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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90年 12月 1日开始营业至
今，深交所已经走过了30个年头，在
我国资本市场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
重彩的一笔。30年来，深交所已逐
渐形成了涵盖主板、中小板、创业板
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板块特色鲜
明、监管规范透明、运行安全可靠、服
务专业高效。

《证券日报》记者据深交所官网
数据统计，截至今年12月18日收盘，
深市上市公司数量为 2343家，股票
总市值达 330674.91亿元。其中，主
板 上 市 公 司 468 家 ，市 价 总 值
94595.06亿元；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
992家，市价总值 131738.37亿元；创
业 板 上 市 公 司 883 家 ，市 价 总 值
104341.46亿元。

创新始于技术，成于资本。30
年来，深交所始终以服务创新创业为
己任，与国家创新发展战略深度融
合，构建了以服务高新技术企业、创
新创业企业为主体的多层次市场体
系，主要指标位居世界前列。8月24
日，在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首批
企业上市仪式上，刘鹤副总理明确要
求把深交所塑造成为“优质的创新资
本中心和世界一流的交易所”，为深
交所改革发展明确了新目标，规划了
新定位。

下一步，深交所将坚持稳中求进
工作总基调，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
践行“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九字
方针和“四个敬畏、一个合力”工作要
求，统筹发展全局，推动深交所改革
力度更大、发展步伐更稳、市场服务
能力更强、一线监管基础更牢、风险
防控更严、运行效率更高，努力打造
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
资本市场。

高质量完成
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

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是党
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
在境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不确定
性明显增加的情况下推进创业板改
革并试点注册制，充分体现了党中
央、国务院对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的高
度重视和殷切期望，凸显了创业板改
革并试点注册制在全面深化资本市
场改革中的重要位置。

今年4月27日，中央深改委审议
通过《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总体
实施方案》后，在中国证监会统筹指
导下，深交所贯彻“开明、透明、廉明、
严明”的工作思路，聚焦操作“无感”、
效果“有感”的实施目标，努力打造改
革精品工程。坚持“开门搞改革、透
明搞改革、合力搞改革”，在广泛征求
意见基础上，制定发布业务规则，组
建创业板上市委、股票发行规范委和
行业咨询专家库，同步推进市场组
织、系统改造、推广服务、投资者教
育、廉政建设、新闻宣传等工作，扎实
做好企业申报受理和审核发行，用
119天完成全部准备工作。

8 月 24 日，创业板改革并试点
注册制平稳落地。进一步增加了市
场包容度和覆盖面，支持更多优质
公司上市发展，增强服务创新创业
能力。同时，并购重组、再融资也同
步实施注册制，并进一步完善制度
供给，股权激励制度的灵活性也大
幅提高。

深交所网站数据显示，截至 12
月 18日记者发稿，创业板注册制下
深交所累计受理 IPO、再融资、重大
资产重组分别达 475 家、258 家、15
家。其中，注册生效的分别有69家、
120家、4家。市场各方有很强的改
革获得感。同时，深交所队伍、业务、
服务和技术系统也经历了一次全面

锻炼，为更好推进落实各项改革任务
奠定坚实基础。

深交所负责人表示，深交所将继
续认真践行“建制度、不干预、零容
忍”方针，按照“四个敬畏、一个合力”
工作要求，坚持市场化、法治化方向，
坚守创业板定位，持续巩固创业板注
册制改革成果，充分尊重和支持发行
规范委作出的倡议，提高新股发行市
场化水平，促进形成公平合理有效的
发行定价机制，履行好一线监管职
责，对违法违规行为坚决采取自律监
管措施，切实维护新股发行秩序，有
效发挥市场资源优化配置功能，引导
各方共同从源头提升上市公司质量，
推动形成体现高质量发展要求的上
市公司群体，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全局。

强化一线监管
全面提升上市公司质量

上市公司是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的基石，国务院印发的《关于进一步
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下称《意
见》）对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作出系统
性、针对性的部署安排，是今后一段
时期推动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的纲
领性文件。

在证监会部署下，深交所第一时
间成立落实《意见》专项工作小组，由
总经理担任组长，相关部门负责人担
任组员，围绕《意见》制定了 35项具
体工作举措。

同时，为进一步帮助上市公司
了解掌握政策要求、具体目标和行
动方案，深交所启动了 2020 年“走
进上市公司”专项活动。以“强化上
市公司主体责任，合力推进风险化
解工作”为主题，深交所公司监管条
线主要负责同志带队，兵分多路奔
赴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广东、深
圳 6 个辖区的 60 家上市公司，宣讲

《意见》精髓，与“关键少数”对话，形
成促进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的合
力，共同求解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
的时代命题。

注册制背景下，促进提高上市公
司质量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向上市
公司宣讲创业板注册制改革要点，支
持公司用好用足并购重组、再融资、
股权激励等资本工具做优做强，也是
深交所本次“走进上市公司”的主要
目的之一。

