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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已有13家公司完成退市——

A股优胜劣汰良性局面加速形成
本报记者 周 琳 马春阳 钱箐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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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173家机构1473.19亿美元额度获批

QDII额度发放实现常态化
本报记者 姚 进

新一轮退市制度的威力正在显现。6月

2 日，*ST 北讯、*ST 斯太以及天翔环境 3 家

公司被终止上市。作为退市新规首个执行

年度，今年已有13家公司完成退市。交易类

强制退市和财务类强制退市增多的现象充

分说明，A 股市场优胜劣汰的良性局面加速

形成。

退市新规显威力

完善的退市制度是股市的“净化器”和

“稳定器”。2020 年 11 月 2 日，《健全上市公

司退市机制实施方案》获审议通过，沪深交

易所也于 2020年 12月 31日发布实施新修订

的退市制度。

与过去相比，退市新规设置了财务类红

线、交易类红线、规范类红线、重大违法类红

线，退市标准更具可执行性、包容性，退市流

程大幅简化。其中，组合类财务指标替代单

一财务指标，“面值退市”指标改为“1 元退

市”指标，取消交易类退市情形的退市整理

期设置等。

自1999年以来，A股共有80家公司被强

制退市，平均每年不足 4家，而同期年均 IPO

公司数为157家。在新股发行核准制下，“壳

资源”稀缺，“保壳”动机使退市过程反复，市

场出清效率低下，助长投机风气。

退市新规实施以来，A 股多元化退市渠

道更加畅通，“僵尸企业”加速出清。今年以

来已有 13 家公司完成退市，具体看，有 5 家

公司触及财务类退市指标，7 家触及面值退

市指标，1 家被“吸收合并”而退市。在新一

轮退市制度发挥效力以及严监管形势下，A

股“不死鸟”公司、“久拖不退”、花样“保壳”

等退市难题正得到有效缓解。

“新一轮退市制度落地以来，最大的亮

点是强调‘1元退市’情况，市场炒壳、保壳的

情况更少。”申万宏源证券首席市场专家桂

浩明认为，新规出台后对业绩差、勉强维持

生存的公司形成压力，未来这类公司将由市

场选择来决定去留。与财务指标退市、公司

经营违规行为退市相比，“1 元退市”带有投

资者主观判断特点。今年以来，“1 元退市”

