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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税降费政策红利从“纸上”落到“账上”

重塑新格局 助力“双循环”
...........................A3版

今日导读今日导读

本报记者 张 歆

在12月16日举行的国务院政策
例行吹风会上，银保监会副主席黄
洪表示，我国已是全球第二大保险
市场，现有90家人身险法人机构。
今年1月份-11月份，人身险保费收
入3.1万亿元，占保险业的74.1%，同
比增长7.4%；人身险公司总资产近
20万亿元，占保险业的85.5%。但我
国人身保险业市场仍处于初级发展
阶段，最大的优势是市场潜力大。

黄洪同时表示，加快商业养老
保险发展是保险业积极服务多层次、
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建设的重要着
力点，也是认真落实养老金融改革相
关工作部署、深化保险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的主要落脚点。下一步，加快
推进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一是加快
发展专业化经营市场主体；二是扩大
商业养老保险领域对外开放；三是加
大养老保险产品创新；四是强化养老
保险基础建设；五是加强人才队伍建
设，提升专业能力。

此外，银保监会保险资金运用
监管部主任袁序成在回应近年来保
险资金运用改革进展情况的提问时
表示，银保监会坚持以新发展理念
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引领，积极
推进保险资金运用改革开放，陆续
出台了一些政策措施，推动保险资
金运用的高质量发展，主要从五个
方面做了一些工作：

一是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
简化了股权投资计划和保险私募基
金注册程序，增加产品的供给。推行

保险机构投资管理能力的备案改革，
压实机构的投资主体责任。同时，拓
宽保险资金运用渠道，放宽投资商业
银行资本补充工具条件，支持保险资
金投资债转股投资计划等。

二是加大对实体企业融资支持
力度。主要是取消了保险资金开展
财务性股权投资的行业限制，加大
对企业股权融资的支持，提高直接
融资比重。允许保险资金投资国债
期货、信用风险缓释工具和信用保
护工具，进一步提升对民营企业债
券投资的意愿和能力。

三是持续加强对保险资产负债
管理硬约束。主要是建立以《保险
资产负债管理监管暂行办法》为基
础的资产负债管理监督监管体系，
推动行业基于负债特征进行大类资
产配置，防止资产负债错配风险。

四是促进保险资管向大资管市
场的融合。主要是落实金融业对外
开放的要求，及时修订《保险资产管
理公司管理暂行规定》，支持符合条
件的外资金融机构投资设立保险资
产管理公司。出台《保险资产管理
产品管理暂行办法》及其配套细则，
统一保险资管产品有关规则，进一
步丰富金融市场中长期投资工具。

五是支持资本市场发挥更广泛
作用。完善保险公司权益类资产配
置规则，设置差异化的监管比例，支
持投资能力强的公司增加权益投
资。鼓励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加大设
立专项产品的力度，为优质上市公
司提供更多的长期资金。

（下转A2版）

银保监会：为优质上市公司提供更多长期资金

本报记者 苏诗钰

自6月1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公
布至今已逾半年，国家发改委新闻发
言人孟玮12月16日表示，在有关方面
共同努力下，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顺
利开局。

数据显示，6月1日至11月30日，
海南新增市场主体19.1万户，市场主
体总量达到115.9万户，其中新设企
业同比增长169.5%；引进人才超过
10.3万人，相当于过去两年引进人才
的总和；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123.9亿元，同比增长18.3%。

海南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院
长梁海明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这组数据释放的最大信号就
是海南发展的前景具有吸引力。在
各类政策支持下，海南提出了“十四
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经济
增长速度位居全国前列，地区生产总
值实现年均增长10%以上。这将吸引
更多希望得到快速发展的企业前往
海南，分享海南经济快速增长的红利。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自贸区
研究院副院长肖本华在接受《证券日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多项数据释放

了两方面信号，一是海南扩大开放为
市场主体扩大了投资空间，增加了投
资机会；二是自贸港建设带动了海南
营商环境的优化，增加了市场主体的
投资信心。海南自贸港建设对我国
推动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和制
度型开放都有积极意义。

