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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家银行理财子公司
上半年共盈利34.6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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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28日电 中共
中央政治局9月28日召开会议，研
究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
目标重大问题，审议《中国共产党
中央委员会工作条例》。中共中央
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
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10月
26日至29日在北京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
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
目标的建议》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和
网上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
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
文件稿提请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

会议认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
主、开门问策、集思广益，广泛听取了
党内外各方面意见和建议。这期间，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系列座谈会，
直接听取社会各界对“十四五”时期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意见和建议。
各地区各部门各有关方面和党的十
九大代表对建议稿给予充分肯定，认
为建议稿主题鲜明、立意高远、目标
明确、措施有力，同时提出许多很好
的意见和建议。建议稿充分吸收了
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意见建议和群
众期待、专家意见、基层经验。这是
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生动实践。

会议强调，“十三五”时期是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面对错综复
杂的国际形势、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

发展稳定任务，特别是面对新冠肺炎
疫情严重冲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审时度势、沉着应对，团结
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前行、开
拓创新，奋发有为推进党和国家各项
事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
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成就。“十三五”
规划目标任务即将完成，我国经济实
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的大
台阶。

会议指出，推动“十四五”时期我
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坚持党的全面
领导，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不断提高贯彻新发展理念能力
和水平。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
持人民主体地位，维护人民根本利
益，增进民生福祉。必须构建新发展

格局，切实转变发展方式，推动质量
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必须坚
持深化改革开放，强化有利于提高资
源配置效率、有利于调动全社会积极
性的改革开放重大举措。必须坚持
系统观念，着力固根基、扬优势、补短
板、强弱项，注重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挑战。要健全规划制定和落实机制，
确保党中央关于“十四五”发展的决
策部署落到实处。

会议强调，制定出台《中国共产
党中央委员会工作条例》，是坚定维
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
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必然要求，是坚
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的重大举措，对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

党的建设，坚定不移把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事业推向前进、夺取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具有重大而
深远的意义。《条例》对党中央的领导
地位、领导体制、领导职权、领导方
式、决策部署、自身建设等作出全面
规定，为加强中央委员会工作提供了
基本遵循。

会议要求，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
局及其常委会的组成人员要带头执行
党章和《条例》等党内法规，带头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带头从严要求自己，为全
党同志作表率。各地区各部门和广大
党员、干部要强化贯彻《条例》精神的
政治自觉，确保《条例》精神和要求落
实到党和国家各项工作中去。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习近平主持

十九届五中全会10月26日至29日在京召开

本报记者 闫立良
见习记者 郭冀川

今年是中国资本市场的而立之
年。9月下旬，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资
本市场研究院院长、中国人民大学原
副校长吴晓求在接受《证券日报》记
者专访时表示，回望中国资本市场走
过的 30年，有三座历史的丰碑是值
得人们铭记的，它们是中国资本市场
砥砺前行的象征，为金融服务实体经
济，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
献。如今，中国资本市场深化改革的
脚步还在继续，未来的目标是构建国
际金融中心。

“过往我们走过很多弯路，即便
是现在，我也认为我们对资本市场的
认识还不够成熟，市场化、法治化建
设还有待进一步加强，价值投资环境
还需要进一步优化。但也不能用太
过苛刻的眼光看待中国资本市场的
发展，因为每一次改革，都让它迈向
更加成熟，没有历史经验的中国资本

市场，在改革中探寻适合中国国情的
发展路径，它的方向从未有偏差。”吴
晓求说。

第一座丰碑：
沪深交易所建立

中国资本市场 30年历程中的第
一座丰碑是什么？吴晓求认为毫无
疑问的要颁给沪深交易所成立这个
大事件，它是中国资本市场的起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于 1990年
11月 26日，同年 12月 19日开业；深
圳证券交易所于 1990年 12月 1日开
业。开业初期，上海证券交易所有 8
只股票挂牌，深圳证券交易所有 5
只，时至今日沪深交易所已经有超

过 4000家上市公司，总市值超过 80
万亿元，从柜台交易到电话交易再
到网上交易，A股投资者已超过 1.7
亿人。

中国资本市场的规模不断扩大，
多层次资本市场已经形成。除了沪
深交易所的主板，2004年6月25日深
圳中小企业板开板，2009年 10月 30
日创业板开市，2019年7月22日科创
板正式交易，加上新三板和四板市
场，多层次资本市场为不同阶段不同
类型的企业提供了登陆中国资本市
场的机会，也成为中国经济转型、产
业升级的重要场所。同时，多层次资
本市场为境内居民存量资产增值、境
外合格机构投资者分享中国企业成
长的红利提供了机会。（下转A3版）

著名金融证券专家吴晓求：

中国资本市场有三座丰碑

朱宝琛

9月27日召开的国务院国
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
议及全国国有企业改革三年行
动 动 员 部 署 电 视 电 话 会 议 提
出，要通过实施三年行动，在形
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中国特
色现代企业制度和以管资本为
主的国资监管体制、推动国有
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提
高国有企业活力和效率等方面
取得明显成效。

笔者认为，国企改革三年
行动的全面启动，意味着其驶
入了“新赛道”。而在这过程
中，资本市场大有可为。

一方面，在改革过程中，国
有企业可以通过兼并重组，实
现强强联合，推动高质量发展。

并购重组是支持企业转型
升级、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
一个重要手段。

从南北车到宝武，再到南
北船的合并，这方面的案例不
胜枚举。而大型国企间的适当
兼并重组，不仅可以加快低效
无效资产的处置步伐，实现国
有资本布局结构的优化调整，
还可以有效提升行业集中度，
集中资源进行研发，解决重复
投资、低水平同质化竞争问题，
实现企业做优做强。

值得关注的是，9月27日召
开的会议中提及：国企民企要
相互配合，推进兼并重组和战
略性组合。

在笔者看来，此前国企改
革过程中的兼并重组，主要针

对的都是大型国企，如今强调
国企民企要相互配合，有助于
加 强 产 业 链 供 应 链 上 下 游 协
同，携手打造优势产业集群。
这也与会议提出的“国有企业
要对民营企业健康发展发挥带
动作用和重要影响力”相呼应。

另一方面，资本市场有助
于 国 企 加 快 健 全 现 代 企 业 制
度。

我们看到，在不少地方的
国企改革方案中，都有明确提
出证券化目标或举措。比如，
深圳国企综合改革试验在资产
证券化方面，提出实施“上市公
司+”战略，并给出了具体的数
量，包括到2022年，每家市国资
委直管企业原则上控股1家以
上上市公司等。

笔者认为，企业上市之后，
就变为一家公众公司，对规范
运作、信息披露和运营、公司治
理 等 方 面 都 提 出 了 更 高 的 要
求。

国企通过发行股票完成混
改和实现资产证券化，建立现
代企业制度，可以让公司更加
透明，运行更加规范。特别是
随着国企改革的不断推进、深
入，一些上市公司更需要利用
资本市场来解决发展中遇到的
问题。在这过程中，就可以充
分利用多层次资本市场资源配
置功能，为企业定制服务对接
方案，利用多样化的工具助力
国企改革。

一言以蔽之：国企改革驶
入“新赛道”，资本市场助力正
当时。

国企改革驶入“新赛道”
资本市场助力正当时

9月28日，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高端产业片区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大兴）管理委员会正式
挂牌，北京自贸区高端产业片区正式扬帆启航。 中新社记者 盛佳鹏 摄

中国中国（（北京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高端产业片区挂牌自由贸易试验区高端产业片区挂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