公司的占比增大。从目前情况看，更多投资

者从市场长期发展角度看对新退市制度日

趋认可。

中航基金首席投资官邓海清表示，新一

轮退市制度极大缓解了 A 股市场退市难的

“肠梗阻”，有利于清退劣质企业，提高上市

公司质量，促进股市新陈代谢和长期健康发

展。为接下来注册制的全面推行做准备，也

可震慑上市公司，激励上市公司规范经营和

管理，改善盈利状况。

配套制度要跟上

退市新规带来的变化显而易见，但“应

退尽退”并不意味着“一退了之”，需要市场

各方形成合力，强化对违法违规行为的立体

化追责，切实保障投资者合法权益。

中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邓淑斌表示，除

了退市制度之外，目前提升资本市场资源配

置效率主要体现在“资本市场体系建设”“投

资者引导”两方面。既要完善多层次资本市

场，又要通过注册制改革放宽准入渠道、提

升上市公司质量，还要注重对于投资者的引

导，减少市场非理性因素。

邓淑斌认为，在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

上，要注重“层次明晰”，对于创业板、科创板

等场内市场注重企业定位、服务制度的差异

化，只有形成明晰的市场定位，投资人与企

业间的资金融通才更有效率。不能只关注

构建“池子”，还要注重“引流”，让市场活跃

起来，才能真正更好服务实体经济。还要完

善股权投资机构的退出机制，切实保护投资

人利益，让“池子”的流动性更充足。

以完善的审计制度为代表的信息披露

制度也很重要。在被业界称为“史上最严年

报审计”的 2020 年年报审计过程中，被实施

退市风险警示的上市公司增加约30家，审计

机构功能得到较好发挥。

粤开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陈梦洁表

示，常态化退市机制落地需要资本市场中

其他制度的完善与配合，还需要相应配套

的法律保障。退市不是一退了之，尤其是

存在财务造假等重大违法违规行为的，相

应责任人应承担法律责任。

“新证券法的发布实施、信息披露制度

的规范等都是对资本市场生态系统的完

善，也是对常态化退市机制的有效支持。

只有真正做到市场‘有进有出、优胜劣汰’，

上市公司的质量才会得到保障，投资者利

益才会受到保护，才能推动金融市场繁荣

发展。”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雳说。

桂浩明表示，除了面值退市之外，未来

还可引入交易状况等指标退市，对流动性

一直不佳、鲜有人问津的“仙股”公司形成退

市压力。又如，未来可引入换手率等相对量

指标来完善退市制度。

主体责任需分清

上市公司是实体经济的“基本盘”，完善

退市制度也好，修改信息披露制度和新股发

行 制 度 也 罢 ，根 本 目 的 是 提 高 上 市 公 司

质量。

上市公司的优劣交由投资者判断，而提

高上市公司质量，上市公司必须承担起主体

责任。深圳证券交易所理事长王建军认为，

提高上市公司质量首先要求公司自身不作

假，不做假账、不说假话，给投资者一个真实

的上市公司；其次，不越界，守底线、负责任，

做守法合规、诚实守信的上市公司；再次，重

回报，管理好企业，回报好投资者，做受人尊

敬的上市公司；最后，抓主业，不盲目扩张、

不粗放发展，做科学治理、稳健经营的上市

公司。

遵纪守法是上市公司健康发展的最低

标准之一。诺亚控股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夏

春认为，在注册制下，上市公司“宽进宽出”，

重要的不是退市数量，不能理解为“退市公

司越多越好”，更应关注的是上市公司质

量。从法律制度看，上市公司自身除了遵守

资本市场各项规章制度之外，还要严格遵守

新证券法和刑法修正案。

夏春认为，部分上市公司侵害中小股东

利益的具体形式虽然多种多样，但大多还是

反映在信息披露违规，特别是财务造假方

面。2020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与新证券法

相衔接，大幅提高了欺诈发行、信息披露造

假、提供虚假证明文件和操纵市场等四类证

券期货犯罪的刑事惩戒力度，强化对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等“关键少数”的刑事责任追

究，压实保荐人等中介机构的“看门人”职责

等，为上市公司退市后的投资者赔偿等举措

带来更多法律依据。

近日，中国农业银行表示，“十

四五”期间，将向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范围内各类经营主体提供 1000 亿

元意向性信用额度；农业农村部、国

家乡村振兴局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协力推进金融

服务乡村振兴；多部门联合发布《关

于金融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

的意见》……一系列金融服务“三

农”的重磅讯息表明，大量金融活水

将持续流向乡村，为满足乡村振兴

多样化投融资需求提供重要支撑。

乡村振兴是篇大文章，离不开

真金白银的投入。随着农业生产规

模化、现代化及产业化程度的逐年

提高，农业生产对资金的需求将逐

年上升；在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

新征程中，智慧化农业管理系统的

购买与搭建、农村基础设施的更新

升级、人居环境的整治与完善、特色

乡村文化的转化与发展，等等，无不

需要资金支持。据农业农村部初步

测算，“十四五”乡村振兴资金需求

将比“十三五”有较大幅度增加。这

么大的资金需求，不仅需要财政优

先支持，更需要金融的积极参与。

近年来，中央出台了不少金融

服务“三农”的政策措施，各地政府

也积极探索，农村金融得到了蓬勃

发展。不过，金融在流向乡村振兴

领域的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和短板，农村金融服务不平衡问题

依然存在。特别是在土地金融服

务、农村基础设施融资服务、农业新业态和新型“三农”客户服

务等重点领域。一边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释放出巨量的消费

和投资需求，一边是金融资源城乡分布失衡的问题仍比较突

出，解决之道，便是农业农村部门和金融机构要同频共振，创

设政策、创新机制、创造产品，让金融更好服务“三农”。

一方面，农业农村部门要做好对接支持，引导金融机构加

大对“三农”发展重点领域的支持力度，特别是要聚焦粮食安

全、农业产业融合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

育、脱贫人口小额信贷等方面；另一方面，金融机构要发挥资

金、技术、网点和综合经营优势，推动创新金融支农模式，加大

信贷投放力度，提升金融服务水平，提高融资能力，拓宽融资

渠道，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支撑。

此外，还要加快建立健全农业农村部门与金融机构的协

同推进和信息共享机制，建立主体名单制、共享农业农村大数

据、共享重大项目政策等信息沟通机制，充分发挥双方优势，

提供与农业农村改革发展相匹配的金融产品与服务，让农业

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近年来，一些地方积极探索与金融机构的深度合作，在增

加农村金融服务供给、满足农村信贷需求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比如，甘肃省建立农村金融综合服务室、黑龙江省开展

“农业大数据+金融”、浙江省开展“无感授信”服务，等等。可

以预见，更多金融活水流向广袤乡村、“贷”动乡村振兴，必将

绘就更加绚烂的田野图画。

本版编辑 孟 飞

近期，外汇市场接连迎来重磅政策信

号。继 5 月 31 日中国人民银行将金融机构

外汇存款准备金率上调2个百分点至7%后，

6 月 2 日国家外汇管理局一次性向 17 家合

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发放了 103 亿美

元额度，涵盖了基金、证券、银行、保险等各

主要类型金融机构。

“这是有史以来单次或单月批准额度最

多的一次。”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

涛表示，加快QDII额度发放，有助于构建金

融双向开放新格局，也有利于疏导境内主体

多样化境外资产配置需求，为境内金融机构

提升境外投资能力提供机会。这也体现了

相关部门围绕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

水平上基本稳定的目标，采取增加汇率弹

性、有序扩大金融市场双向开放的外汇政策

“组合拳”思路。

据了解，QDII 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QFII/RQFII）制度一道，是中国资本市场

