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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市场规模突破百万亿元

债券市场规模突破百万亿元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 8
月末，中国债券市场存量规模达 112 万亿元
人民币。
作为直接融资的渠道之一，债券融资
规模的增长为实体经济提供更多资金支
持。在这背后，是我国债券市场种类更趋
齐全，结构更加合理，多个品种债券发力增
长。
“过去我国债券市场以国债和金融债
为主，现在企业债、公司债、短期融资券、中
期票据、城投债、地方政府债、地方专项债
等一起发力，均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既能
满足不同的融资主体融资，也能满足不同
偏好的投资主体。”国际金融问题专家赵庆
明说。
以 8 月末数据为例，公司信用类债券托
管余额为 25.4 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券托管

余额为 24.8 万亿元，均超过国债 18.2 万亿
元的托管余额。
在规模扩大和品种丰富的同时，债券
市场风险管理机制和工具也不断健全。
“近
年来，我国债券衍生品从无到有，能够满足
债券市场投资主体的风险管理需求。在银
行间市场推出信用风险缓释工具，在交易
所市场推出国债期货，均是对债券现货市
场的补充，是债券市场必备的市场风险管
理工具。”
赵庆明指出。
此外，在我国债券市场，市场化、法治
化债券违约处置机制正在加快完善，银行
间债券市场与交易所债券市场相关基础设
施机构也正在开展互联互通合作。

债券市场发力支持实体经济
近日，随着安徽省 2020 年最后一批新
增专项债券发行完毕，全年用于支持淮河
行蓄洪区安全建设项目的专项债券资金已
达 46 亿元。
2020 年，地方政府新增专项债券计划
为 3.75 万亿元，比去年增加 1.6 万亿元。财
政部数据显示，1-8 月，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已发行 31883 亿元。债券资金支出进度加
快，截至 7 月底已支出 2 万亿元，主要用于
补短板重大建设。

“债券市场属于直接融资，相对于间接
融资，往往能给融资人节约融资成本，从整
个社会角度，也更容易分散风险。”赵庆明
指出。
政策层面也着力引导债券利率下行，
为市场主体减负。据人民银行统计，今年
前 7 个月，债券利率下行为债券发行人减负
达 790 亿元。
针对不同种类债券的特点，相关制度
安排不断细化。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
会副秘书长曹媛媛日前表示，要让中小微
企业，特别是中小微民营企业能够利用债
券渠道融资，必须要有一些特殊安排。今
年银行间市场对民企债券融资支持工具进
行了进一步完善，通过直接投资债券、创设
信用风险缓释凭证、担保增信等方式支持
民营企业发债融资。
国债发行和资金下达也更趋高效。今
年设立的 1 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6 月中旬
以来在约一个半月时间内即完成发行。通
过特殊转移支付机制，抗疫特别国债资金 7
月初已在多个省份快速下达到市县。

国际投资者踊跃配置中国资产
近年来，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我国
债券市场对外开放稳步推进，对国际投资

者的吸引力不断增强。
记者从人民银行了解到，今年以来，境
外机构持续增持我国债券，月均交易量超
7500 亿元，月均净买入量超 1200 亿元，目前
境外机构持债总规模超过 2.9 万亿元。
我国债券市场对国际投资者吸引力日
益增强，究其原因，一方面，随着人民币国
际化和我国债券市场对外开放，国际投资
者投资我国债券变得更加便利；另一方面，
我国债券的收益率相对来说更具有吸引
力，债券违约风险较低。
2019 年，
中国债券已纳入彭博巴克莱全
球综合指数和摩根大通旗舰指数。近期，
富
时世界国债指数也明确了将中国债券纳入
的时间表。中国债券“集齐”全球三大债券
指数，
反映了国际投资者对于中国经济长期
健康发展、
金融持续扩大开放的信心。
“国际投资者加大投资我国债券市场，
有助于我国金融领域以开放促改革，进一
步促进和提高人民币国际化和人民币国际
地位，还有助于降低我国融资成本和实现
金融市场更加健康发展，国际投资者也将
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
赵庆明指出。
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
积极完善各项政策与制度，进一步提高中
国债券市场对外开放水平，为境内外投资
者提供更加友好、便利的投资环境。

