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A22 2020年5月29日 星期五

本版主编 姜 楠 责 编 陈 炜 制 作 曹秉琛
E-mail:zmzx@zqrb.net 电话 010-83251785

本报两会报道组 陈 炜

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相关
工作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5月27
日，证监会就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
册制的4部规章草案公开征求意见
结束，这意味着创业板改革很快将
进入实操阶段。与此同时，5月27日，
根据国务院金融委办公室消息，将于
近期推出11条金融改革措施，其中提
到“出台《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
册管理办法（试行）》等4部规章，发布

《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8项主要规
则，推进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建
立健全对创业板企业的注册制安排、
持续监管、发行保荐等配套制度”。

全国人大代表、深交所理事长
王建军此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是多
层次资本市场“存量+增量”改革的
一次重大探索。目前，改革各项准
备工作已基本就绪，交易所层面的
业务规则已经上报，内部业务流程
已经就绪，全市场技术准备即将完
成，廉政建设同步推进。

多位两会上市公司代表在接受
《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此番创
业板改革以实施注册制为主线，系统
完善发行、上市、信息披露、交易、退
市等市场基础制度，将进一步优化市
场功能，增强对创新创业企业的服务
能力，推动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优化上市条件
提高市场包容性

本次创业板改革的一大亮点
是，基于板块定位和创新企业特点，
大幅精简发行条件，综合考虑预计
市值、收入、净利润等指标，设置多
元丰富的上市条件，适应不同成长
阶段和不同类型的创新创业企业需
求，大幅提高创业板包容性。

“本次创业板改革对于上市条
件的优化让人印象深刻”，全国人大

代表，国瓷材料副总经理、董事司留
启向记者表示，一是完善盈利上市
标准，要求“最近两年净利润均为正
且累计净利润不低于 5000万元”或
者“预计市值不低于 10亿元，最近
一年净利润为正且营业收入不低于
1亿元”。二是取消最近一期末不
存在未弥补亏损的要求。三是支持
已盈利且具有一定规模的特殊股权
结构企业、红筹企业上市。四是明
确未盈利企业上市标准，但一年内
暂不实施，一年后再做评估。

在全国人大代表、楚天科技董
事长唐岳看来，此次创业板改革针
对上市条件进行优化，将使得市场
包容性明显提升，通过多元化上市
条件的设置，对红筹、VIE架构、未
盈利企业张开了怀抱。

“注册制改革实施后，市场选择
机制的决定性作用会进一步加强。
上市条件的三套标准考虑了盈利企
业、未盈利企业以及特殊股权企业
等，更加具有包容性，未来优质上市
公司的供给将持续增加，上市公司
也会加速分化。”全国人大代表、晨
光生物董事长卢庆国向《证券日报》
记者表示。

全国人大代表、启迪设计董事
长戴雅萍在采访中表示，“此次创业
板改革，综合考虑预计市值、收入、
净利润等指标，制定多元化上市条
件，支持不同成长阶段和不同类型
的创新创业企业在创业板上市，为
创新创业企业在发展阶段的融资拓
宽了渠道。”

而作为医药产业创业板公司代
表，全国人大代表、贝达药业董事长
丁列明认为，创业板注册制改革正
在加速医药产业升级，利好创新产
业链。“此前A股市场对企业的上市
标准较高，很多创新型药企收入和
盈利不能达标，无法借助资本市场
的力量募集急需的资金。注册制改
革后，创业板制定了多元化的上市
条件，以支持不同成长阶段、不同类

型企业上市需求，明确未盈利企业
也可以登陆创业板，这意味着许多
中小型创新药企可以通过资本市场
进行融资，为新药研发补充‘弹
药’。”丁列明表示。

持续优化信披、退市制度
推动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推进信息披露基础性制度改
革，是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的
重要内容之一。构建符合创业板上
市公司特点的持续监管规则体系，
建立严格的信息披露规则体系并严
格执行，提高信息披露的针对性和
有效性，是本次信息披露基础制度
改革的方向。

而《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以下
简称《上市规则》）作为创业板持续监
管基础业务规则，在规范上市公司信
息披露和规范运作、保护投资者合法
权益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本次改革，为落实上市、退市、信
息披露等制度改革要求，深交所同步
修订完善了《上市规则》，突出以信息
披露为中心的监管理念，从信息披露
的广度和深度两方面入手，进一步完
善“以投资者需求为导向”的信息披

露要求，帮助投资者公平、准确地把
握公司的经营现状和主要风险，引导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合规披露，推动
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上市规则》是创业板持续
监管的基础规则，为创业板平稳
运行和健康发展提供坚实制度保
障，后续配套规则的修订完善，将
进一步推动提高上市公司治理。”
全国人大代表、回天新材董事长
章锋在采访中表示，整体而言，此
次修订健全了退市机制，退市标
准和流程更优化精简，“僵尸”企
业、空壳公司从快出清，并强化了
重大违法类公司的风险警示，强
化了公司治理，提高信息披露的
有效性和针对性。