此外，自7月1日离岛免税购物新
政实施以来至11月30日，海南离岛旅
客累计免税购物296.3万人次、购物
总额159.0亿元，分别同比增长79%、
204%。入籍“中国洋浦港”的国际船
舶达到21艘，博鳌乐城国际旅游先行
区可用的国内未上市临床急需特许
药械超过110种，可用抗肿瘤新药、罕
见病药达100多种。

孟玮表示，半年来国家发改委加
强统筹协调，会同有关方面主要开展
了三方面工作。一是压实压细工作
责任。细化分解《总体方案》明确的
各项任务，制定年度重点工作安排，
明确每一项工作的具体要求、责任分
工、成果形式和完成时限，建立台账，
完成一项销号一项。二是推动早期
政策有序落地。制定出台了智慧海
南总体方案、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规划，编制海南自贸港鼓励类产业目
录、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推动出

台了离岛免税购物调整政策、企业所
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原辅料

“零关税”政策、洋浦保税港区监管办
法、第七航权实施方案等政策措施。
三是组建专班赴一线开展工作。会
同财政部、商务部、人民银行、海关总
署等部门组成工作专班，每月赴海南
一线办公，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积极
提出政策建议，协调推动政策落地。

梁海明表示，海南自贸港未来将
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构建新发
展格局，打造国际航运航空枢纽。实
施更加开放的船舶和航空运输政
策。建设国际航空枢纽不仅是大势
所趋，也是推动产业、经济发展的重
要引擎。未来要进一步建设成为国
际航空枢纽、国际航空物流中心，发
挥协同效应，助力“双循环”新发展格
局建设。

就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孟玮表
示，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方
面，继续抓好《总体方案》的贯彻落
实，抓紧研究提出明年重点工作安
排，持续推动早期政策落地，着力提
升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加快
集聚优质生产要素，大力培育产业
链、产业集群，不断推动海南自由贸
易港建设取得新成效。

海南自贸港建设方案公布逾半年
新增市场主体达19.1万户

阎 岳

我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取得
的阶段性成果让世界瞩目，中国
经济发展成为世界经济的压舱
石。A股市场的表现也让中外投
资者刮目相看，一些重要指标的
涨幅已经超越了美股。

先来看一番丰收景象。财政
部国库司12月15日发布的2020年
11月份财政收支情况显示，1月
份-11月份证券交易印花税共收
入1728亿元，同比增长49.2%。

收上来的证券交易印花税绝
对值不大，但单边征收背景下的
涨幅着实不小，反映的是A股交投
活跃。

股票交投活跃度要看成交
量。笔者从沪深交易所查到的数
据显示，截至2020年12月15日，沪
市股票成交金额为75.58万亿元，
已超出2019年全年的54.38万亿
元；同期，深市股票成交金额为
117.21万亿元，2019年这一数据仅
为73.03万亿元。

深圳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李
辉12月12日在“中国（北京）2020
国际REITs发展论坛”上曾表示，
今年以来，深市股票累计成交金
额超过115万亿元，全球排名第
三。

仅仅过了两个交易日，深市
股票成交金额就增加了2万多亿
元。依笔者看，照这个速度发展，
深市股票成交金额全球排名再进
一步也不是什么难事。

央行在2020年第三季度货币
政策执行报告中指出，前三季度，
股票市场成交量明显增加，沪、深
股市累计成交158.4万亿元，日均
成交8658亿元，同比增长58.6%。

这个数据虽然有点“落伍”，
但揭示的趋势却很真实，市场交
投确实还在高速路上奔驰。

再来看一看证券业机构成长
的情况。央行12月15日发布的
2020年三季度末金融业机构资产
负债统计表显示，证券业机构总
资 产 为 9.7 万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3.9%，负债总额为7.15万亿元，同
比增长28.4%，所有者权益为2.55
万亿元，同比增长12.8%。

证券业机构包括证券公司、
期货公司和基金公司，证券公司
和期货公司总资产均包括自身及
客户资产。

证券业资产的增加与上市公
司增量和资金的进入密切相关。
央行发布的2020年11月份社会融
资规模存量统计数据报告显示，
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余额为8.14
万亿元，同比增长11.3%。11月份，
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771亿
元，同比多247亿元。

