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五矿等进行稀土

资产战略性重组获批

●本报记者 张军

12月22日晚，五矿稀土公告，当日，公司

接到中国五矿通知， 经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研究并报国务院批准， 同意中铝

集团、中国五矿、赣州市人民政府等进行相关

稀土资产的战略性重组， 新设由国务院国资

委控股的新公司， 中铝集团持有的中国稀有

稀土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 中国五矿所属企

业持有的五矿稀土股份有限公司、 五矿稀土

集团有限公司的股权， 以及赣州稀土集团有

限公司及所属企业持有的中国南方稀土集团

有限公司、 江西赣州稀有金属交易所有限责

任公司、 赣州中蓝稀土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的股权整体划入该新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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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大放异彩 权益频现爆款 话语权持续提升

总规模突破25万亿元 公募基金跑出发展“加速度”

●本报记者 徐金忠

权益类基金频现爆款，“固收+” 基金吸金

无数，创新产品层出不穷……2021年，并不是

公募基金业绩最“出挑”的年份，但在公募基金

发展史上，2021年注定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一年，投资者借道公募基金大量入市，

公募基金发行在保持高速度基础上， 突出主

线、 体现创新。 公募基金总规模达25.3万亿

元，创出历史新高。 截至三季度末，公募基金

持有A股总市值5.72万亿元，占A股流通市值

8.31%，为近十年来最高水平，市场话语权持

续提升。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 ” 公募基金

承载居民投资理财的巨大需求， 亲历资本市

场生态优化的正道沧桑，这艘“艨艟巨舰” 长

风破浪，直济沧海。

新发基金规模逼近3万亿元“大关”

今年以来， 新发基金规模攻势犀利：1万

亿元轻松超越，2万亿元很快击破，进入12月，

仍在持续进击。 最新数据显示， 截至12月20

日，新发基金规模达2.9万亿元；全年新发基金

规模逼近3万亿元大关。

虽然2021年的交易日所剩不多， 全年新

发基金规模大概率难以超越2020年3.16万亿

元的历史最高值，但逼近3万亿元的新发成绩

单，在公募基金历史上同样是一座“高耸入云

的山峰” 。

公募基金持续发力，带来行业生态、市场

生态的多重变化。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

10月底， 我国境内共有基金管理公司137家；

截至2021年三季度末， 公募基金持有A股总

市值5.72万亿元，占A股流通市值比例8.31%，

两项核心数据同步上行， 为近十年来最高水

平，公募市场话语权持续提升。

“一是机构化是资本市场发展的大势所

趋；二是公募基金进入健康发展轨道；三是当

前整体利率水平相对较低， 市场期待较高收

益水平投资产品， 相对银行存款有更高收益

水平的公募基金成为热门选择。”招商基金研

究部首席经济学家李湛说。

主线清晰 创新不断

2021年的公募基金行业还有更鲜明的

特点。

截至2021年11月末， 公募基金总规模为

25.3万亿元，其中权益类基金规模8.7万亿元，

较年初分别增加4.8万亿元和1.9万亿元，权益

类基金占比从2019年初的17.6%升至35.4%。

权益类基金已是“三分天下有其一” 。

新发基金方面， 可以清晰看到权益投资

兴盛这一行业发展主线。中信证券表示，截至

12月6日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新发基金中权

益类基金占比超七成， 比例进一步提升，为

2016年以来峰值。 含权益类基金对新发基金

的贡献进一步增强。2021年新发基金中，含权

益类基金（以股票型+混合型基金粗略估算）

规模1.97万亿元，占新发基金72%，超过2016

年至2020年的35%至65%区间。

兴证全球基金总经理庄园芳认为， 注册

制改革全面深入推进、 公募基金逐步成为普

惠金融的典范、资管行业回归主动管理本源、

居民资产从不动产向权益类资产转移、 公募

基金赚钱效应凸显以及利用新媒体积极开展

投资者教育等方面共同推动了权益类基金大

爆发。（下转A02版）

习近平会见来京述职的林郑月娥

●新华社北京12月22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22日下午在中南海瀛台会见

来京述职的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听取她对香港当前形势和特别行政区政府工作

情况的汇报。

习近平指出，一年来，香港由乱到治的局

面不断巩固，局势不断向好发展。 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成效明显，经济逐步复苏，社会保持安

定。 林郑月娥行政长官领导特别行政区政府，

依照全国人大有关决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有

关立法， 对香港选举制度作出系统性修改完

善；成功举办选举委员会选举和立法会选举，

推动符合香港实际的民主发展迈出坚实步

伐；坚决执行香港国安法，依法止暴制乱、拨

乱反正，维护法治的权威和尊严；采取积极

措施， 推动特别行政区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全面深化同内地交流合作。 中央对林郑月娥