在全国人大代表、阳光电源董
事长曹仁贤看来，对财务造假和利
用信披、内幕信息操纵市场实施零
容忍，对达到退市条件的实施退市
常态化，符合证券市场改革方向。
这也将进一步提升上市公司治理水
平，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激发企业
活力，促进资本市场长期稳定发展。

“退市制度的完善突出优胜劣
汰、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理念，也加
大了对市场认可度低、持续经营能

力差等不宜继续上市公司的清退力
度，避免劣币驱逐良币。此次改革
优化了创业板的进出机制，各项制
度更丰富多元化，辅以更完善的持
续监管制度，有利于提升创业板整
体的质量及流动性。”卢庆国向记者
表示。

“此前，财务造假、内幕交易、操
纵市场等恶性违法违规行为屡有发
生，不仅破坏市场生态，更重要的是
影响投资者信心。”丁列明在采访中
表示，此次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
制坚持以信息披露为核心，更加注
重以投资者需求为导向，强化上市
公司控股股东、实控人、董监高“四
个敬畏”理念，要求上市公司严格遵
守相关法律规则，真实准确完整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维护好形象和信
誉；投资者根据上市公司披露的信
息审慎作出投资决策，形成合理价
格，从而更有效发挥市场在资源配
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此外，监管、稽
查、追责、诉讼等执法体系也将构建
完善，对于市场的害群之马将会出
重拳、用重典、坚决清除，严肃市场
纪律，维护市场秩序，切实保护好投
资者合法权益，促进资本市场的长
期健康发展。

两会代表热议创业板改革

进一步优化市场功能进一步优化市场功能
强化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理念强化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理念 本报两会报道组 邢 萌

今年全国两会上，“区块链”一词成为代表委员们
口中的高频词，作为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之一，区块链
在全球数字经济竞争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也是我国
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重要突破口。

具体来看，今年代表委员们关于区块链的建言更
多的是从产业发展全局考虑，从顶层设计到产业应用，
涵盖内容广泛。尤其是关于区块链自主创新、服务民
生等内容的讨论让人耳目一新。

加强自主创新

今年全国两会上，多位代表委员为区块链“代言”，
其中，加快区块链在关键技术、基础研究以及行业标准
等方面的突破，成为新焦点。

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农信联社党委书记、理事长
孔发龙建议，加大区块链自主核心技术创新力度。孔
发龙表示，应着力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
核心技术攻关机制，集中力量发展国产自主可控的区
块链技术平台，全力争取发展主动权；坚持政产学研用
合作，出台扶持政策，对研发自主可控区块链技术的项
目、主体和团队进行重点支持，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
性；加强数学、物理、密码学等基础科学研究，从根基上
提升我国区块链技术自主创新的能力；依托教育部“强
基计划”，加快培养一批高素质区块链人才队伍；加强
区块链顶层平台及相关标准体系建设，提升行业竞争
力，建立自主可控的区块链生态体系。

全国政协委员、福建省泉州市政协副主席骆沙鸣
表示，加快区块链与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一
代信息技术的融合研究，围绕我国优势智造产业发展
的重点环节，加快推进区块链行业标准和技术准则的
制定，抢占区块链技术的创新制高点。

而全国政协委员、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巩富文认为，国家应尽快出台区块链发展规划，将其
作为信息化、数字化战略重要组成，引导创新资源向
基础研究、核心技术突破倾斜，构建技术标准体系，
引领各类研发机构形成功能互补、良性互动的协同
创新格局。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离不开关键技术自主可控”，
火币中国CEO袁煜明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当前区
块链技术尚未发展成熟，正处于技术突破与产业创新
的机遇期。对区块链底层技术的研究与储备会降低我
国对国外技术或开源平台的依赖，减少潜在的信息安
全风险。同时，区块链技术的发展能引领我国产业创
新和制度创新，推动将传统行业的信息资产引入到互
联网数字经济中。进一步而言，自主可控的区块链技
术也有利于提升我国在全球数字经济竞争中的话语
权，抢占数字经济的国际高点。

服务民生见“真章”

区块链技术在社保、医疗等领域发挥着“去伪存
真”的作用，可以保障政策真正执行到位，进而进一步
提升政府的治理能力。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熊猫机械（集团）有限公司采
购经理李丰表示，此前由于区域行政管理和条线管理
分割，导致社保缴纳信息无法在各行政主体之间有效
共享，进而会造成流动劳务人员社保问题。而区块链
的技术特征可以解决壁垒和信息不对称。