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迎来秋后首场降雪
新华社哈尔滨 10 月 11 日电 记者从黑龙江省大兴
安岭地区多地获悉，11 日，漠河市、呼中区等地迎来了
今年入秋后的首场降雪。虽然大兴安岭地区的降雪时
间比国内许多地方要早，但是相比去年还是迟了些。
连日来，
漠河市气温持续走低，
最低温度在零下 5 摄
氏度左右徘徊。11 日一早，
漠河市迎来入秋后的首场降
雪，相比去年，首场雪足足“迟到”了 26 天。雪花飘飘洒
洒从天而降，
整个漠河市都笼罩在白色的雪幕中，
行人们
换上了厚厚的冬装，
私家车也纷纷换上了雪地胎。
11 日凌晨，有着“中国最冷小镇”之称的大兴安岭
地区呼中区降下了秋后的首场降雪。早上醒来，呼中区
的居民们就发现，群山被白雪覆盖，大地一片银白，前两
天还浓郁的秋景，变成了银装素裹的世界。据呼中区气
象局监测，到 11 日上午 8 时，降雪量达到 8 毫米，部分地
区积雪厚度接近 6 厘米。
降雪导致道路湿滑结冰，能见度降低，为确保行车
安全，漠河市交通警察大队组织警力上路疏导交通，并
通过微信平台等发布路况信息。路政、环卫等部门也及
时针对降雪调整工作方案，保障降雪天气下林区百姓正
常生产生活。

商务信息
临平洁士家政（搬家、保洁、拆装空调 保姆中介）
地址：临平超峰东路 145 号（都市之音北门）
电话：86239964 89177707

大山装饰
本公司专业从事室内外装饰装修二十余年，因
为专业，所以专注。
“精工细作、追求完美是本公司的
目标。因工作和业务拓展需调整部分岗位，现公司
向社会招纳英才，招聘优秀家装设计师三名，男女不
限，待遇从优，现开始报名。欢迎优秀人才加入。

联系电话：0571-89187789 沈小姐

征询异议公告

兹有倪均声、朱秋琴坐落余杭区余杭镇马家
弄 38 号房屋一间，建筑面积 34.57 平方米，系经具
结（落实私房改造）取得。该房于 2004 年 11 月 2
日由杭州余杭通城房地开发有限公司拆迁后产权
调换至杭州市余杭区余杭街道通济商贸中心 1 幢
3 单元 1803 室，建筑面积 165.24 平方米。后倪均
声、朱秋琴过世，根据公证书（2020）浙杭禹证民字
第 3381 号，由其儿子倪梦强一人继承。现产权人
倪梦强就坐落于杭州市余杭区余杭街道通济商贸

中心 1 幢 3 单元 1803 室的不动产申请办理转移登
记（安置房产权）。对上述情况有异议者，请在公
告次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向余杭区不动产登记服
务中心余杭分中心提出书面异议材料(联系地址：
文一西路 1500 号未来科技城行政服务中心，联系
电话：0571-88607316）。公告期满无异议或异议
不成立的，
我局将按规定予以办理不动产登记。
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余杭分局
2020 年 10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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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网络信息安全
科技创新发展联盟成立

国际投资者踊跃配置中国资产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1 日电 债券市场是
直接融资的重要渠道之一。今年我国债券
市场存量规模已突破 100 万亿元，较“十三
五”之初增长一倍多。我国债券市场已经
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债券市场，对实体经
济的支持能力明显增强，并吸引更多国际
投资者踊跃配置。

轲

中国网络信息安全科技创新发展联盟
10 日在京成立，通过联合国内一流的网络
信息安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网络信息
安全企业、国资国企等单位，打造优势互
补、融合创新的“产学研资用”协作化集群，
助力产业发展。
中国网络信息安全科技创新发展联盟
是在国务院国资委指导下，
中国电科与公安
部第一研究所、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
工业互联网研究院、
中国科学院信息工程研
究所、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移动、中国
信科、
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
电子科技大学等
机构牵头，联合相关领域的中央企业、地方
国企、知名民企、科研院所及高等院校等单
位共同发起成立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
根据联盟章程，联盟将以“凝聚各方力
量、激发生态活力、服务国家安全”为宗旨，
吸收各方优势资源力量，打造网络信息安
全科技创新发展促进新平台，在更高目标、
更大范围、更深层次谋划和促进网络信息
安全要素自由流转和各方能力交流融合，
形成开放、协同、创新、活力的生态集群。

