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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股票市场投资者有1.7亿；其中，自然人投资者超过1.69亿。加上债券投资者、银行理财投资者、基金和信托持有

人，整个金融市场消费者和投资者数量众多。保护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完善金融市场法律制度是重要一环。在2020金融街论坛年

会平行论坛上，与会人士围绕“金融市场的法治营商环境”展开了热烈讨论。

在2020金融街论坛年会平行论坛上，业内人士热议——

进一步为金融市场提供法治保障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周 琳

目前，我国股票市场投资者有1.7亿；
其中，自然人投资者超过1.69亿。加上债
券投资者、银行理财投资者、基金和信托
持有人，整个金融市场消费者和投资者数
量众多。要更好保护金融消费者和投资
者，完善金融市场法律制度是重要一环。

在10月21日举行的2020金融街论坛
年会平行论坛上，司法部副部长刘炤、全国
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周光权、中国
银保监会首席律师刘福寿、中国证监会法律
部副主任陈黎君等与会人士围绕“金融市场
的法治营商环境”展开了热烈讨论。

提供有效法律保障

近年来，在借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
教训、完善金融市场基础制度、引导金融
服务实体经济的背景下，我国立法部门已
对《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法》等重要金
融法律作出全面修订，相关部门还出台了
涉及征信、存款保险、融资担保行业等关
于行业监管和防控金融风险的行政法规，
修订了外资银行、外资保险公司等相关涉
外金融法规。截至目前，与资本市场相关
的现行、有效的法律行政法规和法规性文
件、司法政策和政策性文件数量超过400
件，规章、规范性文件逾700件。

刘炤表示，当前我国金融市场正处于
进一步深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关键阶
段，作为规则导向型的市场，金融市场对
法治化营商环境有着较高的需求度和依赖
性。今后，司法部门将在立法方面，统筹
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市场稳定
与推动金融业改革、扩大对外开放之间的
关系，修订涉及人民银行、商业银行、反
洗钱等内容的相关金融法律，加快制定和
修改《证券法》配套规则，配合全国人大
推动制定期货法。在法律服务方面，司法
部将继续推动建立各类调解对接工作机
制，加强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司法调解
的衔接联动，通过组织法律法务团，开展
专项法律服务活动，健全企业法律顾问、
公司律师制度机制等措施。

在金融领域尤其是资本市场，违法成
本低等问题备受关注。10月13日提请全国
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修正案 （十一）（草案二次审议
稿）》，补充完善了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
的情形，进一步严密刑事法网。

周光权认为，二审稿的修改力度很
大，目前，一审、二审稿合计共有8个方
面关于金融犯罪的修改，体现政策导向的
明确性，即立法对于金融犯罪的相关规定
以做加法为主，适度做减法，反映出清晰
的金融犯罪刑事政策导向，维护金融安
全。同时，反映出立法的问题意识强烈。
二审稿总结了司法机关在打击金融犯罪过
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有针对性、目的
性、前瞻性地作出调整，提交了防范金融
风险、保障金融市场平稳运行的“刑法
答卷”。

在谈到立法时机时，周光权认为，刑法
是其他法律的保障法，是“最后手段”。金
融刑事立法必须尽可能与《证券法》保持协
调，保持一定程度积极的刑法立法观念。

加强投资者司法保护

尽管近年来金融立法进程从未间断，但
损害金融消费者、投资者权益的事件仍时有
发生，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规定法律效力层
级不高、保护力度不足等问题时常发生。

刘福寿建议，应坚持问题导向，推动在
金融立法中合理界定消费者范围，明确消费
者保护对象。一方面，要督促银行保险机构
健全消费者保护工作机制，强化内部管理和
监督，高效处理消费者投诉，形成消费者权
益保护的长效机制；另一方面，要切实加强
金融消费者教育，坚持“买者自负，卖者有
责”，弘扬契约精神，严格客户分层。

对于已经产生金融纠纷的案件，最高人
民法院民二庭副庭长付金联认为，应全面推
进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着力化解矛
盾纠纷和潜在风险。一是加强行政处置工
作与司法审判工作的衔接，在处置涉众型重
大金融风险事件时，在行政监管部门或公安
部门对风险事件处理后，及时对相关的刑
事、民商事案件进行立案和审判，以最大限
度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二是联合中国人
民银行、中国银保监会、中国证监会等出台
全面推进金融、证券、保险纠纷多元化解机
制的相关指导意见，推动金融领域纠纷多元
化解的全覆盖。

为推动依法加强投资者司法保护，
2019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等部门先后发
布《关于为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改革提
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全国法院审理债
券纠纷案件座谈会纪要》《关于证券纠纷代
表人诉讼若干问题的规定》等，设立了上海
金融法院，针对金融案件较为集中的地区建
立金融审判庭和金融审判合议庭，以提升金
融审判的专业化水平。