双向开放的重要机制。自 2006 年实施以

来，该制度在推动我国金融双向开放、拓宽

境内居民投资渠道，以及培育国内金融机构

业务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也

较好地防范了境内主体境外投资的风险，跨

境资金流动总体相对平稳有序。

如今，我国 QDII 额度发放已实现常态

化、规则化，QDII额度发放的投资主体种类

也日益丰富。本轮额度发放后，外汇局已累

计批准 173 家 QDII 机构投资额度 1473.19

亿美元。

近年来，外汇局在推动金融市场高水平

开放方面成效显著。在先后出台政策取消

QFII/RQFII 投资额度限制、便利境外机构

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等境内证券市场对外

开放的同时，坚持常态化、规则化发放 QDII

额度，进一步向外界表明中国对实现经济平

稳增长以及稳妥应对复杂外部环境变化的

坚定决心和信心。此外，坚持常态化、规则

化发放 QDII 额度，也能为境内金融机构提

升境外投资能力提供机会，促进跨境资产管

理行业进一步发展。

“后疫情时代全球政治经济仍面临较大

不确定性，国际金融市场波动也可能进一

步上升，客观上对境内投资者境外金融投

资管理能力和风险管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

求。”外汇局相关负责人建议，QDII 机构

应有序开展境外投资业务，审慎经营决

策，推动产品和投向多元化布局，不断优

化境外资产配置，切实有效管控境外投资

风险。

6 月 5 日是“世界环境日”。6 月

4 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中国环境

资源审判（2020）》和《中国环境司法

发展报告（2020）》。报告指出，环境

公益诉讼案件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案件增幅明显。2020 年，全国法院

审结社会组织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

诉讼案件 103件，同比上升 77.6%；审

结检察机关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案

件 3454 件，同比上升 82.3%，审结生

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案件 62 件，同

比上升72.2%。

统计数据的变化，源自人民法院

更强化事前预防性司法和事后恢复

性司法的应用。以湖南省益阳市人

民检察院诉夏顺安等 15人非法采矿

民事公益诉讼案为例，人民法院在另

案追究非法采砂犯罪行为刑事责任

的同时，发挥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

功能，判令当事人赔偿非法采砂造成

的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损害。

在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检察院诉

广州市花都区卫洁垃圾综合处理

厂、李永强固体废物污染环境民事

公益诉讼案中，垃圾综合处理厂长

年、大量倾倒未经处理的垃圾以及

垃圾焚烧后产生的炉渣，造成租用

农地严重受损，生态环境修复费

用、服务功能损失等高达 1.31 亿余

元。人民法院依法判令垃圾综合处

理厂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

其实际投资人承担补充责任并另案

追究刑事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临萍介

绍，人民法院创新审判执行方式，完

善配套机制，包括探索建立“恢复性

司法实践+社会化综合治理”机制，

依托智能化建设和生态修复基地建

设，开展多元化的生态修复；充分运

用环境资源审判专家库和专家辅助

人制度，丰富事实查明规则；鼓励各

地探索设立专项资金账户，保障生态

环境修复资金安全。

“环境资源司法规则供给更加密

集，系统性更强。”全国政协社会和

法制委员会驻会副主任吕忠梅建

议，要完善环境审判机构的设立和

优化布局，统一受案范围、审理程

序，健全“三审合一”“区域流域协

作”等审理机制；构建生态环境行

政案件的合法性审查与合理性审查

的生态标准，明确司法审查的绿色

导向。

生态环境治理需多部门协调联

动和多元共治。据了解，最高法推进

构建与检察机关、公安机关、行政执

法部门的协调联动机制，与生态环境

部等部门联合出台《关于推进生态环

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若干具体问题

的意见》。同时，构建多元解纷机制，

充分发挥行政调解、行政裁决、人民

调解、磋商等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

作用，加强与司法确认的衔接配合，

形成环境资源保护合力。

杨临萍表示，人民法院将全面贯

彻损害担责原则，提高环境违法成

本，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助推实现碳

达峰、碳中和目标。

提高违法成本助推实现“双碳”目标——

环境审判将全面贯彻损害担责原则
本报记者 李万祥

6月 2日，俯瞰江

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上

溪乡横溪村，乡村公

路 穿 境 而 过 。 近 年

来，当地致力于打通

“断头路”、拓宽“瓶颈

路”、铺平“坑洼路”、

延伸“产业路”，改善

交通运输，助推乡村

振兴。

刘浩军摄

（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