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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亿元科创50ET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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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导读今日导读

新华社北京电 国务院近日印发
《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
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

《指导意见》）。
《指导意见》提出，建立健全绿

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
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解决
我国资源环境生态问题的基础之
策。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
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
五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
理念，全方位全过程推行绿色规划、
绿色设计、绿色投资、绿色建设、绿
色生产、绿色流通、绿色生活、绿色
消费，使发展建立在高效利用资源、
严格保护生态环境、有效控制温室
气体排放的基础上，统筹推进高质
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确保实现碳
达峰、碳中和目标，推动我国绿色发
展迈上新台阶。

《指导意见》明确，到2025年，产
业结构、能源结构、运输结构明显优
化，绿色产业比重显著提升，基础设

施绿色化水平不断提高，清洁生产水
平持续提高，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
成效显著，能源资源配置更加合理、
利用效率大幅提高，主要污染物排放
总量持续减少，碳排放强度明显降
低，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市场导向的
绿色技术创新体系更加完善，法律法
规政策体系更加有效，绿色低碳循环
发展的生产体系、流通体系、消费体
系初步形成。到 2035年，绿色发展
内生动力显著增强，绿色产业规模迈
上新台阶，重点行业、重点产品能源
资源利用效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广
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碳排放达
峰后稳中有降，生态环境根本好转，
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

《指导意见》从六个方面部署了
重点工作任务。一是健全绿色低碳
循环发展的生产体系。要推进工业
绿色升级，加快农业绿色发展，提高
服务业绿色发展水平，壮大绿色环保
产业，提升产业园区和产业集群循环
化水平，构建绿色供应链。二是健全
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流通体系。要
积极调整运输结构，加强物流运输组

织管理，推广绿色低碳运输工具，加
强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建立绿色贸易
体系。三是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的消费体系。要促进绿色产品消费，
倡导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坚决制止餐
饮浪费，因地制宜推进生活垃圾分类
和减量化、资源化，推进塑料污染全
链条治理。四是加快基础设施绿色
升级。要推动能源体系绿色低碳转
型，完善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双控制
度，推进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升
级，提升交通基础设施绿色发展水
平，改善城乡人居环境。五是构建市
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要鼓
励绿色低碳技术研发，加速科技成果
转化。六是完善法律法规政策体
系。强化法律法规支撑，健全绿色收
费价格机制，加大财税扶持力度，大
力发展绿色金融，完善绿色标准、绿
色认证体系和统计监测制度，培育绿
色交易市场机制。

《指导意见》要求，各地区各有关
部门要思想到位、措施到位、行动到
位，进一步压实工作责任，加强督促
落实，保质保量完成各项任务。

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
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

新华社北京电 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22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探
月工程嫦娥五号任务参研参试人员
代表并参观月球样品和探月工程成
果展览，充分肯定探月工程特别是嫦
娥五号任务取得的成就。他强调，要
弘扬探月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
势，勇攀科技高峰，服务国家发展大
局，一步一个脚印开启星际探测新征
程，不断推进中国航天事业创新发
展，为人类和平利用太空作出新的更
大贡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栗
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出
席活动。

人民大会堂北大厅气氛喜庆热
烈。上午 10时许，习近平等党和国
家领导同志步入会场，向参研参试
人员代表挥手致意，全场响起经久
不息的掌声。习近平同孙家栋、栾
恩杰等亲切交流，并同大家合影留
念。

随后，习近平等来到人民大会
堂东大厅，参观月球样品和探月工
程成果展览，听取有关月球样品、

工程建设、技术转化、科学成果、国
际 合 作 和 后 续 发 展 等 方 面 的 介
绍。习近平不时驻足察看，详细询
问有关情况。

习近平强调，嫦娥五号任务的
圆满成功，标志着探月工程“绕、落、
回”三步走规划圆满收官，是发挥新
型举国体制优势攻坚克难取得的又
一重大成就，是航天强国建设征程
中的重要里程碑，对我国航天事业
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7 年
来，参与探月工程研制建设的全体
人员大力弘扬追逐梦想、勇于探索、

协同攻坚、合作共赢的探月精神，不
断攀登新的科技高峰，可喜可贺、令
人欣慰。探索浩瀚宇宙是人类的共
同梦想，要推动实施好探月工程四
期，一步一个脚印开启星际探测新
征程。要继续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
势，加大自主创新工作力度，统筹谋
划，再接再厉，推动中国航天空间科
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创新发展，
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为增进人类福
祉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丁薛祥、刘鹤、张又侠、陈希、黄
坤明、王勇、肖捷出席上述活动。