科研人员实现
单个超冷分子的相干合成

中外科研人员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
在实验室中利用微波将一对超冷异核原子
相干合成为单个超冷分子，在国际上首次
实现单个分子的相干合成。
这一成果实现了对原子之间核间距自
由度的相干控制，开启了原子-分子体系所
有自由度全面相干操控的研究大门。国际
学术期刊《科学》杂志 9 月 25 日在线发表了
相关研究成果。
这一研究由中国科学院精密测量科学
与技术创新研究院、
维也纳工业大学、
北京计
算科学研究中心、
清华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巴黎萨克雷大学等国内外机构的科研人员
共同完成。论文通讯作者为中科院精密测
量研究院副研究员何晓东、
研究员詹明生。
据詹明生介绍，他们在研究中首创了
一种单分子相干合成方法，即所谓的原子
自旋与相对运动波函数耦合的新机制。他
们利用微波而非激光在光阱中实现了单个
分子的相干合成。相比于通常的光缔合方
法，他们首创的方法避免了光缔合过程存
在的退相干缺陷，是一种纯净的分子态操
控方法，
具有优越的相干性。
通过人为调整微波强度，他们还实现
了两个原子量子体系中原子态与分子态的
可控相干叠加。
詹明生说，超冷分子有着比超冷原子
更丰富的内部能级，因而被视为一种非常
重要的量子资源，可被用于超冷化学、凝聚
态体系的量子模拟、检验基本物理学的精
确测量、量子信息处理等诸多前沿科学研
究中。
（以上均据新华社）

通 告
为有效利用公共资源，提高城区停车泊位利
用率和道路通行能力，缓解广大市民停车难问题，
自 2020 年 10 月 13 日起，逐步对南苑街道部分路
段道路泊位启动停车收费管理工作，实行计时收
费，涉及路段如下：藕花洲大街、车站路、叠华路、
南兴路、红丰南路、万兴街、新颜南路、菜市路、爱
民路、逸仙路、龙兴街、政法街、新城路、映荷街、人
民广场东北角，收费标准参照余杭区公共道路停
车收费标准，具体包月事宜请关注“余杭停车”公
众号及道路周边告示牌。
杭州余杭钱江停车管理有限公司
2020 年 10 月 12 日

征询异议公告

征询异议公告

经审核，我局拟对下列不动产办理转移（赠
与）登记，现予以公告。如有异议，请在公告次日
起 15 个工作日内将异议书面材料及相关证明材
料提交我局(联系地址：文一西路 1500 号未来科
技城行政服务中心，联系电话：0571-88607316）
逾期无人提出异议或者异议不成立的，我局将依
法予以登记。
赠与人：
仓利基、朱莉莉
受赠人：
涂秀梅
不动产坐落：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映月台
公寓 55 幢 5 单元 301 室
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余杭分局
2020 年 10 月 12 日

经审核，我局拟对下列不动产办理转移（赠
与）登记，现予以公告。如有异议，请在公告次日
起 15 个工作日内将异议书面材料及相关证明材
料提交我局(联系地址：文一西路 1500 号未来科
技 城 行 政 服 务 中 心 ，联 系 电 话 ：057188607316）。逾期无人提出异议或者异议不成立
的，我局将依法予以登记。
赠与人：
何一昕
受赠人：
李志萍
不动产坐落：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翡翠湾
公寓 1 幢 3 单元 1302 室
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余杭分局
2020 年 10 月 12 日

职场信息
关于举办 2020 年余杭区秋季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暨创业项目展示会的通告
为贯彻落实疫情常态化下“稳就业”、
“保就业”工作，积极服
务保障企业用工，帮助失业人员、高校毕业生、妇女等各类求职人
员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经研究，决定举办 2020 年余杭
区秋季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暨创业项目展示会。现将有关事
项明确如下：
一、时间地点
时间：
2020 年 10 月 16 日（周五） 9:00-14:00
地点：
理想体育中心

二、报名方式
本次活动拟设人力资源招聘展位 100 个，创业项目展示展位
20 个，分区块设立。需设台参加人力资源招聘的单位请于 2020
年 9 月 30 日前通过杭州公共招聘平台完成报名，注册及报名网址
为 http://hzjob.zjhz.hrss.gov.cn/hzjob/。
联系人：
刘卫国，联系电话：
0571-89187387。
三、其他事项
1、所有参会人员需全程佩戴口罩，外来人员的体温、杭州健

康码经检测合格后方可入场，没戴口罩、非绿码和体温异常者不
得入内；场内人数将严格控制在 500 人以内，请服从现场工作人
员引导有序进场；招聘会期间企业现场接待要求一人一企，其他
面试者请间隔 1 米排队等候，勿在场地内扎堆聚集。
2、为严格控制场内人数、维持现场秩序，参会企业每家限 1
人参加，于当日 8:30 之前根据展位安排有序入场，停车事宜服从
现场工作人员安排。本次招聘会不收取展位费、停车费，现场将
为每个招聘单位提供一桌一椅，一名工作人员的午餐和饮水。

3、此次招聘会将为各参会单位统一免费制作招工简章，请在
报名时准确填报招工需求，若有临时性岗位增加也可自行携带，
尺寸统一为高 120CM *宽 90CM（易拉宝或横版 KT 板），招聘简章
内容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内容表述应清晰、简明。
杭州市余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杭州市余杭区妇女联合会
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办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