全国政协委员、原中国保监会副主席周延礼此前
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区块链在
保险行业的应用图谱，主要集中在产品、营销、承保、理
赔、风控等 5个环节，推动着保险行业价值链和全流程
的改造。展望未来，要积极应用区块链技术，利用区块
链技术对所存储的共享数据进行加密保护，在防范保
险欺诈、追踪医疗记录等方面持续突破。”

全国人大代表、江西财经大学贸易与环境研究中
心主任、民建江西财经大学委员会主委李秀香建议，
利用区块链技术建立国家级网络游戏防沉迷平台。
李秀香认为，借助区块链的分布式账本技术，将用户
的标识和防沉迷数据记录上链，实现青少年登录所有
游戏的防沉迷数据的集中统一。区块链公开透明和
不可篡改的特性，既防止了游戏企业作弊，也确保了
监管政策的执行在阳光下进行，并且过程和细节可以
追溯。

除了在民生领域通过技术手段保障信息真实性
外，区块链技术在政府治理方面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
的作用，相关应用正逐渐落地。

“区块链技术能够解决政务数据共享、保真与安全
等问题，进而实现政府监管能力的提升，也能提高政务
综合服务效率和水平”，福建省区块链协会会长陈意斌
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目前国家正在积极推进区块
链在政务领域的落地应用，尤其是区块链技术进入新
基建的范围，赋予了区块链技术更多使命，这充分肯定
区块链的技术优势。另外，区块链通过与其他信息技
术融合发展，可以有力促进区块链技术在我国未来信
息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

“目前全国多地政府正通过应用创新和生态构建加
快区块链前瞻布局、商业布局”，北京邮电大学国家大学
科技园金融科技研究所所长、首席区块链经济专家陈晓
华对记者说道，随着区块链技术的成熟与发展，其在政
务管理中的应用场景，亦在不断的扩展当中。

全国两会中的“区块链”吸睛点：

加强我国区块链自主创新
提升服务民生能力

本报两会报道组 杨 萌

对于此次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
册制，全国人大代表、阳光电源董事
长曹仁贤表示，公司会根据经营需
要，在再融资、并购重组、股权激励
等方面发掘合适机会，助力企业经
营保持稳定快速持续增长。

而这也是众多代表的心声，他
们认为，此次创业板改革，将会推动
高科技公司继续进行技术创新和经
营模式创新，探索传统业务与新技
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的融
合，加快转型升级，同时激发创业板
上市公司持续创业的原动力。

提升创业公司融资能力

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创业板已
然成为创新创业企业的聚集地，在
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经济转型
升级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截至目
前，创业板上市公司合计811家，占
A股上市公司总数超过 20%，总市
值 6.96万亿元，占A股总市值约为
10%。其中，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占
比超过九成，战略性新兴产业公司
数量超过七成。

在创业板上市的企业，融资能
力获得了大幅的提升，改变了以往

融资渠道较为单一的状况，通过
IPO、定增等多种融资方式，募集到
的资金用于投建项目、投入研发及
生产经营，提高了这些公司的盈利
能力，实现了产融互动的良性循环。

全国人大代表、晨光生物董事
长卢庆国表示，随着改革的推进，未
来资本市场将加速淘汰概念炒作、
信誉差的公司，而符合创新定位、有
扎实业绩支撑的成长性公司将更加
受到市场的青睐。

“本次改革兼顾‘增量’与‘存
量’，对于已经在创业板上市的公司
来说，改革后再融资、并购重组等将
会更加灵活和高效。本次创业板改
革给晨光生物这样的优质成长企业
创造了新机遇，公司将会充分利用
上市公司平台，通过产融互动加快
发展速度，提高发展质量，推进行业
整合与发展。”卢庆国表示。

而对于新材料龙头企业回天
新材来说，全国人大代表、回天新
材董事长章锋表示：“本次改革将
进一步推动创业板打造创新资本，
并以资本市场为纽带促进实体经
济高质量发展。首先对公司规范
运行、信息披露等方面提出更高的
要求，这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经
营管理质量，促进公司持续健康长
远发展；其次，在再融资方面，主要

对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
合规性进行审核，审核时限进一步
缩短，审核程序更加优化，设置简
易程序。公司正在申报非公开发
行，按照再融资新规以及战略投资
者新规申报了预案，作为湖北籍上
市公司，提交后迅速获得证监会受
理，期待传来新的捷报；第三，在并
购重组方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合并、分立实施注册制，将提升上
市公司的产业整合效率，严禁‘炒
壳’、规范‘商誉’处理，都将进一步
优化符合上市公司产业发展的并
购重组。”

