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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市场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
本报记者 祝惠春

助力科创企业融资
12 月 7 日，新致软件正式登陆科创板，
成为科创板第 200 家上市公司，开启了“科
创板 200+”
的新征程。
截至 12 月 25 日，今年科创板新上市
141 家公司，融资额 2179.21 亿元，占同期 A
股融资总额近一半。从无到有，
短短一年半
时间，科创板从小苗长成大树，科创板上市
公司总数量已达 211 家。
“这表现出一种趋势：上市公司的增量
部分聚焦科创企业。”
中大期货副总经理、首
席经济学家景川表示，科创板自设立以来始
终立足于支持和鼓励“硬科技”企业上市融
资，成为我国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
“助推器”
，为科研成果资本化带来
便利，推进了中国证券市场与标准化的国际
市场接轨，进一步提升了中国资本市场的国
际竞争力。
不仅科创板，2020 年 8 月 24 日，创业板
改革并试点注册制落地，注册制改革从增量
改革走向存量改革。截止到 2020 年 12 月
25 日，创业板通过注册制发行上市公司已
有 61 家,IPO 合计融资 648.13 亿元。
至此，我国资本市场形成了从科创板到
创业板、再到全市场的注册制
“三步走”
改革
布局，对科创企业的包容性增强，上市的效
率更高、更加透明、更可预期。

向制度型开放转变
2020 年 ，我 国 金 融 开 放 进 程 明 显 加

快。资本市场稳步推进市场、产品、机构
的全方位开放。
深港通、沪港通、债券通、取消 QFII
额度限制，以及与全球知名的股票和债券
指数公司开展合作等一系列开放举措，
使
得跨境资本流动自由化程度明显提升，
外
资参与中国资本市场的便利性不断提升，
参与程度不断深化。
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表示，
证监会在
稳步放开跨境投融资限制的同时，
更加注
重制度规则的深层次对接，
不断增强政策
可预期性和稳定性，
推动中国资本市场从
局部管道式开放向全面制度型开放转变。
目前，已有 8 家外资控股证券公司获
批，首家外资全资基金公司已成功落地。
外资私募基金公司进入我国已成趋势，
证
券基金期货行业开放水平不断提高。
有关人士表示，下一步，将继续推进
市场和产品开放。在现有沪深港通、
QFII、RQFII 等方式基础上，研究推出更
多外资参与境内市场的渠道和方式，
提高
A 股在明晟等国际指数中的纳入比例。
“制约我国资本市场更快更稳发展的
一个主要因素是机构投资者占比还不够
高，而更多引入境外成熟机构投资者是一
条见效快的途径。
”
业内人士表示，
监管层
将 建立健 全境外企业在 境内 市场发行
CDR、在境内第二上市等制度，为我国资
本市场引入更多优质上市公司。
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刘锋表示，
开
放中能否实现市场稳定发展，
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监管能力，
特别是跨境监管能力的
提升。要完善跨境资本流动监测，
建立健
全数据通报、投资者保护等方面的跨境监
管合作和执法机制，
为实现更高水平开放
提供坚强保障。

市场生态明显改善
2020 年，面临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
多重不利因素影响,A 股市场保持了总体
稳定,韧性增强，
重点领域风险趋于收敛。
以股票发行注册制为龙头的资本市场
全面深化改革，
带来资本市场整个生态的

