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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2日电 （记者
邹伟 王鹏） 中国红十字会第十
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 2 日在京开
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
亲切会见全体代表，向他们表示诚
挚问候和热烈祝贺，勉励他们弘扬
人道、博爱、奉献精神，改革创
新、奋发有为，为红十字事业发展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参加会见，
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参加会见并出席大
会开幕式。

上午 10 时，习近平等来到人民
大会堂北大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习近平等同代表们亲切握手，不时交
谈，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孙春兰参加会见并在开幕式上
代表党中央、国务院致辞。她说，
中国红十字会第十次全国会员代表
大会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红十字事业
取得显著成就。站在新的起点上，
红十字工作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党
的领导、坚定正确方向，凝聚人道
力量、保护生命健康，深化改革创
新、依法履职尽责，开展国际援
助、拓展民间外交，努力为国奉
献、为民造福。

大会开幕式由中国红十字会会

长陈竺主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
彼得·莫雷尔发表视频致辞，红十字
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主席弗兰西
斯科·罗卡致辞，中华全国总工会书

记处第一书记李玉赋代表群众团体致
贺词。会议为第 47 届南丁格尔奖章
中国获奖者颁奖，并表彰了 32 个全
国红十字会系统先进集体和 10 名先

进工作者。
丁薛祥、杨洁篪、黄坤明、肖捷

参加会见，陈希、王勇、王毅参加会
见并出席开幕式。

习近平会见中国红十字会第十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
李克强王沪宁王岐山参加会见

9月2日，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王沪宁、王岐山等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中国红十字会第十一次全国会员代表
大会代表。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摄

本报讯 记者温济聪报道：截至
8 月 31 日，除*ST 长生外，沪深两市
3696 家上市公司已全部发布了 2019
年半年报。数据显示，上市公司基本
面良好，转型升级成效显著。优质蓝
筹公司优势明显，体现高质量发展的

“韧性”；科创板公司研发投入高，带
动业绩持续快速增长。上市公司的
表现，凸显了我国经济的创新活力和
潜力。

截至目前，沪市主板1490家公司、

科创板 28 家公司、深市 2178 家公司
（含主板、中小板、创业板）半年报全部
对外披露。

蓝筹股在原有营业收入、利润规模
较大的基础上，实现了高于市场平均水
平的快速增长。上证50公司实现营业
收入9.84万亿元，净利润1.24万亿元，
同比分别增加10%、11%，占沪市整体
营业收入的56%，整体利润的72%；上
证 180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2.65 万亿
元，净利润1.50万亿元，同比增速均为

11%，占沪市整体营业收入的 72%，整
体利润的87%。

“深证100公司”上半年合计实现
营 业 收 入 19688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5.3%，占深市整体营业收入 32.86%；
实 现 净 利 润 1851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9.84%，占深市整体净利润45.38%，平
均业绩规模和增幅均明显优于市场整
体水平。

需要关注的是，作为资本市场的
“新生儿”，28 家已上市科创公司业绩

保持高速增长，合计实现营业收入
329.63亿元，同比增长18%；实现净利
润45.60亿元，同比增长25%。扣除体
量较大的中国通号，其余 27 家公司营
业收入、净利润同比分别增长 37%、
38%。其中，航天宏图、睿创微纳营收
增长超过一倍以上，分别为 282%、
119%；嘉元科技、瀚川智能、睿创微纳
净利润实现翻番，分别为 257%、124%
和103%。

科创板业绩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
受益于持续的高研发投入。28家科创
公司研发费用占收入比平均为13%，远
高于传统行业上市公司，显示出鲜明的

“科创底色”。5 家公司研发费用占比
超过 20%，研发费用占收入比例最高
的3家公司，虹软科技、航天宏图、微芯
生物，分别达到34%、32%、27%。

上市公司半年报披露完毕——

蓝筹股韧性十足 科创板增长强劲

1949年9月30日，刚刚闭幕的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选举产生
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毛泽东主席向全
世界郑重宣布：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
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的历史从此开
辟了一个新的时代。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
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