今年以来，国家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出台了一系列金融支持政策，为保障国家
金融支持政策早落地、早见效、早受益，
最高人民法院等部门在相关的金融审判部
分明确了国家专项贷款利率司法保护标
准，确保符合条件的市场主体能够足额享

受政策利率优惠。

提高法律风险防范意识

根据相关部门发布的三年行动方案，打
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今年将收官。
金融机构在发放贷款、售卖金融产品时更要
加强风险意识，投资者和消费者获得金融服
务、购买相关金融产品时也要小心谨慎。

良好的公司治理是金融机构长期稳健
运行的前提。与一般工商企业相比，银行保
险机构具有外部性强、财务杠杆率高、信息
不对称情况突出等特点，刘福寿认为，要健
全银行保险机构公司治理，重点是要矫正大
股东操纵和内部人控制两种不良倾向。一
是应严格规范股权管理，严格审查股东资
质，有效识别主要股东及其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关联方、一致行动人、最终受益人。
二是切实加强股东行为约束，进一步规范股
权质押、股份转让等行为，严格控制关联交
易，防止控股股东不当干预机构经营，侵犯
中小股东权益。

资本市场防控风险与投资者保护息息
相关。陈黎君认为，资本市场优化营商环境
主要有两方面内容：一是促进资本的有效形
成，引导资源合理配置；二是有效地保护投
资者合法权益。

刘福寿认为，风险处置既是防范化解金
融风险的应有之义，也是促进风险出清的必
经之路。要压实银行保险机构主体责任，强
化股东特别是主要控股股东的义务，健全资
本补充机制，明确处置配合义务，对违法违
规的股东要依法追究责任，乃至清退离场，
坚决防止道德风险。要坚持针对不同风险
机构多措并举，精准施策，组织制定恢复与
处置计划。针对地方金融机构，要强化地方
的属地责任，支持地方政府制定并实施处置
方案，金融管理部门加强专业指导。此外，
要履行好金融管理部门的监管主体责任，借
鉴金融稳定理事会的有关要求，通过立法赋
予处置机构必要的权力，健全存款保险制度
和机构体系，充分发挥早介入、早预警、早处
置的作用。

10月份以来，浙江绍兴市和江苏徐州市相继出台“稳
房价、稳地价”政策。绍兴市发布通知称，将进一步加强土
地供应管控，建立房价、地价联动机制，加大土地供应力
度，实行差别化供地。严格执行“限地价、竞配建”政策，
严格控制溢价率和楼面地价。徐州市提出，将科学控制土地
供应规模、结构和时序，坚持“一区一策”精准调控，针对
交易热点地区精准投放，加大住宅用地供应量，优先满足刚
需，稳定市场预期。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近日发布的《全国百城居住用地
价格报告》显示，今年下半年，全国至少有14座城市出台
了稳地价政策，包括宁波、南京、东莞、无锡、杭州、沈
阳、常州、成都等。专家表示，这些政策的出台，是因为今
年二季度以来，部分城市房地产市场和土地市场反弹比较明
显，导致政策进一步收紧。

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9个月，全国房
地产开发投资103484亿元，同比增长5.6%。房地产开发企
业土地购置面积15011万平方米，同比下降2.9%；但土地成
交价款9316亿元，增长13.8%，增速提高2.6个百分点。

《全国百城居住用地价格报告》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
100个城市居住用地价格为5937元/平方米，同比上涨6.9%；
4个一线城市居住用地价格为 17268 元/平方米，同比上
涨19.0%。

专家表示，这些城市密集出台土地市场和房地产市场调
控政策，反映了政策层面稳定房价和地价的决心，将进一步
把稳地价落到实处，从而实现稳房价、稳预期的目标。

自2004年以来，我国逐步实施市场化土地出让方式，
通过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出让土地。据测算，这些年来，
我国土地购置均价占商品房销售均价的比重不断上升，目前
占比在60%左右。因此，要控制房价上涨，必须从地价这
个源头发力。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土地出让收入在地方政府财政收入
中仍占较大比重，在经济发展方式没有彻底转变的情况下，
很难遏制地方政府的卖地冲动。专家表示，要从根本上解决
这一问题，必须降低土地出让收入在地方财政中的比例，切
实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开拓其他渠道。

14城出台稳地价政策
稳楼市从源头发力
本报记者 黄晓芳

种植面积超全球四成
苹果产业热议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常 理

目前，我国是世界第一大苹果生产国。苹果种植面积超
3000万亩，产量超4000万吨，分别占世界苹果种植总面积的
42.2%、总产量的45.5%，并已形成环渤海湾、黄土高原两个优
势产区，黄河故道重要产区及新疆等特色产区。苹果全产业
链从业人员超过3000万人，每亩平均收入5000元以上。这
是记者从日前在山东栖霞市召开的“2020年中国苹果产业高
质量发展大会”上获悉的。

