上升 7.85 个百分点。
在 2019 年底召开的中国信托业年会
上，银保监会副主席黄洪明确指出，信托公
司现行的融资类业务模式混淆了直接融资
与间接融资的界限；异化了信托计划，产生
了“
刚性兑付”；扰乱了市场氛围，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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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誉风险悖论”， 使投资者教育走向了相
反，最终扰乱了金融市场乃至社会稳定。
一些受访人士也表示， 融资类信托业
务多属于类信贷业务， 具有一定 “
影子银
行”特征，并不能彰显信托制度的优势，在
“
刚性兑付”仍未被实际打破且经济下行的
背景下，容易积累风险。 信托公司近年“
踩
雷”案例，也主要集中在融资类信托业务。
具体来看， 当前融资类业务的风险主
要表现在信托资产的次优性、 信托公司风
控管理的相对粗放性和信托业抗风险能力
的相对薄弱性。 其核心在于信托公司风险

管理能力与业务结构和业务增速不匹配。
“
下一步，各银保监局及信托公司要强化融
资类信托业务风险防范。 ”黄洪当时表示。

各信托公司制定压降计划
证券时报记者获悉， 近日各地银保监
局向辖区信托公司传达 2020 年信托监管
要求，主要包括三点。 其一，继续压降信托
通道业务，按照资管新规过渡期整改要求，
制定年度“
去通道、去嵌套”整改计划；其
二，持续整治影子银行乱象，要坚决清理非

标资金池， 持续压缩具有影子银行特征的信
托融资业务， 制定融资类信托压缩计划；其
三，继续大力加强房地产信托业务管控，原则
上 2020 年各信托公司房地产信托资产余额
不得高于 2019 年末存量规模。
“
‘
去通道、控地产’是一直以来的监管要
求，2020 年以来并未放松。 目前业界尤其关
注的是监管对于融资类信托的压降措施。 ”南
方一家信托公司业务部门负责人称， 由于事
务管理类融资类信托已在通道业务中得到压
缩， 故融资类信托压缩计划主要指主动管理
类融资类信托。
（下转A4版）

寒武纪上市“光速” 推进 科技股迎来信心暖流
司传出接受上市辅导， 拟登陆科创板。 3 月
26 日，上交所公告显示寒武纪的科创板上市
申请已获受理。 如能顺利登陆科创板，不仅

准二。 再一次，科创板以相对灵活的上市制度

是寒武纪发展历程的大事，也将为人工智能

设计，为科技企业募资壮大创造了机遇。

产业等科技创新发展注入强心剂。

证券时报记者 阮润生

司也提示了相关风险；此次上市，公司就沿用
预计市场估值不低于 15 亿元的科创板上市标

提振 A 股芯片板块，推动估值洗牌，为科技板
块注入信心暖流。
当前，在 全 球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笼 罩 下 ，A 股
科技板块经历震荡调整， 出现明显 下 调 。 但

寒武纪所在的人工智能芯片行业，面临着

是，有着“聪明资金”之称的北上资金对芯 片 、

从本次披露招股书看， 寒武纪拟发行

消费电子终端市场应用机遇，对人工智能芯片

计算机等细分板块的科技股龙头偏 好 并 未 出

不超过 4010 万股 股 份 ， 融 资 28.01 亿 元 ，
募 集 资 金 将 用 于 新 一 代 云 端 训 练 芯 片 、云

有着持续需求，急需资本力量的助力，推动一

现根本性逆转，反而在跌势中逆势加仓。 随着

批龙头公司成长壮大。 但相比而言，中国的科

端推理芯片、 边缘端人工智能芯片以及各

研投入仍显不足，与资本市场合力共振效应有

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被 列 为 “新
基建”的重要组成部分，人工智能等科 技 公 司

自系统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披露其

限。 据统计，过去十年美国半导体产业在研发

背后投资机遇值得长期关注。

股东结构以国内资本为主， 不仅有中科院
这样的科研院校，也有科大讯飞及联想、阿

方面投入 3120 亿美元，仅 2018 年就投入 390
亿美元，几乎是其他国家半导体研发投入总额

里创投等知名投资机构。

的两倍，其中就离不开资本市场的支持。

作为国内人工智能芯片领域代表之一，寒

值得注意的是，寒武纪收入规模近三年

随着寒武纪等人工智能公司计划登陆资

武纪的上市进程可谓“光速”推进。 2 月 29 日公

来迅速扩大 50 多倍，但净利润仍处亏损，公

本市场，科创板不仅将增添科技悍将，也有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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