下午 2 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
第一次会议，中央人民政府正、副主席及委
员宣布就职。

下午 3 时，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
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
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接着，毛泽东按
动电钮，在义勇军进行曲的雄壮旋律中，第
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广场上，
54 门礼炮齐鸣 28 响，象征着中国共产党
领导全国人民艰苦奋斗的28年历程。

升旗结束后，毛泽东宣读了中央人民
政府公告。接着举行阅兵式。人民解放军
陆海空三军受阅部队以连为单位列成方
阵，迈着威武雄壮的步伐由东向西行进，分
列通过天安门前。刚刚组建的人民空军的
14 架战斗机、轰炸机和教练机，在天安门
广场凌空掠过。

阅兵式持续近 3 个小时，结束时天色已晚，长安街上华灯齐
放，工人、农民、学生、市民的游行队伍高举红旗，纵情欢呼人民当
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

当天，全国已经解放的各大中城市都举行了热烈的庆祝活
动。10月1日这一天，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

新中国的成立，是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发生的重大历史性事件，
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中华民族发展
进步从此开启了新纪元。 （新华社北京9月2日电）

开栏的话 七十年峥嵘岁
月，七十年铸就辉煌。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从
今天起，本报开设《壮丽 70 年·
奋斗新时代——新中国峥嵘岁
月》专栏，刊发新华社与中央党
史和文献研究院联合推出的图
文报道，回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新中国走过的 70 年非凡历
程，重温一个个载入史册的重大
事件、重要时刻，呈现中华民族
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
大飞跃，昭示中华民族阔步迈向
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今天推
出第一篇《新中国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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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我国资本市场比作一串珍
珠项链，那么，高质量的上市公司就是
一颗颗珍珠。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是
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固本之策，也是
稳金融的重要方面。记者了解到，证
监会正在制定并实施提高上市公司质
量行动计划，优化上市公司发展生态，
力争用 3 到 5 年的时间使上市公司整
体面貌得到改观。

近年来，有的上市公司心态浮躁，
急功近利，盲目加杠杆扩张，少数大股
东高比例质押股份，一旦宏观经济金
融环境发生变化时，债务风险、质押风
险就浮出水面。

“这就是不敬畏市场、违背市场规
律的必然结果。”证监会主席易会满表
示，希望大股东和上市公司董监高深
刻汲取教训，将尊重市场、尊重规律、
稳健经营、审慎经营贯穿始终，做到发
展与风控能力相匹配，敬畏专业，突出
主业，自觉远离市场乱象。

作为科创板首个 A+H 股上市公
司，中国通号董事长周志亮接受经济
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通号将持
续深化科技创新、保持我国轨道交通
控制技术的全球领先优势，助力国家
智能铁路、交通强国建设。“提升发展
内生动力，不断提升企业价值创造能
力，这是提升上市公司质量的首要任
务。”

上市公司和投资者是市场的共生
共荣体。只有懂得尊重和回报投资者
的上市公司，才会赢得市场的认同和
尊重。

1993年，欧亚集团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一直以来把保护投资者利
益作为重中之重，通过科学的公司治
理结构，保证公司稳健成长。长春欧
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
长曹和平告诉记者，欧亚集团上市26
年来，现金分红 24 次，累计分红金额
9.14亿元，远远超出了公司3.8亿元股
权融资额。自2000年起，欧亚集团已
连续19年分红，成为资本市场分红的

“常青树”。
欧亚集团的故事，是上市公司持

续优化投资者回报机制的一个缩影。
我国资本市场上，一批持续稳健的高
分红蓝筹股群体正在壮大。

日前，中国平安交出一份精彩的
中报，上半年归属母公司的营运利润
增长23.8%。中国平安拟向股东派发
中期每股股息现金0.75元，派息总额
136.80 亿元。中国平安董事长、首席
执行官马明哲表示：“平安将始终坚持
以个人客户为中心，不断深化科技创
新能力，赋能产品创新优化和服务质
量提升，实现平安个人客户价值与公
司价值的共同成长。”