当前，我国苹果产业发展形势喜人，但也应该看到，一些
制约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问题也愈发突出。比如，栽培模
式落后，树体管理技术繁琐；土肥水管理不科学，果园可持续
生产能力不强等。中国农业科学院成果转化局副局长冯艳秋
表示，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提高营养水平等方面，苹果产业
高质量发展前景广阔。

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创新工程支持下，中国农业科学院果
树研究所于2016年启动“苹果高质量发展技术集成与示范工
作”，并已取得了初步成效。

大会期间还组织了全国优质苹果大赛。相关领域知名专
家组成苹果鉴定专家组，对10个省份、41个县的相关企业、
专业合作社和种植大户选送的405份样品，从外观品质、果肉
质地与色泽、口感风味、可溶性固形物、果实香气等方面指标，
开展专业化评审，评比产生了59项金奖。比赛为各地发展苹
果产业树立了榜样，助推地标性果品品牌建设，引领苹果产业
走向高质量发展。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拥有对
江苏信锐投资有限公司不良债权，截至2020年8月20日，
债权总额为4,836.14万元，其中本金1,831.1万元，重组宽
限补偿金3,005.04万元。担保措施为：江苏信锐投资有限
公司开发的位于江苏省滨海县县城幸福路北侧、人民北路
东侧“万锦豪庭一期”项目的5套住宅、11套商业，总建筑面
积1,987.19平方米的在建工程提供抵押担保；江苏信锐投
资有限公司48%股权提供质押担保，由江苏永林油脂化工
有限公司、徐永林、陆苏兰、徐建彬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上述债权资产拟在华融中关村不良资产交易中心股份
有限公司公开挂牌转让。挂牌底价为1,300万元。

挂牌期限：2020年10月26日至2020年10月28日。
公开挂牌公告期、挂牌周期、交易规则、交易条件等

具体信息以华融中关村不良资产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公
示为准（www.chamcfae.com），意向投资人可登录网站
查询。

联系电话：
华融中关村不良资产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刘女士 010-57780775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
黄先生、韩先生 0431-89291606、89291509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雷女士，联系

电话：0431-89291517。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

2020年10月27日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
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四

川监管局批准，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

证》，现予以公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龙泉驿支行

机构编码：B0007S251010012

许可证流水号：00716652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

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

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08月24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北泉路936号、938

号、1018号33栋附203号

发证日期：2020年10月21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

管局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网站（www.cbirc.gov.cn)查询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
关于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位于郑州市中牟县某生活超市开业在即，面对
大量的零钞备付难题，超市负责人一筹莫展。交通
银行中牟县支行获知这一消息后，主动提出超市兑
换零钞服务，仅用一天时间，就为超市兑换1元、5
角等小面额零钞共计10万余元，为超市顺利开业
提供了现金保障。这只是交通银行河南省分行秉承

“以客户为中心”理念，破解小面额现金需求难题的
一个缩影。

创新现金管理机制，提高小面额现金
弹性服务能力

今年人民银行将河南作为1元硬币单一投放
地区，1元纸现金服务工作越来越考验着当地银
行。交通银行河南省分行从市场需求出发，主动走
进大商超市、农贸市场等，经过广泛调查、数据分
析，从20元以下网均各币种的最低库存数量、小面
额现金服务预约机制等方面，精准制定小面额现金
市场供给机制，保证各网点小面额现金充足备付，

确保网点附近群众日常的零钞兑换需求，提升小面
额现金弹性服务能力。此外，分行还对网点附近的
餐饮、零售商户进行走访调研，制定个性化现金服
务机制，满足此类客群日常零币兑换、清分存储等
需求。9月末，分行累计投放20元以下各类现钞共
计534.01万张（枚），其中1元硬币123.93万枚，支
持超过一百五十家小商户的日常交易找兑。

创新服务模式，满足核心企业大额零
钞兑换需求

对于当地一些核心企业来说，现金使用场景集
中、货款处理难已成为经营痛点。交通银行河南省
分行探索实施前后台联动的服务模式，作出“大额
零钞由后台直接清分现金”的机制调整，为客户提
供一站式现金清分服务，帮助企业有效解决零钞兑
换难题。目前，分行凭借高效强劲的现金清分能力
成为郑州市地铁某线路硬币清分合作银行，赢得了
客户的称赞。（数据来源：交通银行河南省分行）

交通银行河南省分行：

创新机制与服务模式，破解小面额现金需求难题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