最近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
调，党政机关要坚持过紧日子。党政机
关过紧日子是老传统，但今年格外不
同寻常，不仅十分重要，而且非常
必要。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国
内外经济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今
年以来，我国坚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
策，包括提高赤字率，发行 1 万亿元抗
疫特别国债，减税降费为企业减负超
过 2.5 万亿元，等等，对推动经济复苏
增长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当前经
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世界经济形势
依然复杂严峻，财政收入增长面临较
大压力。
明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
有特殊重要性的一年，促进科技创
新、加快经济结构调整、调节收入分
配等一系列重点支出需要保障，保持
适度支出强度，需要更多财政资金，
收支矛盾较为突出。
在此情况下，中央强调党政机关
要坚持过紧日子、带头过紧日子尤为
重要。越是收支矛盾突出，越要带头
过紧日子。各级党政机关要继续发扬
好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
以随时应对各种风险挑战。
今年，中央政府部门带头过紧日子
成效明显：中央本级支出下降 0.2%，其
中非急需非刚性支出压减 50%以上，地
方财政也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继续压
减“三公”经费。
好钢要用在刀刃上。明年，进一步压减相关开支势在必
行，尤其是要继续压缩一般性支出，不该花的钱坚决不花。要
在今年已压减基础上进一步压减一般性支出，包括继续强化
“三公”经费管理，大幅压减办公楼和业务用房建设及修缮支
出、会议费、办公设备购置费、差旅费等非刚性、非重点支
出，堵住“跑冒滴漏”，确保用好每一分钱。省出来的钱可更
好地用于保障对科技创新、结构调整、改善民生等关键重点领
域的支出。
党政机关过紧日子是我国长期的方针政策，不是短期的应
对措施。因此，建立开源节流长效机制至关重要。要加快转变
政府职能，大力推进“放管服”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
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使有限资金产生更大的政策撬动效应。同
时，还要进一步科学、准确地编制预算，强化预算与评审绩效
挂钩的机制等，进而更好更充分地发挥财政对于国家治理的支
柱作用。
党政机关坚持过紧日子，既是应对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挑
战的积极举措，也是推动积极财政政策提质增效、更可持续的应
有之义，有助于推动经济持续恢复，更好地护航高质量发展。

李华林

曾几何时，
资本市场在中国经济中是个
“小池塘”。到今天，经过 30 年的发展，我国
资本市场已成长为辽阔海洋。截至 2020 年
12 月 25 日，A 股市场上市公司数量已突破
4133 家，
成为全球第二大股票市场。
上海证券交易所今年总市值首次超过
日本东京证券交易所，成为全球第三大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试点注册制启动，新三板精
选层拉开大幕，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取得
突破性进展……我国资本市场正在发生深
刻的结构性变化。

变化，
也带来市场投资力量和投资理念的变革。
2020 年，境内专业投资力量日益发展壮
大，无论是持仓还是成交占比都创新高，投资
者结构出现边际改善。
从交易情况看，2019 年初至今年 11 月
底，境内专业机构 A 股交易金额合计约 112 万
亿元，占全市场交易金额的比例为 17.75%，较
2018 年上升 1.34 个百分点。
从持仓情况看，截至今年 11 月底，境内专
业机构持有A股流通市值合计11.50万亿元，
较
2018 年末增加 6.26 万亿元，
增长 1 倍多。境内
专业机构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占比 17.83%，较
2018年末上升3.47个百分点。
在投资者结构中，
改善的最大亮点是公募
基金。截至 11 月底，公募基金持有 A 股流通
市值的占比较 2018 年底上升 2.63 个百分点，
达到 6.67%。在优化公募基金注册机制、完善
保险公司权益类资产配置监管、银行理财入市
取得积极进展等务实举措推动下，A 股投资的
专业化水平有所提高。
“公募基金规模快速扩大的同时，公众也

更加认可公募基金的投资能力，
两者逐步形
成了良性互动。
”
刘锋表示，
对标美股个人投
资者，
也经历了从青睐股票到投资普通公募
基金、ETF 基金的投资风格转变，A 股成熟
理性的投资文化正在形成。
2020 年，对资本市场违法犯罪行为“零
容忍”全面落实，市场生态也明显改善。12
月 26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
过了刑法修正案（十一），将于 2021 年 3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此次刑法修改，
与以信息披
露为核心的注册制改革相适应，
和证券法修
改相衔接，大幅提高了欺诈发行、信息披露
造假、中介机构提供虚假证明文件和操纵市
场 4 类证券期货犯罪的刑事惩戒力度，为打
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
资本市场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截止到 11 月底，
今年以来被证监会立案
调查的上市公司已超过80家。
“涉嫌信息披露
违法违规”
是上市公司被立案调查的最主要
原因。此外，
监管层不断压实发行人、
中介机
构的责任,信息披露质量初步得到市场验证。

党政机关要坚持过紧日子

机构投资者占比提升，对外开放不断扩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