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是一项宏大的
系统工程，离不开上市公司、监管者、
投资者及市场各参与主体的共同努
力。兴业证券策略首席分析师王德伦
建议：“监管机构积极敦促公司严格按

照规定执行现金分红政策，规范现金
分红行为，保障承诺与执行一致是上
市公司分红监管方面的基本职责。未
来应不断推动更多保护投资者利益的
制度出台。”

记者获悉，监管部门争取今年内
通过证券法修订，探讨建立具有中国
特色的证券集体诉讼制度，大幅提高
欺诈发行、上市公司虚假披露信息等
行为的违法成本。

川财证券金融产品团队负责人杨
欧雯建议，完善退市制度非常关键。
对于处于落后行业或末端竞争地位的
上市公司，要有退出机制，给上市公司
以危机感，促使其提升质量和效率。

多栽市场“常青树”莫让“珍珠变泥丸”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祝惠春 温济聪 李己平

更 加 注 重 提 高 上 市 公 司 质 量
祝惠春

上市公司是实体经济的“基本
盘”。不管外部风云如何变幻，专注做
好自己的事，资本市场要更加注重提
高上市公司质量。

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要提高上市
公司的价值创造能力。上市公司要扎
根实体、突出主业、弘扬企业家精神和
工匠精神，凭竞争力吃饭，将稳健经
营、审慎经营贯穿始终，做到发展与风
控能力相匹配，在促进市场正本清源
的同时，持续优化投资者回报机制。

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要提高公司

治理能力，强化诚信契约精神。要大
幅提高欺诈发行、上市公司虚假披露
信息等行为的违法成本，坚决打击说
假话、做假账的违法违规行为。

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要以金融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促进形
成科技、金融、实体经济良性循环。
当 前 ，科 创 板 的 发 展 已 有 良 好 开
局。股票发行制度改革和退市制度
改革这“一进一出”两大改革，要同
步大力推进。要完善资本市场基础
性制度，打通产业发展、科技创新、

金融服务生态链，推动形成高质量
的产融结合。

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要把握好强
化监管与市场导向的关系。一方面，
厘清市场与政府的边界，让市场机制
的价格信号和政府宏观调控共同发挥
作用，相互配合推进上市公司产业结
构迈向全球产业链中高端。另一方
面，通过有效监管、持续监管、分类监
管、科技监管，完善市场机制，稳定市
场预期，提高对实体经济的服务供给
质量。

全国年用水总量稳定

在6000亿立方米左右

本报杭州9月2日电 记
者郭静原报道：由中国国家知
识产权局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WIPO）共同举办的技术与创
新支持中心（TISC）与国家和
机构战略框架的融合国际会议
今天在杭州召开。会上，中国
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甘绍宁
和WIPO助理总干事高木善幸
为第二批共10家在华TISC单
位授牌。

据介绍，TISC是WIPO发
展议程框架下的合作项目，旨在
帮助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产权和
创新用户提升技术信息检索能
力，更快地掌握行业动态和新技

术 信 息 。 截 至 2018 年 底 ，
WIPO已在70多个国家和地区
的 700 余家实施单位建立了
TISC。今年年初，TISC项目正
式落户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计
划到2021年在中国建设100家
左右的TISC单位，为国内的创
新者和知识产权用户提供更好
的知识产权信息服务。

会上，来自国家知识产权
局及中国TISC单位的代表分
享了在华 TISC 建设情况，俄
罗斯、埃及、越南、蒙古等国家
的代表分享了各自建设 TISC
项目的经验。

（相关报道见四版）

我国将建100家技术与创新支持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