探月工程领导小组成员及联络
员，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有关省、自治
区、直辖市任务保障部门代表等参加
会见。

实施探月工程是党中央把握我
国经济科技发展大势作出的重大战
略决策，工程自立项以来圆满完成六
次探测任务。嫦娥五号任务作为我
国复杂度最高、技术跨度最大的航天
系统工程，于2020年12月17日首次
实现我国地外天体采样返回，为未来
我国开展月球和行星探测奠定了坚
实基础。

习近平在会见探月工程嫦娥五号任务参研参试人员代表时强调

勇攀科技高峰 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为人类和平利用太空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本报记者 张志伟
见习记者 余俊毅

发展绿色金融逐渐成为国际主
流共识，该如何助推绿色金融的发展
变得越发重要。在当前我国“碳达
峰、碳中和”目标的催化下，绿色金融
已先行出发，为调整优化产业结构、
能源结构储备了大量的金融资源。

市场人士认为，在助力碳达峰、
碳中和目标实现方面，资本市场具有
提供直接融资支持、发挥价格发现、
资源配置和风险管理等四方面优
势。服务好碳达峰、碳中和的战略部
署，也是我国今年和未来一段时期金
融工作的重点之一。

助力节能环保产业
首批碳中和债发行

近日，根据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
会发布的公告显示，南方电网、三峡
集团、华能国际、国家电投集团、四川
机场集团、雅砻江水电6家企业注册
的首批碳中和债完成发行，发行金额
合计64亿元。

记者了解到，此次碳中和债发行
首批项目均为2年及以上中长期债务
融资工具，募投涉及多个领域，其中
风电项目四个、水电项目四个、光伏
项目两个、绿色建筑一个，均为低碳
减排领域。主承销商包括工商银行、
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兴业银行、农业
银行、中信银行6家银行。

据了解，碳中和债作为绿色债务
融资工具的子品种，主要指募集资金
专项用于具有碳减排效益的绿色项
目债务融资工具，需明确披露碳减排
等环境效益信息，确保碳减排效益

“可计算、可核查、可检验”。
根据央行已公布数据显示，在丰

富绿色金融产品和市场体系方面，截
至2020年末，中国的绿色贷款余额近
12万亿元，绿色债券存量8132亿元。
绿色金融资产质量整体良好，绿色债
券尚无违约案例。每年绿色债券募
集资金投向的项目可节约标准煤
5000万吨左右，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
1亿吨以上，支持环境改善效果显著。

经济学者、建行大学课程设计管
理中心主任孙兆东在接受《证券日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能源企业创新
推出碳中和债意义很大，这既是积极
响应碳达峰和碳中和的落实要求，又
是积极创新融资模式，引导投资向碳
中和发展。

他认为，与绿色债券和绿色信贷
不同的是，碳中和的项目融资更偏向
碳汇和新型技术应用，电力和能源及
能源消耗企业走在前面，具有领先
性。未来这些类别的企业不能创新
融资和投资就会失去竞争力。同时，
商业银行也应关注债券的信贷替代，
债券的发行主体最好要有监管，使债
券资金真正用于碳中和项目。

中国人民大学高礼研究院宏观经
济学助理教授王鹏对《证券日报》记者
表示，目前，我国为了能更好地达成节
能减排目标，实现碳中和、碳达峰等碳
排放相关政策的落地，大型能源企业
或者区域性能源企业通过发行相关债
券这种金融创新方式是非常有利于碳
中和目标实现的。因为发行债券的主
体企业所实施的项目都是与碳排放和
节能减排等具体项目密切相关的，并
非是传统意义上的与绿色发展概念相
关的项目。所以说从这个角度出发，
运用好政策工具和金融产品是十分有

利于碳中和目标实现的。
王鹏认为，要实现碳中和目标，除

了债券，绿色金融可探索的参与形式
还有很多，比如可以通过股权融资、质
押等形式，助力绿色环保产业发展，针
对绿色环保的项目、应用场景，给予绿
色通道，实现更快的发行速度。