同时，章锋表示，在交易规则方
面，放宽股票涨跌幅限制、调整异常
波动指标、引入盘后定价交易方式、
放宽两融标的准入等交易规则的修
改，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调整，提
高投资者门槛，有利于提高股票活
跃度，丰富交易方式，优化投资者结
构，强化市场风险防控机制。

加速上市公司优胜劣汰

此次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
作为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的重要
内容，坚持市场化、法治化方向，以
注册制为主线，统筹推进发行、上
市、信息披露、交易、退市等基础制

度改革，增强了创业板服务实体经
济和创新创业企业的能力，为推动
资本市场全面深化改革、提高上市
公司质量打下坚实基础。

全国人大代表、贝达药业董事
长丁列明认为，创业板改革并试点
注册制将从多个方面对公司发展提
出要求。

“推进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
制，是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完善资
本市场基础制度、提升资本市场功
能的重要安排，着眼于打造一个规
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
资本市场。对于贝达药业而言，首
先要求公司在信息披露方面，强化
严格的信息披露规则体系并严格
执行，提高信息披露的针对性和有
效性，确保公司经营信息透明、准
确、完整、合规、及时地传递到投资
者，进一步增进市场对于公司的了
解与认可。另外，注册制本身具备
了高市场化特质，能够直接加速上
市公司的优胜劣汰，改善上市公司
质量，从而有效稳定市场预期，进
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因此要求公
司加强内部控制，落实合规治理，
提高公司经营水平及企业质量，同
时也要求公司增强自身软实力，在
资本市场中更具竞争力。随着创
业板改革的稳步推进，市场包容度

有望进一步提升，我国产业结构转
型升级有望加速，高科技、战略新
兴产业发展前景广阔。贝达药业
作为在创业板上市的创新药代表
企业之一，有望借助改革春风，吸
引更多优质机构关注，加速新药研
发，加快企业高质量发展，实现‘总
部在中国的跨国制药企业’伟大愿
景。”丁列明表示。

全国人大代表、楚天科技董事
长唐岳认为，在注册制改革的大背
景下，创业板再度成为市场关注的
焦点，也将会受到资本的追捧，对于
好的企业在估值上可能带来利好，
将会有一批技术先进的企业在市场
中脱颖而出。同时，随着优质企业
更便捷地登陆资本市场，此次改革
也意味着竞争的加剧，不具备真正
竞争力的企业终将被市场淘汰。

对于楚天科技而言，唐岳认为，
改革对公司的影响是有利的。“公司
的战略发展目标是打造成世界医药
装备行业的领军企业之一。公司的
主要精力将集中在‘技术创新、管理
创新、体制创新’上，发展模式为内
涵式增长和外延式扩张。目前公司
正在进行将ROMACO集团 100%并
入上市公司楚天科技，此次改革后
将会更加便捷、顺畅，也将会得到更
大的支持和帮助。”唐岳表示。

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助推打造创新资本

聚焦·创业板改革

（上接A1版）
栗战书说，会议审议通过的民

法典是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
法律，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完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标
志性立法，必将为新时代改革开放
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更加完
备的民事法制保障。我们要带头学
习、宣传、遵守这部法律，在全社会
普及这部法典。全社会都自觉依法
从事民事活动，就能够减少民事纠
纷，化解民事矛盾，促进社会文明、

和谐、稳定。
栗战书指出，会议作出了关于

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
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
定。这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
全会精神、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
制度体系的重大举措，符合宪法和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符合包括
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根
本利益。全国人大常委会将依法制
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
相关法律，依法维护国家主权、安

全、发展利益，维护香港长治久安和
长期繁荣稳定，确保“一国两制”事
业行稳致远。

栗战书最后说，中国人民具有
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
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这是我们
风雨无阻、奋勇前行的根本力量。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坚持人民至上，紧紧依靠
人民，不断造福人民，牢牢植根人

民，同心协力、砥砺奋进，谱写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新篇
章。

下午3时35分，栗战书宣布：中
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闭幕。大会在雄
壮的国歌声中结束。

在主席台就座的还有：丁薛
祥、刘鹤、许其亮、孙春兰、李希、李
强、李鸿忠、杨洁篪、杨晓渡、张又
侠、陈希、陈全国、陈敏尔、胡春华、
郭声琨、黄坤明、蔡奇、尤权、魏凤

和、王勇、王毅、肖捷、赵克志、周
强、张军、张庆黎、刘奇葆、董建华、
万钢、何厚铧、卢展工、王正伟、马
飚、陈晓光、梁振英、夏宝龙、杨传
堂、李斌、巴特尔、汪永清、何立峰、
苏辉、郑建邦、辜胜阻、刘新成、何
维、邵鸿、高云龙，以及中央军委委
员李作成、苗华、张升民等。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解
放军有关单位、各人民团体有关负
责人列席或旁听了大会。

外国驻华使节旁听了大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