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ECURITIES DAILY
2021年3月9日 星期二

第50期 总第6204期今日64版

经济日报社主管主办

新闻热线：010-83251730 010-83251760

官方网站：

证券市场信息披露媒体

创造·发现·分享
中国价值新坐标

●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11-0235 邮发代号：1-286 ● 地址：北京市西三环南路 55号顺和国际·财富中心大楼东侧 3A区 501号/502号 ● 邮编：100071 ● 定价:1.30元
● 零售价:1.5元 ● 编辑部:010-83251730 E-mail：zmzx@zqrb.net ● 广告部:010-83251716 ● 发行部:010-83251713 ●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京宣工商广字第093号(1-1) 北京 上海 深圳 成都 同时印刷

本版主编：姜 楠 责 编：于 南 美 编：曾 梦
制 作：李 波 电话：010-83251808

尚福林：注册制改革
需紧抓信披真实性

...........................A2版

新华社北京3月8日电 十三届
全国人大四次会议8日下午在人民大
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听取和审
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和最高
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
工作报告。

习近平、李克强、汪洋、王沪宁、
赵乐际、韩正、王岐山等出席会议。

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栗战书
委员长向大会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
工作。栗战书在报告中指出，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
导下，全国人大常委会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履职
尽责、积极作为，为推动重大工作部
署、应对重大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
全提供法律保障，有效发挥了国家权
力机关的职能作用。

栗战书在报告中指出，十三届全
国人大三次会议以来，常委会制定法
律9件，修改法律13件，作出有关法律
问题和重大问题的决定8件，正在审
议的法律案23件；听取审议35个报
告，检查1个决定和6部法律实施情
况，进行专题询问2次，开展专题调研
6项，作出决议1项；决定批准或加入
条约7项；审议通过39个任免案，依法
任免国家工作人员259人次。

在报告中，栗战书指出，常委会
工作最为显著的特点是，紧跟党中央
重大决策部署，紧贴人民群众美好生
活对法治建设的呼声期盼，紧扣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的
法律需求实际，加强立法和法律监

督，努力使各项工作更好围绕中心和
大局、更好服务国家和人民。一是加
强宪法实施和监督，维护国家法治统
一。修改国旗法、国徽法，审议通过
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
二是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顺应人
民期盼，加强重点领域立法。加强公
共卫生立法修法，加快国家安全立
法，围绕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
外开放立法。三是坚持寓支持于监
督之中，依法开展法律监督和工作监
督。推动宪法法律全面有效实施，确
保行政权、监察权、审判权、检察权依
法行使。四是坚持代表主体地位，支
持和服务代表依法履职。认真落实
关于加强和改进全国人大代表工作

“35条具体措施”，不断提高代表工作
水平。五是服务国家外交大局，发挥
人大外事工作的职能作用。六是加
强履职能力建设，不断提升常委会自
身建设水平。

栗战书在报告中指出，常委会工
作还有一些差距和不足，将虚心听取
代表和各方面意见建议，不断加强和
改进工作，更好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
职责。

在报告中，栗战书指出，2021年
是实施“十四五”规划、开启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
年，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常
委会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
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

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全
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
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坚持
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
有机统一，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
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紧紧围
绕“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
谋划人大工作，依法行使立法权、监
督权、决定权、任免权，发挥好在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的职能
作用。

栗战书在报告中对常委会今后
一年的主要任务进行部署：切实加强
宪法实施和监督，维护宪法尊严和权
威；切实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
外领域立法，不断提高立法质量和效
率；切实加强监督工作，确保国家机
关依法履行职责；切实加强代表工
作，更好发挥代表作用；切实加强人
大外事工作，深化和拓展各层级各领
域交流合作；切实加强自身建设，夯
实履职的思想政治组织基础。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最高
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指出，2020年，
最高人民法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忠实
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依法服务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各项工作取得新成效。最高人民法
院受理案件39347件，审结35773件；
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
受理案件3080.5万件，审结、执结
2870.5万件。

在报告中，周强从七个方面总结
2020年主要工作：一是坚决维护国家

安全和社会稳定；二是积极服务高质
量发展；三是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
权益；四是全面构建一站式多元解纷
和诉讼服务机制；五是着力深化司法
体制改革；六是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
过硬法院队伍；七是自觉接受监督。

周强在报告中表示，2021年和今
后一个时期，人民法院要紧扣推动高
质量发展主题，准确把握立足新发展
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
格局要求，更加注重系统观念、法治
思维、强基导向，坚持稳中求进、守正
创新，推动新时代人民法院工作高质
量发展。要加强政治建设，积极服务
大局，坚持司法为民，严格公正司法，
深化司法改革，建设过硬队伍。要求
真务实、开拓创新，充分发挥审判职
能作用，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在
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中指出，过
去一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大及其常
委会有力监督下，最高人民检察院积
极应对各类风险挑战特别是新冠肺
炎疫情带来的严重冲击影响，各项工
作取得新进展。一年来，全国检察机
关共办理各类案件301万件，同比下
降19.4%，其中主动履职的公益诉
讼、诉讼监督案件同比分别上升
19.2%和9.6%。

