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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创板领衔市场化改革

前不久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
次提出，推动在上交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
注册制尽快落地。科技创新板块打开了
资本市场增量改革的空间，是提升服务科
技创新企业能力，增强市场包容性，强化
市场功能的一项资本市场重大改革举措。

当前，证监会将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
册制作为重中之重，确保在上交所设立科
创板并试点注册制尽快落地，统筹推进发
行、上市、信息披露、交易、退市、投资者适
当性管理等基础制度改革，更好服务科技
创新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据悉，目前证监
会正按照“高标准、快推进、稳起步、强功
能、控风险、渐完善”的工作思路，加快制
定业务规则和配套制度。

“利用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的契
机，可以考虑对一系列市场基础制度进行
大胆改革创新，以适应现代资本市场发展
的需要。”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刘锋认
为，这将有利于更好发挥资本市场价格发
现、投融资和资源配置三大基础功能。

2018 年，监管层把资本市场改革开
放的各项措施、依法全面从严的监管措
施，同提振信心有机结合，在股债两个市
场同时发力，使多项市场化改革措施依次
落地。

股权融资方面，A股市场股指走势震
荡，但资本市场新股发行常态化没有改
变，困扰市场多年的IPO“堰塞湖”现象得
到消除。尽管符合条件的 IPO 企业审核
周期由过去 3 年以上大幅缩短至 9 个月
以内，但是证监会对拟上市企业质量进行
全流程审核把控，全年A股IPO过会率并
不高，登陆沪深两市的企业数量有 100
余个。

债权融资方面，稳妥推进债券市场改
革发展，丰富债券品种，逐步统一银行间
债券市场和交易所债券市场的评级业务
资质，统一评级标准。

在激发市场活力的市场化改革方面，
一系列政策措施陆续落地。从基础制度
建设方面看，沪深证券交易所发布停复牌
新规，对停牌期限和信息披露等内容作出
规范，交易所持续完善尾盘交易机制。在
加强上市公司治理，规范信息披露和提高
透明度，创造条件鼓励上市公司开展回购
和并购重组方面，取得明显成效。修订了

《关于改革完善并严格实施上市公司退市
制度的若干意见》，指导沪深交易所发布

《上市公司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实施办法》，
明确了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具体违法情
形和实施程序，新增“五大安全”重大违法

强制退市情形，同时加大退市监管工作力
度。2018 年以来，长生生物等 5 家公司
被强制退市，金亚科技等3家公司启动了
强制退市程序。

同时，并购重组市场化改革加速，包
括“小额快速”审核机制，按行业实行“分
道制”审核，试点定向可转债并购支持上
市公司发展等，进一步激发了市场活力。

在面对上市公司股权质押风险问题
时，监管层多措并举促进民营企业融资，
加大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加大支持民营企
业发债力度。地方政府纷纷设立纾困基
金，银行、保险等通过信贷或者发行专项
产品等给予支持，证券行业成立资管计划
对接项目，证券交易所发行纾困专项债
券，私募基金等市场机构加入纾困队伍，
市场得以稳定，风险得以缓解。

开放节奏加快亮点不少

一年来，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取得显著
进展，境外资本流入不断增多、更多期货
品种国际化扎实推进，外国投资者参与A
股交易范围进一步放开，显示出我国坚定
不移扩大开放的信心和决心。

吸引外资方面，在先后开通“沪港
通”“深港通”之后，A 股被纳入 MSCI、富
时指数。“沪港通”“深港通”的每日额度分
别扩大了 4 倍。期货市场在对外开放方
面呈现出品种、机构、投资者“三箭齐发”
的良好态势。3月26日，我国第一个对外

开放的期货品种——原油期货在上海期
货交易所顺利上市，目前交易和持仓规模
稳步增长，功能发挥初步显现。同时，大
连商品交易所的铁矿石期货、郑州商品交
易所的 PTA 期货引入境外交易者。目
前，我国更多期货品种国际化正在扎实推
进中。

制度设计方面，“沪伦通”制度设计出
炉。我国首次允许外方在合资证券公司
和基金公司中占有 51%的股份。8 月 24
日，《外商投资期货公司管理办法》正式发
布实施，符合条件的外商持有境内期货公
司的股份可达到 51%，3年后股比不受限
制。同时，继续鼓励期货公司“走出去”，
设立、收购、参股境外期货经营机构，提升
跨境服务能力。H 股全流通试点顺利实
施。外国投资者参与 A 股交易范围进一
步放开。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
对现行QFII、RQFII的相关外汇管理政策
作出调整，取消相关资金汇出比例限制、
本金锁定期要求，并允许 QFII、RQFII 对
其境内投资实行外汇套保，从而引入更多
机构参与，发展外汇市场。同时，上海和
深圳两地的 QDLP 和 QDIE 试点额度分
别增至50亿美元。这些措施的出台将有
利于外资进一步投资中国市场。