绿色债券信息披露
不充分问题仍突出

记者注意到，在碳中和目标下，绿
色金融或将迎来发展的黄金期，其中绿
色债券在快速发展中，市场标准不统一
和信息披露不完善的问题值得关注。

据参与此次发行的机构介绍，碳
中和债募集资金将专项用于清洁能
源、清洁交通、绿色建筑等低碳减排
领域，并对碳中和债给予专项标识。
同时，碳中和债要求第三方专业机构
出具专业的评估认证报告，报告需对
二氧化碳减排等环境效益进行定量
测算。此外，为加强存续期信息披露
管理，相关发行企业需要每半年披露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绿色低碳项目进
展以及定量的碳减排等环境效益数
值，强化存续期信息披露管理，提高
募集资金使用透明度。

中投协咨询委产融平台绿创中
心副主任郭海飞对《证券日报》记者
表示，目前中国在绿色债券的存量规
模方面已经居世界前列。但是绿色
信息披露不充分的问题仍很突出，尤
其是关于绿色债券募集资金的使用
等方面，披露标准和内容、披露主体、
披露时间和期限目前仍不明确，但是
随着未来生态环境部和证监会制定
的环境信息强制披露制度的实施，未
来绿色债券信息披露将有望加强。

首批64亿元碳中和债完成发行
六大银行主承销

袁 元

2 月 21 日，2021 年中央一号
文件出炉，明确提出，要把乡村
建设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重要位置，为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
步提供有力支撑。

在我国迈向十四五发展规
划的开局之年，中央一号文件
对三农工作做出明确部署，向
国内外清晰地表明：十四五时
期，将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
项重大任务。而在此进程中，
正 在 蓬 勃 发 展 之 中 的 资 本 市
场，无疑是大有作为的。

举例来说，中央一号文件再
次提出，打好种业翻身仗。加快
实施农业生物育种重大科技项
目。实施新一轮畜禽遗传改良
计划和现代种业提升工程。支
持种业龙头企业建立健全商业
化育种体系，加强制种基地和良
种繁育体系建设。

目前，涉及农业种植概念领
域的上市公司有 50 多家，其中
真正参与农产品良种培育的上
市公司不到10家。

一方面，中国辽阔的农村大
地急切盼望着国产化良种的到
来；另一方面，资本市场上寥若
晨星的农业上市公司，目前又
尚未真正承担起占领国内种业
市场，并向国际种业市场进军
的雄途大任。这主要是因为，
一个农业良种的横空出世，不
仅仅需要高科技的支持，也需
要在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周期
内，坚持不懈的长期的资本与

人力投入。而在这方面，随着
中国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步
伐越来越坚实，借助资本市场
的力量，实实在在的打好种业
翻身仗，成为必然。

如果说芯片业是中国制造
亟待突破的领域，那么，对于中
国农业来讲，种业的重要性与芯
片可以相提并论。中国的“三农
问题”能否得到解决，其中很重
要的一条是国产化良种能否为
农产品的增收打开上升通道。
而要培育出符合中国土壤水肥
要求的良种，单单从资本投入强
度而言，至少需要数以百亿元。
要做到这一点，单单指望现有的
种业上市公司的持续性资本投
入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借助资本
市场的力量，通过股权投资、定
增、配股等多种形式，把资本市
场的资本力量逐渐导入种业上
市公司中来，增大种业上市公司
的资本金，提高种业上市公司在
种业投资科技研发上的投入力
度与强度，提高种业上市公司在
国内良种培育市场上的话语权，
从而吸引更多的国内外资本投
向国内的种业上市公司和拟上
市的种业公司，实现资本与种业
公司的双赢。

从上述种业市场的发展路
径可以看出，科技加资本是实
现我国农村产业现代化建设的
必由之路。我们相信，在资本
市场的鼎力支持之下，不光是
我国的种业市场，与我国农村
产业现代化建设息息相关的各
方各面，都能得到长足的良性
发展。我国农村全面实现产业
现代化的明天会更美好。

科技＋资本为农村产业
现代化插上腾飞翅膀

2月22日，河北雄安新区容东片区1号地块，“雄安·电建智汇城”项目
举行奠基仪式，正式开工。据了解，该项目预计投资260亿元人民币，开发
用地面积680亩，地上地下合计建筑面积约170万平方米。图为“雄安·电
建智汇城”项目奠基仪式现场。

中新社记者 韩冰/摄

雄安新区雄安新区““雄安雄安··电建智汇城电建智汇城””项目正式开工项目正式开工

31家外资私募管理规模

已达2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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