在境外资金进入层面，国家
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
王春英11月6日表示，证券市场方
面，三季度，境外投资境内证券逾
700亿美元。

至于境内资金增量，从开户
数变化就能看出来。

A股市场有钱，机构在成长，
融资渠道畅通，投资生态优化，交
投活跃，证券交易印花税激增，这
些因素互为表象与佐证，但它们
有一个统一的表现指标，那就是A
股市场涨了多少。

谈论A股市场的涨跌，大家习
惯的对比标的是美股。那我们就
选两个能基本反映两个市场情况
的指标进行对比。

首先是创业板指与纳斯达克
综合指数。创业板指2019年底为
1798.12点，截至2020年12月15日为
2758.85点，上涨53.43%。纳斯达克
综合指数2019年底为8972.6点，截
至2020年12月15日（北京时间）收
于12595.06点，上涨40.37%。前者
比后者多涨了13.06个百分点。

其次是沪深300指数与标准普
尔500指数。截至12月15日，沪深
300指数今年上涨了20.71%，标准
普尔500指数涨幅为14.36%。前者
比后者多涨了6.35个百分点。

A股今年的表现为什么会这
么好？答案就是疫情防控形势向
好、经济勃发、对内改革、对外开
放。A股的道路是越走越宽广。

证券交易印花税增五成
显示市场交易活跃度提升

本报记者 吴晓璐

“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是党的十
八大报告中提出的我国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目标之一。如今，中国经济
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作为现代
经济金融体系的枢纽，资本市场在其
中发挥的作用愈发凸显。

《证券日报》记者据Wind资讯
数据统计，“十三五”时期，资本市
场股权融资规模较“十二五”时期
迅猛增长。而自去年资本市场深
改推进以来，资本要素持续向战略
性新兴产业集聚，助力产业转型升
级。

市场人士表示，随着多层次资
本市场体系不断完善，资本市场为
经济转型升级提供了强有力的融资
支持。展望“十四五”时期，资本市
场需要进一步提高直接融资比例，
不断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发挥财富
效应，从供需两方面助力经济高质

量发展。

“十三五”期间资本市场
股权融资同比增89%

“从境外经验看，以直接融资为主
导的经济体，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中往
往能够抢占先机，转型过程也更为平稳
顺畅。”近日，证监会主席易会满撰文表
示，发展直接融资可将不同风险偏好、
期限的资金更为精准高效地转化为资
本，促进要素向最具潜力的领域协同集
聚，提高要素质量和配置效率，推动产
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

据证监会数据，截至2020年9月
末，我国直接融资存量达到79.8万亿
元，约占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29%。
其中，“十三五”时期，新增直接融资
38.9万亿元，占同
期社会融资规模
增量的32%。

从纵向来看，

“十三五”时期直接融资规模增长更为
明显。《证券日报》记者据Wind资讯统
计，截至12月16日，自2016年以来，资
本市场股权融资规模达7.76万亿元
（包括IPO和再融资），较“十二五”时期
增长89.07%。其中，IPO融资规模为
1.22万亿元，较“十二五”时期增长
104.61%，再融资规模为6.54万亿元，
较“十二五”时期增长86.43%。

自2019年资本市场深化改革启
动以来，在支持科技创新、推动产业
结构转型升级方面，资本市场多项改
革举措已经落地实施。

开源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赵伟对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十三五”期
间，国内多层次资本市场加快建设，
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不断提
升。 （下转A2版）

“十三五”股权融资迅猛增长
“十四五”要显著提升上市公司质量

已经进入Ⅲ期临床试验的疫苗包括国药集团中国生物的 2 个灭活疫苗、北京科兴中维公司的 1 个灭活疫
苗、军事医学研究院和康希诺公司联合研发的腺病毒载体疫苗、中科院微生物所和智飞生物公司联合研发的
重组蛋白疫苗。 新华社记者 施鳗珂 编制

年内多家上市公司
认购私募基金产品

...........................B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