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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制改革引河南多方联动“后备军”企业上市按下“加速键”
▶▶详见B2版

今日导读今日导读

第三期抗疫特别国债明日发行
计划7月底前发行完1万亿元
..............................A3版

16家上市券商分红82亿元
还有220亿元“在路上”
..............................B1版

本报记者 赵学毅 李乔宇

一列列地铁呼啸而过，承载着一
座城市的发展速度和上千万人的奔
波与梦想。即便是在北京市最为繁
忙的早高峰时期，北京地铁也能在高
密度的在轨道上有条不紊地运行。
首批科创板上市公司交控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简称“交控科技”）正是这
些地铁“大脑和神经”的缔造者。

从业数十年，交控科技董事长郜
春海觉得自己是幸运的。

在长达百年的轨道交通发展史
中，我国城市轨道交通信号系统的关
键技术一度受制于国外垄断。“而如
今，我们不但解决了卡脖子的问题。
我们的第5代城轨信号系统，也真正
达到了与国际齐平的技术水平。”近
日，在交控科技董事长办公室，郜春
海告诉《证券日报》记者。

用20年追平国际巨头

郜春海的办公室布置简约，靠墙
书柜的上方摆满了不同时期不同型
号的列车模型。另一侧墙壁上悬挂
着一块醒目的四字牌匾，上书“高远
大志”。

记者刚刚落座，郜春海就介绍
说，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轨道交
通信号系统的关键技术只掌握在德
国、法国和加拿大三个国家手中，西
门子、阿尔斯通、泰雷兹等国外公司
垄断全球市场，这些公司都有着上百
年的历史。而相较之下，我国真正布
局轨道交通信号系统产业核心技术
的时间仅有20年。

“我们用20年，做了别人花50年

做到的事。”郜春海告诉记者，“外国
人一天干 6个小时，我干 16个小时，
我们要用一代人的努力，去换取下一
代人与发达国家站在同一个起跑线
上的机会。”

郜春海表示，CBTC系统被称为
轨道交通领域智商最高的“大脑”，可
以保障列车以最小安全间隔距离运
行，达到最大的运输能力。早在2002
年，我国引进这套系统的成本就已高
达几亿元。一直到 2010年，北京乃
至全国 98%以上的新建或改造轨道
交通线路所采用的CBTC系统与核心
设备仍全部依赖进口。“建设和运营
维护成本甚至更高。当时，国际
CBTC系统并不成熟，一个零部件坏
了常常要修一年半载。”郜春海告诉

《证券日报》记者，“卡脖子是现在的
说法，那个时候叫‘花大钱受洋罪’。”

2000 年开始，我国轨道交通加
速发展，进口需求量也随之出现大幅
增长。项目多采购量大，但引进采购
均摊成本却不降反升。郜春海说道，

“外国人不会提升效率或扩大规模去
适应我们的需求，卖给我们的价格在
原有基础上还要额外增加很多费
用。这就是卡脖子，那时我们已经被
卡得非常难受了。”谈及当时的情形，
郜春海仍然有些愤慨，“那时我们国
内自己人干活的成本越来越低，可是
引进设备的成本却越来越高。后续
运营维护购买配件的价格甚至会达
到原本价格的 10倍到 20倍，我们还

只能接受”。
郜春海明白，我国轨道交通想要

继续高速发展，就必须拥有属于自己
的核心技术。

2000 年，郜春海团队承担了重
大科研项目——“城市轨道交通列车
运行自动控制系统研究与开发”，这
也是国内首次在广泛搜集资料、实地
考察的基础上，对移动闭塞的CBTC
信号系统进行研发。2008年底，郜
春海团队完成了自主化 CBTC 工程
样机的研制工作。次年，交控科技正
式成立。郜春海带领交控科技承接
了国内第一条自主知识产权 CBTC
系统示范工程——北京亦庄线。

2010 年底，亦庄线正式投入运
营。这是我国第一条采用完全自主
知识产权列车运行控制系统核心技
术的地铁线路，能够实现“自动驾
驶”、“精准停车”和“安全运营”三项
目标。这意味着，我国CBTC系统终
于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封锁，实现进口
替代。

在交控科技推行轨道交通信号
系统自主研发的这些年里，CBTC系
统的价格已经从当年的1300万元/公
里下降至目前的 800 万元/公里左
右。时至今日，交控科技不但在 20
年里先后突破了第3代（CBTC系统）
以及第 4代（FAO无人驾驶系统）城
轨信号系统的技术垄断，公司所研发
的第5代城轨信号系统（VBTC系统）
也已经达到国际水平。 (下转A3版)

轨道交通插上“智慧”双翼
交控科技突破国际垄断持续引领技术方向

本报记者 侯捷宁

6月21日，《证券日报》记者从中
国证券业协会获悉，近日，中国证券
业协会召开2020年第二季度证券基
金行业首席经济学家例会，会议围绕
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影响及宏
观经济形势进行了研讨。

对于全球经济形势，与会专家认
为，当前世界经济主要是受到外部冲
击，结合近期部分经济指标的恢复和
各国出台的强有力的政策来看，全球
经济具备反弹可能。

就中国经济而言，与会专家认为，
国内出台的诸多举措将在对冲疫情造
成的影响，推动经济恢复增长方面发
挥重要作用。一方面加强逆周期调
节，加大宏观政策的对冲力度；另一方
面以“六保”促“六稳”，一系列惠民生