行政长官和特别行政区政府的工作是充分肯

定的。

习近平指出，几天前，香港举行了第七届立

法会选举。在新选举制度下，香港特别行政区选

举委员会选举和第七届立法会选举先后举行，

都取得了成功。 广大香港同胞当家作主的民主

权利得到体现，“爱国者治港” 原则得到落实，

社会各阶层各界别广泛、 均衡参与的政治格局

得到确立。 实践证明，新选举制度符合“一国两

制” 原则，符合香港实际，为确保“一国两制”

行稳致远、 确保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提供了制度

支撑，是一套好制度。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党的百年奋

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一国两制” 作

为重要内容写入其中。 香港回归祖国20多年不

平凡的历程充分证明，实行“一国两制” ，有利

于维护国家根本利益， 有利于维护香港根本利

益，有利于维护广大香港同胞根本利益。中央将

继续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 方针。 我们坚

信， 随着实践不断深入和制度体系不断完善，

“一国两制” 的优越性将进一步彰显。广大香港

同胞一定能弘扬爱国爱港的光荣传统， 同全国

各族人民携手并肩，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共同奋斗。

韩正、丁薛祥、郭声琨、尤权、王毅、夏宝龙

等参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来京述职的贺一诚

●新华社北京12月22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22日下午在中南海瀛台会

见来京述职的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贺一诚，

听取他对澳门当前形势和特别行政区政府工作

情况的汇报。

习近平表示，12月20日，澳门特别行政区举

行了庆祝回归祖国22周年的活动，借此机会，向

广大澳门同胞致以节日的问候和祝福。

习近平指出，一年来，澳门保持稳定发展良

好态势。 有效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努力实现“动

态清零” ，同内地保持人员正常往来。 澳门经济

逐步复苏，困难群体和小微企业得到扶助。 维护

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不断完善。澳门

特别行政区第七届立法会选举顺利完成，“爱国

者治澳” 原则得到进一步落实。 中央公布实施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 澳门融

入国家发展大局迈出新步伐。中央对贺一诚行政

长官和特别行政区政府的工作是充分肯定的。

习近平表示，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持续蔓

延，对各国经济社会产生了严重影响。经过这次

疫情， 澳门社会各界对澳门经济结构方面存在

的问题认识更加清醒， 对澳门发展的路向思考

更加深刻。 祖国始终是澳门保持长期繁荣稳定

的坚强后盾，中央将继续坚定不移贯彻“一国

两制” 方针，继续支持澳门积极推进经济适度

多元发展，不断书写具有澳门特色“一国两制”

成功实践新篇章。

韩正、丁薛祥、郭声琨、尤权、王毅、夏宝龙

等参加会见。

国家发改委：进一步明确

和简化投资审核管理

●本报记者 刘丽靓

国家发改委12月22日消息，国家发改委

日前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投资项目审批制

度改革的若干意见》提出，进一步明确和简

化投资审核管理， 严格控制新增或变相增设

审批环节。加强投资项目决策管理，切实防范

“两高” 项目盲目发展和违规政府投资项目

盲目上马。 做好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

托基金（REITs）项目协调服务，对基础设施

REITs回收资金拟投入的新项目， 加强跟踪

服务，协调加快前期工作和开工建设进度，推

动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

严格控制新增或变相增设审批环节

《意见》指出，要进一步明确和简化投资

审核管理。加快健全投资管理制度体系。深化

投资领域“立改废” ，加快修订中央预算内直

接投资、投资补助、贷款贴息，以及企业投资

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等制度规范， 增强投资

法规制度的统一性和协调性， 不断提升投资

决策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水平。 尚未出台

政府投资法规配套制度的地方， 要进一步加

大工作力度， 尽快推动出台政府投资地方性

法规制度， 细化本地区政府投资管理的法定

职责、程序和机制，为统筹安排、规范使用各

类政府投资资金提供制度保障。 严格投资审

批事项管理。 对有明确法律法规依据的审批

事项，各地方应在《全国投资项目在线审批

监管平台投资审批管理事项统一名称和申请

材料清单》基础上，梳理形成本省区域内统

一的投资审批清单和申报材料清单。

《意见》强调，积极履行投资综合管理

职责， 严格控制新增或变相增设审批环节，

对涉及新增或以“服务”“登记” 等名义变

相增设投资审批环节的，要严格把关。 对企

业能够自主决定、市场能够有效调节、行业

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行政机关

采用事后监督等方式能够解决的审批事项，

要及时推动取消。 简化特定政府投资项目审

批管理。 落实《政府投资条例》有关规定，对

列入相关发展规划、专项规划和区域规划范

围的政府投资项目，可以不再审批项目建议

书；对改扩建项目和建设内容单一、投资规

模较小、技术方案简单的项目，可以合并编

制、审批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和初

步设计。 （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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