事实上，近年来，深交所持续强
化一线监管，多措并举全面提升上
市公司质量。一是持续加大制度供
给。落实新证券法要求，修订深交
所章程，扎实做好业务规则“立改
废”，形成以上市规则为核心、以各
类指引为主干、以办理指南为补充
的自律监管规则体系。深化“放管
服”改革，发布自律监管和市场服务
事项清单，强化透明交易所建设。
积极配合法律法规修订，推动夯实
资本市场法治基础。

二是着力提升监管质效。坚持
以信息披露为中心，深化分类监管、
精准监管，压实“关键少数”责任，对
违法违规行为坚决“打早、打小、打
疼”。落实退市主体责任，2017年以
来依法退市 20 家公司，推进制度
化、常态化退市。会同地方政府、证
监局，推动上市公司化解风险、提高
质量。

三是有效防控重点风险。加强
统筹协调，建立与市场发展形势相匹
配的风险管理架构和制度体系。紧
盯高风险公司，严厉打击大股东资金
占用和违规担保。强化股票质押风
险信息披露，加强业务指导，股票质
押风险防控取得阶段性成效。创新
债券违约风险化解方式，鼓励通过市
场化手段化解风险。

四是注重强化科技赋能。构建

“人工+科技”深度融合的监管新模
式，上线新版监察系统、企业画像项
目，同时向全部证监局开放相关功能
模块，充分发挥监管合力。建设统一
风险监测平台和新一代信息平台，大
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成果逐步
落地。

此外，深交所持续加强预研预判
能力，切实维护市场正常交易秩序。
一是提高交易监管透明度。明确创
业板交易监控标准，优化交易监管报
警指标体系，维护正常交易秩序。完
善会员客户管理规则，督导中介机构
履行“看门人”职责，推动形成共同维
护市场秩序的积极态势。二是对违
法违规行为“零容忍”。强化信息披
露监管与交易监控联动，重点监控高
风险股票，强化异常交易报警分析，
及时采取交易监管措施、上报违法违
规线索、启动纪律处分，精准打击涉
嫌违法违规行为。

持续完善市场功能
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升

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是资
本市场的重要使命。近年来，我国资
本市场改革发展明显加速，直接融资
呈现加快发展的积极态势。证监会
主席易会满此前发表署名文章提出，

“十四五”期间提高直接融资比重，要
推动上市公司提高质量，持续优化再
融资、并购重组、股权激励等机制安
排，支持上市公司加快转型升级、做
优做强。

30 年来，深交所持续深化市场
服务，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显著增强。

随着深市市场功能持续完善，一
批优质高新技术企业和成长型创新
创业企业在深交所上市，利用资本市
场做大做强。2017年以来，深市新
增上市公司 475家，再融资 1028家，
累计股票融资额 2.1万亿元，完成重
大资产重组 478家，交易金额 1.7万
亿元，固定收益产品累计融资 5.5万
亿元。

在今年疫情发生后，深交所统
筹推进疫情防控和支持市场主体
发展，严格执行最高等级安全防
护，确保正常开市并安全运行。开
辟“绿色通道”，发行疫情防控专项
固收产品，优化特殊时期业务处
理，制定专项方案支持湖北经济恢
复发展。积极开展“云上市”“云培
训”“云路演”，千方百计支持市场
主体复工复产。

此外，深交所搭建“在地化”服务
体系，实现重点区域全方位覆盖，打
造“资本市场服务周”活动品牌，支持
地方经济转型升级。服务国资国企
改革，推动民营企业纾困解难。依托
深交所创新创业投融资服务平台，为
境内外1.4万家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
全周期服务。

助力脱贫攻坚方面，深交所将扶
贫工作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定点帮扶
甘肃武山县、新疆麦盖提县，累计直
接投入资金 6047万元，引导行业资
金 23.7亿元，组织实施扶贫项目 70
余个，推动两县成功脱贫摘帽，累计
减贫近17万人。

落实重点改革任务
提升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
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
心地位。无论是推进高质量发展，还
是构建新发展格局，都更加需要支持
创新、服务创新、引领创新。

深交所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上来，坚
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一心一意抓

改革，实心实意谋发展，全心全意优
服务，充分发挥资本市场枢纽作用，
促进投融资两端平衡，形成高质量上
市公司群体，助力科技、资本和实体
经济高水平循环。

一是制定实施深交所新时期发
展规划。围绕国家“十四五”发展规
划和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各项部
署，把支持科技创新、以创新引领发
展摆在更加突出位置，从构建更适应
创新资本形成的制度体系、促进资本
高效循环的市场体系、有利于吸引中
长期资金的多元化产品体系等方面
入手，抓紧研究制定符合深交所定
位、特点的“优质创新资本中心和世
界一流交易所”建设方案。