政策初见成效，加上推进要素市场化
改革、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民营经
济发展环境、提高科技创新支撑能力
等立足长远、惠及当前的举措不断推
出，一个以国内循环为主，国际国内循
环互促的新格局逐步形成，有利于增
强中国经济的韧性和活力。

与会专家认为，近期出台的《中
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
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和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
见》，以及新颁布的《民法典》和新实
施的《证券法》，将进一步补齐市场经
济体制的制度短板，为推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提供根本性法治保障。与会
专家建议，加快健全市场的各项基础
性制度，包括市场的产权、准入、竞争
和淘汰等制度；建立统一的资本要素

的定价交易市场，推动证券市场在资
本要素市场中起到定价标杆、交易典
范和诚信模范的作用；强化经济内循
环，打通外循环，提高产业链的安全
性、自主性、主导性。

与会专家表示，科创板开局良
好，平稳运行一周年，为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发挥了重要导向作用，特
别是以增量改革推进股票发行注册
制落地，对加快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
设具有里程碑意义，并为创业板和主
板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起到了

“实验田”作用。
下一阶段，专家建议应按照新证

券法和相关规定，进一步增强信息披
露易读易解性，严格执行退市制度，
择机推出科创板指数，加大对欺诈、
造假的处罚力度，同时完善相关上市
条件，进一步增强科创板对国内乃至

国外优秀科创企业的吸引力。
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专家认

为，国有企业是A股上市公司的中坚
力量，国有企业改革有助于提升A股
估值水平，增强 A 股市场活力和韧
性。与会专家建议，国有企业应加快
建立健全科学、规范的公司治理机
制，进一步优化国有资本布局，积极
稳妥分层分类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

就资本市场对外开放，与会专家
认为，国际资本进入国内资本市场，
有助于优化我国资本市场的投融资
结构，提升国内证券基金经营机构的
专业服务水平，进一步增强我国资本
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但同时也要
处理好金融开放与风险防范之间的
关系，建立全流程风险防控体系，提
前应对跨境资本流动可能产生的输
入性风险。

本次会议通过视频在线召开，中
银国际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管涛、申万
宏源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杨成长、安信
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方正证券
首席经济学家颜色参加本次会议。
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全球经济
主管 Chetan Ahya 应邀参会并发表
主题演讲。工银瑞信基金研究总监
修世宇，泰康资产副总经理、公募事
业部负责人金志刚应邀参加对话交
流。管涛主持本次例会。证监会以
及相关政府部门、证券业协会相关部
门负责人 50余人参加了本次例会。
自 2018年底以来，证券业协会已连
续召开了 7次首席经济学家季度例
会，在政府与市场之间、政府与行业
之间搭建起对话交流渠道，为政府部
门了解市场运行状况、把握宏观趋
势、听取行业意见提供了重要窗口。

中国证券业协会召开2020年第二季度证券基金行业首席经济学家例会

完善相关上市条件 进一步增强科创板吸引力

安 宁

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
稳。经济兴，金融兴；经济强，金融
强。因此，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肩负着完善金融体系、更好服务实
体经济的重要使命。

近日，一行两会“掌门人”在第
十二届陆家嘴论坛上就金融监管、
改革、发展共同发声，唱响深化金
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最强音。

“货币政策还将保持流动性合
理充裕，预计带动全年人民币贷款
新增近20万亿元，社会融资规模增
量将超过30万亿元。”中国人民银
行行长易纲在展望下半年货币政
策方向时表示。

中国证监会主席易会满则再
次明确了深化资本市场改革的决
心，“继续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
切实增强中国资本市场的包容性
和适应性，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
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中国在金融领域将一如既
往、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
放。努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
际化的营商环境，完善配套法规制
度和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中国人
民银行党委书记、中国银保监会主
席郭树清则进一步强调了完善金
融基础设施建设。

笔者认为，一行两会“掌门人”
的表态透露了下一步金融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的方向和路径，而且，

改革重点领域更加突出，发力也更
加精准。

首先，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
要更加灵活适度”，为金融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
环境。

通过数量型的货币政策工具，
扩大总量供给，解决融资难问题。
今年1月份-5月份，用于实体经济
的人民币贷款累计增加10万多亿
元，比去年同期多增2万多亿元。5
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11.1%，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
长 12.5%。下半年，在货币政策还
将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的情况下，
社会融资规模增量将超过30万亿
元。显示出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
体系巨大的弹性和耐力。

其次，坚持深化资本市场改
革，优化融资结构，持续提升直接
融资比重，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
系，助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资本市场作为提高直接融资比
重的重要平台，近年来一直发挥着
重要作用。特别是随着“深改 12
条”的逐步落地实施、注册制的稳步
推进，无论是股市还是债市，直接融
资比重都有大幅提高，优化了融资
结构，完善了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
建设，增强了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在第十二届陆家嘴论坛上，
郭树清透露，近期，中国银保监会
拟推出六项举措支持资本市场发
展。 (下转A2版)

一行两会“掌门人”
发出深化金融改革最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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