外资证券期货机构在境内设立法人
实体，从事资产管理业务以及外资控股券
商出现，将更成熟更市场化的经验带入国
内。“现在外资持有 A 股总市值大概占整
体 A 股总市值的 2%，我们还要加大开
放。”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表示，随着境外
长期资金进入 A 股渠道的陆续拓展，有
利于提升外资对 A 股的参与度、认知度
和认可度。

下一步，监管部门正认真研究和解决
境外投资者关切和需求，持续完善跨境交
易制度，优化互联互通机制，会同相关部
门完成 QFII 制度规则修订工作，便利境
外长期资金扩大 A 股配置。加快推出便
利境外机构投资者使用境内金融期货等
避险工具的举措，逐步满足机构投资者风
险管理方面的需求。此外，监管部门也将
根据资本市场发展情况和开放的需要，协
调推进停复牌、信息披露、交易结算等资
本市场基础性制度改革，不断推进我国资
本市场与国际最佳实践接轨。

资本市场改革开放红利逐步释放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祝惠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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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宋美倩、通讯员杨枷琪报道：从承德
市供销社获悉，截至2018年11月份，承德市“政银企
户保”平台风险补偿金累计达10.17亿元，累计发放担
保贷款81.76亿元，带动4.5万户贫困人口增收脱贫。

“政”，即由政府整合涉农资金，打造“资金池”，建
立集服务性、公益性、经营性于一体的县级金融服务平
台，提供担保增信服务。“银”，即政府通过竞争方式选
择合作银行，将“资金池”资金存入合作银行，增加银
行营业性收入，激发其投放贷款积极性，而合作银行根
据担保基金额度，按照1∶10比例放大贷款。银行在贫
困户信用评定基础上降低贷款门槛，对3年以内、5万元
以下的扶贫小额信贷实行免担保、免抵押。“企”，即对
于带领贫困户发展的企业和合作社，政府对其实行贴息
政策，根据其带动贫困户数量，实行差别化贴息政策，
带动越多，贴息越多。“户”，指有贷款意愿、有生产经
营能力、有与贷款要求相符条件的建档立卡贫困户。

“保”，即保险兜底也要跟上。当贷款发生损失时，由担
保中心、银行机构和保险公司，按照1∶2∶7比例共同
代偿贷款本息，降低银行信贷风险。同时，政府引导保
险公司开发新险种，扩大农业保险覆盖面，减轻扶贫企
业和贫困户经营风险，增强还贷能力。

据了解，2015 年承德市以隆化县为试点，在全省
率先推出“政银企户保”扶贫贷款业务。随后，隆化经
验迅速扩大到了全市范围，成为政府主导、供销合作社
实际操作、按市场化原则运行的金融扶贫平台，打通了
一条从金融机构到贫困农户借贷放款的“绿色通道”，
为贫困户及农户脱贫致富引入了资金活水。

河北承德：

“政银企户保”为脱贫引活水

本报讯 记者梁婧 刘存瑞报道：在“万名税干入
企服务”大潮中，山西税务系统迅速制定响应机制，积
极统筹运用减税降费、简政放权等举措，将各项税收优
惠措施落实到位，增强民营企业发展新动力。

山西税务系统积极协助民营企业提升纳税信用，助
力民营企业充分运用“银税互动”机制贷款融资，持续
推动“征信互认、以信换贷、以税增信”银税合作工
作，有效缓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主动帮助民营企业
了解社保费现有征收政策，有效稳定企业预期。着力解
决企业反映的突出问题，在依法为经营困难民营企业办
理延期纳税、满足正常经营发票需求等方面提供贴心服
务，切实提升民营企业获得感。

据了解，未来，山西税务系统将做好日常入企服务
工作记录，及时录入、更新和补充企业各类数据信息，
做好对成效数据、问题统计和问题清单等信息的统计分
析工作，并依托税务“通财务、懂经济”等职能优势、
为企业提供更为精准化、针对性的税收服务。

山西税务助民企释放新动能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

员会批准集友银行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开业，其机构名称为：集友银行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CHIYU BANKING CORPORATION LIM-

ITED SHENZHEN BRANCH）。核准黄明生该分行行长的任职资格，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集友银行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CHIYU BANKING CORPORATION LIMITED SHENZHEN BRANCH

机构编码：B0084B244030001

许可证流水号：00644424

批准成立日期：2018年12月25日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6003号荣超商务中心A栋1层01单元、32层01、02、03、05、06、08、09、10、11单元

邮政编码：518026

电话：0755-3690 8888

传真：0755-3320 5969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

发证日期：2018年12月25日

业务范围：在下列范围内经营对各类客户的外汇业务及对除中国境内公民以外客户的人民币业务：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

长期贷款；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买卖股票以外的其他外币有价证券；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办理国内

外结算；买卖、代理买卖外汇；代理保险；从事同业拆借；提供保管箱服务；提供资信调查和咨询服务；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

构批准的其他业务。可以吸收中国境内公民每笔不少于100万元人民币的定期存款。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