二是全力推进落实重点改革任
务。深入推进落实全面深化资本市
场改革和先行示范区综合授权改革
重点任务。巩固创业板改革成果，全
力保障创业板注册制平稳运行，做好
全市场注册制准备工作，支持更多优
质企业上市。推进基础设施领域公
募REITs试点工作。研究完善信息
披露、公司治理等相关规则，构建与
国际接轨的市场规则体系。

三是持续提升一线监管质效。
践行“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九字
方针，突出“建制度”主线，以推行注
册制与健全退市机制作为抓手，持续
完善各项基础制度，把好市场入口出
口两道关。坚持信息披露监管与公
司治理监管“双轮驱动”，健全完善常
态化退市机制，推动提高上市公司质
量。制定中介机构执业质量评价规
则，实施审核及监管挂钩机制。持续
优化并公开异常交易监控标准，完善
差异化监管安排。深化监管协作，严
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提高违法违规
成本，强化投资者保护。

四是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
险底线。加快统一风险管理平台建
设，充分运用 AI 计算、大数据分析
等多种工具，提升风险监测、分析、
预警能力，努力做到风险应对走在
市场曲线前面，持续做好重点领域
风险防控。保持运维系统架构先进
性，加强技术系统风险排查，确保技
术系统安全运行。认真落实疫情防
控常态化要求，慎终如始抓好疫情
防控。

五是促进投融资两端平衡发
展。深化对实体经济供需两端研究，
加大创新产品研发力度，进一步丰富
债券品种，规范拓展ABS产品，稳步
推进公募REITs产品。做大做强核
心 ETF 产品，丰富主题类、行业类
ETF 产品，提升深市标杆指数影响
力。加强市场培育服务，完善全周期
投融资服务体系。

六是立足湾区、面向国际，实施
高水平双向开放。突出持续监管的
有效性，逐步形成简明、完备、具有国
际竞争力的市场规则体系。建设粤
港澳大湾区债券平台，探索实现湾区
债券市场互通。继续推进技术基础
设施跨境合作，努力为全球市场参与
者提供综合性服务。

七是深入推进数字化发展。迭
代发展数字化监管与服务平台，建设
新一代信息平台，全面提升科技化、
智能化水平。打造国际领先的数字
化基础设施，以世界一流标准建设南
方中心，优化拓展金融数据交换平
台，加快行情数据服务平台建设。强
化前沿科技成果研究与运用，增强开
放协作能力，推动构建行业数字化共
享新生态。

八是提升交易所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稳步推进交易
所治理体系改革，构建科学规范、运
行高效的运营管理体系。建立多层
次人才引进体系，优化人才成长路
径。探索制定集团化发展战略,进一
步提升集团化管理水平。塑造辨识
度强、认同度高、契合发展需要的文
化价值体系。

深交所：重点改革任务渐次落地
建设优质创新资本中心和世界一流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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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姜 楠

12月 18日，深交所举办 2020年
新闻媒体座谈会暨创业板改革并试
点注册制新闻报道经验交流会。来
自中央媒体、财经媒体、新媒体、地方
媒体及门户网站等31家媒体单位的
负责人及记者代表，共50余人参加座
谈会。这是深交所贯彻落实中国证
监会关于做好资本市场新闻舆论工
作部署要求，促进创业板改革并试点
注册制高质量运行，深化与新闻媒体
沟通协作，营造良好市场舆论环境，
努力建设透明交易所的重要举措。

会上，深交所负责人通报了相关
工作情况，并围绕实施创业板改革并
试点注册制、深化深交所市场改革发
展、建设优质创新资本中心和世界一
流交易所、提升深交所新闻宣传工作
水平等方面与媒体进行互动交流。
与会媒体认为，面对 2020年错综复
杂的国内外形势，深交所认真贯彻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平
稳有序推进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
制落地实施，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支
持市场主体发展，在服务实体经济、
支持“双区”建设、完善基础制度、提
升监管质效、防控重点风险等方面取

得积极成效，市场改革实现新突破，
市场建设迈上新台阶。与会媒体表
示，将加强与深交所沟通交流，更好
发挥媒体在信息传递、政策解读、舆
论监督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为巩固创
业板改革成果、推动重大改革落地、
促进市场健康发展营造良好氛围。

深交所负责人表示，资本市场
是一个内涵丰富、机理复杂的生态
系统，新闻媒体是其中的重要组成
部分，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离不开新
闻媒体的积极参与和大力支持。今

年是深交所建立 30周年，站在新的
起点上，深交所将深入贯彻落实党
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深刻理解

“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有机统一
关系，按照“四个敬畏、一个合力”工
作要求，推进落实全面深化资本市
场改革各项任务，坚持正确的舆论
导向，推动传递专业理性声音，凝聚
市场发展合力，促进形成更加多元、
更具包容性、更有利于支持创新的
市场生态，共建优质创新资本中心
和世界一流交易所。

深交所负责人表示

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离不开新闻媒体的参与和支持

本版主编沈明 责编杨萌 制作王敬涛 E-mail:zmzx@zqrb.net 电话 010-832517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