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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两会瞄准5G等“新基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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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见习记者 吴晓璐

1月 13日，记者从证监会获悉，
为推动新三板各项改革措施平稳落
地，依据《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
办法》（以下简称《公众公司办法》）

《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信息披露办法》），证
监会对新三板定向发行格式准则两
项文件进行修订，同时发布了创新
层、基础层年报格式准则两项文件，
共四项文件，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不愿具名的新三板资深研究人士
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四项文件主
要是完善了差异化信披要求，提高信
息披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同时鼓励
公司结合自身所处行业进行信息披
露，满足投资者的多元化信息需求。

修订的两项文件分别是《非上市
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第 3号—定向发行说明书和发行情
况报告书》《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

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4号—定向发
行申请文件》（以下统称定向发行格
式准则）；制定的两项文件分别是《非
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
准则第 9号—创新层挂牌公司年度
报告》和《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
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0号—基础层挂
牌公司年度报告》（以下统称创新层、
基础层年报格式准则）。

证监会表示，本次修订定向发行
格式准则，主要依据《公众公司办法》，
调整了以下四方面内容：一是统一定
向发行的要求，将信息披露及申报文
件要求的适用范围扩大至全体公众公
司；二是完善信息披露内容，明确了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等方面的披露要求，
细化了募集资金用途等披露要求；三
是督促中介机构勤勉尽责，补充了对
中介机构发表意见的要求；四是继续
推进简政放权，明确挂牌公司申请定
向发行需要履行行政许可的，由全国
股转公司先行出具自律监管意见，作

为申请行政许可的必备文件。
证监会表示，本次制定创新层、基

础层年报格式准则，主要依据《信息披
露办法》，细化创新层、基础层挂牌公
司的年度报告披露要求：一是明确创
新层、基础层年报的差异化披露要求，
同时对披露内容进行适当简化。二是
借鉴科创板改革成果，以投资者需求
为核心，提升年报信息披露的可读性、
有用性。三是从中小企业特点出发，
强化对创新层、基础层公司经营业绩
影响较大的风险因素的披露。

记者注意到，在创新层、基础层
年报格式准则中，均提到“鼓励公司
结合自身特点，以简明易懂的方式披
露对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决策
有用的信息。”这与3月1日即将实施
的新证券法要求相吻合。新证券法
在信息披露章节，对信息披露义务人
披露的信息新增了“简明清晰，通俗
易懂”的要求，要求上市公司提高信
披质量，信披内容需要接地气。

证监会修订和发布新三板四项文件

鼓励创新层基础层公司年报“简明易懂”

安 宁

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
问题成为今年“1号”工作。

1 月 7 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
展委员会召开了2020年第一次会
议，会议主题就是研究缓解中小企
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并部署相
关工作；1 月 13 日，在国务院新闻
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银保
监会副主席祝树民表示，要切实缓
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持
续加强民营企业金融服务。

笔者认为，金融委开年首次会
议聚焦中小企业融资问题体现了
中央对中小企业发展一如既往的
重视，而会议中提出的具体举措也
有望给服务中小企业的金融机构
营造一个愿贷、敢贷、能贷的良好
政策环境。在今年良好的政策环
境下，银行和资本市场将成为缓解
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重要平台。

从银行来看，不断优化银行的
服务体系，加强对中小企业的金融
服务，推动银行建立对民营企业的

“敢贷、愿贷、能贷”长效机制是今
年的重点工作。

一直以来，银行在缓解中小企
业融资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银保监会的数据显示，到2019
年末，通过鼓励银行对普惠金融单
列信贷规模、实现内部资金转移定
价，加大续贷支持、提高信用贷款占
比等多种方式，普惠型小微企业贷
款余额达 11.6 万亿元，同比增长
25%，有贷款余额户数2100多万户，
较年初增加380万户，新发放普惠型

小微企业贷款平均利率较2018年平
均水平下降0.64个百分点。

同时，近日银保监会召开的
2020年全国银行业保险业监督管理
工作会议，对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问
题也提出了具体的举措。会议指出，
抓紧出台商业银行小微企业金融服
务监管评价办法，普惠型小微企业贷
款综合融资成本要再降0.5个百分
点，贷款增速要高于各项贷款平均增
速，5家大型银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
款增速高于20%。强化对民营企业
特别是民营制造业企业金融服务，突
出支持先进制造业和产业集群，重点
纾解有市场前景企业的流动性困难。

笔者认为，今年银保监会对中
小企业的支持政策更加“接地气”，
接下来就是如何把这些政策用好、
用实，让中小企业感受到实实在在
的融资便利。

此外，笔者认为，在缓解中小
企业融资难问题上，资本市场也是
大有可为的。

从推进新股发行常态化、优化再
融资制度、推动并购重组市场化改革，
到支持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发行公司
债券；从交易所市场的主板、中小板、
创业板，新三板，到推出科创板；从证
券行业支持民企发展系列资管计划，
到募集资金专门用于纾解民企融资困
境和股权质押风险等，多层次资本市
场的融资“大网”以多元化方式为中小
企业提供强大的融资平台。

笔者认为，2020 年，银行携手
资本市场将为优质中小企业的融
资插上“翅膀”，助力中小企业逐渐
渡过融资难关。

银行资本市场齐发力
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

本报记者 刘 琪

1月 13日，央行发布公告，目前
银行体系流动性总量处于较高水平，
当日不开展逆回购。值得关注的是，
2020年以来，央行持续暂停逆回购，1
月 13日也是央行自 2019年 12月 24
日以来，第14个交易日暂停逆回购。

多位专家表示，当前资金面水位
偏高是央行连续暂停逆回购的直接
原因。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陶金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由于今年 1月 6日降准正式落
地，释放长期资金 8000多亿元，银行
体系流动性持续处于较宽裕的局面。

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
也对《证券日报》记者指出，降准的落
地使得近期市场流动性持续处于较
为充裕水平——截至 1月 10日，1月
份以来DR007均值已降至 2.09%，不
仅较上个月进一步下行，而且明显低
于央行2.5%的7天期逆回购利率。

“尽管DR007和 Shibor等指标在
近几日有所上升，但仍低于去年大部
分时间的平均水平，都位于低位。”陶
金表示，近期并无大规模逆回购到
期，资金回笼小，因此流动性总体处
于高位，央行根据及时预调微调的原
则，暂时并未加大投放。

当前临近春节，央行是否会在近

两周加大投放来“摆渡”节前的流动
性？王青认为，伴随春节临近，市场
流动性将出现收紧态势，央行仍有必
要搭配开展不同期限的逆回购操
作。若未来数日 DR007 均值升至
2.5%以上，预计央行将恢复向市场投
放流动性。

陶金认为，尽管目前流动性较宽
裕，但集中缴税、地方债集中发行等
因素依然将影响 1月份银行间市场
流动性，1月份流动性投入依然具有
必要性。因此，预计央行将根据加强
逆周期调节，及时进行预调微调投入
流动性，逆回购、MLF、TMLF等具体
手段均有可能。

央行连续14个交易日暂停逆回购
专家认为1月份依然有注入流动性的必要

本报记者 张 颖

1935.07点，刷新33个月新高。
周一，在多重利好因素的推动

下，创业板指上涨 1.62%，报收于
1935.07点，创出了自 2017年 4月 10
日以来的新高。

可以看到，2020年以来，创业板指
异军突起，屡创新高，累计年内涨幅达
7.62%，远远跑赢同期上证指数和深证
成指2.15%和5.84%的年内涨幅。

回顾刚刚过去的 2019 年，创业
板指从 1250.62 点启动，全年上涨
43.79%，最终登上全球主要股指年度
涨幅第一的宝座。

《证券日报》记者通过对业内人
士观点的梳理发现，创业板指上涨的

逻辑主要来源于三方面：
首先，创业板迎来多项政策利

好。近期，先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
提创业板改革，再是《深圳市建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行动
方案（2019-2025 年）》明确指出，要
推动创业板注册制改革早日落地，做
好深市全面实施注册制改革的准备
工作。紧接着第五次修订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获得十三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表决通过，新
修订的证券法将于 2020年 3月 1日
起实施，明确全面推行注册制。利好
政策的加码无疑成为推动创业板指
率先走强的主要动力。

其次，科技股启动带动了创业板
的大幅上涨。2019年是科技股的盛

宴已成为业内共识。创业板是培育
中国创新型成长性高科技企业的摇
篮。前海开源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
认为，创业板经过了几年调整之后，
确实已经调整得比较充分。从估值
上来看，也具备了一定投资吸引力。
现在A股市场的慢牛行情已经启动，
在创业板股票中也有一些比较好的
科技股值得关注。

第三，创业板上市公司业绩逐步
好转。据统计，剔除乐视网后，2019年
前三季度创业板公司平均实现营业收
入13.81亿元、净利润1.22亿元，同比
分别增长10.01%、6.30%，环比分别增
长12.86%和25.70%。业内人士普遍
认为，创业板公司成色足、潜力大，利
润增速重回升势，发展动能依然强劲。

创业板指刷新33个月新高
飙升背后蕴藏三大投资逻辑

依新证券法治市
增强资本市场活力与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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