在报告中，张军从五个方面对
2020年工作进行回顾：一是积极参与
国家治理，以检察保障助推中国之

治；二是主动融入发展大局，以检察
服务助力全面小康；三是全面推进

“四大检察”，以检察监督维护公平正
义；四是紧扣民心这个最大政治，以
检察为民增进民生福祉；五是牢记打
铁必须自身硬，以检察建设确保依法
履职。

张军在报告中指出，2021年，检
察人要更加自觉担当作为，肩负起新
的历史使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法
治保障。要持续稳进，切实增强服务
高质量发展的政治自觉；狠抓落实，
切实增强融入全面依法治国的法治
自觉；努力提升，切实增强实现自身
高质量发展的检察自觉。为保障人
民幸福、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作出更
大贡献。

会议应出席代表2953人，出席
2895人，缺席58人，出席人数符合法
定人数。

会议由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执
行主席王晨主持。

今天是“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
会议以大会主席团的名义，向各位女
代表、女委员、女工作人员，向全国各
族各界妇女，向世界各国妇女，致以
节日的祝贺和美好的祝福。

大会执行主席马逢国、王东峰、
王光亚、王建军、尹力、石泰峰、白春礼、
刘艺良、刘国中、刘家义、许其亮、
阮成发、李玉妹、李伟、李学勇、吴玉良、
应勇、沈晓明、陈全国、陈锡文、袁家军、
黄志贤、彭清华、蒋卓庆、景俊海在主
席台执行主席席就座。

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习近平李克强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等出席 栗战书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听取和审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张 亮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一经提
出，立即成为社会各界谈论的热点
话题，也成为资本市场投资者密切
关注的投资主题之一，无疑也是正
在召开的全国两会最受关注的“热
词”之一。

李克强总理在作今年政府工作
报告时提出：“落实 2030 年应对气
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加快发
展方式绿色转型，协同推进经济高
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和二氧化碳
排放分别降低13.5%、18%”。

下一步的“路线图”是什么？
李克强总理在提出今年发展

主要预期目标时，对此进一步细化
指出，“扎实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各
项工作。制定 2030 年前碳排放达
峰行动方案。优化产业结构和能

源结构。推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
大力发展新能源，在确保安全的前
提下积极有序发展核电。扩大环
境保护、节能节水等企业所得税优
惠目录范围，促进新型节能环保技
术、装备和产品研发应用，培育壮
大节能环保产业。加快建设全国
用能权、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完善
能源消费双控制度。实施金融支
持绿色低碳发展专项政策，设立碳
减排支持工具”。由此可以认为，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路径
日益清晰，下一步的具体政策措施
值得期待。

有道是，上下同欲者胜。我们
知道，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主席
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
论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提出“中国将
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
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
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

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党的十
九届五中全会公报明确提出，到
2035年“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
式，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2020
年中央经济会议则将做好碳达峰、
碳中和工作列为 2021 年八大重点
任务之一。随后，央行、国家发改
委、工信部等多部委密集发声，在加
快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推
动煤炭消费尽早达峰，大力发展新
能源等方面作出部署。

而在今年地方两会中，“碳达
峰、碳中和”已成为各地政府工作
报告的高频词，一些省份已提出
具体“路线图”。据不完全统计，
北京、上海、天津、江苏、福建等 20
个省（市）明确提出要研究、编制
碳达峰行动方案，上海、广东、浙
江、江苏、海南、青海、天津、福建
等 8 省（市）提出要率先实现碳达
峰，或推动部分城市、部分行业率

先实现碳达峰。
正在召开的全国两会上，代表

委员也纷纷表达了对实现“碳达峰、
碳中和”的想法。全国人大代表、腾
讯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
建议，加强低碳技术研发创新；全国
人大代表、TCL董事长李东生建议，
将低碳减排纳入上市公司信披范
围；全国人大代表、美的集团家用空
调创新中心主任李金波建议实施

“碳标识”，建立家电产品碳排放评
价标准……他们的共同目标是，通
过政策等手段，倒逼企业向低碳绿
色方向转型。

综合种种信息研判，“碳达峰、
碳中和”将是今年、“十四五”期间乃
至更长时间维度的确定性投资主
题。中信建投等券商近期纷纷发布
研报预计，中央将通过产业规划、政
策引导、税收优惠、金融支持等方式
鼓励支持新能源、节能环保等产业

的发展。
一个值得关注的新动向是，今

年1月1日，全国碳市场首个履约周
期正式启动，涉及2225家发电行业
的重点排放单位，亦即发电行业成
为首个纳入全国碳市场的重点行
业。业界专家预计，未来石化、化
工、建材、钢铁、有色、造纸、电力、航
空等高耗能行业也有望纳入。未来
在“碳达峰、碳中和”政策指引下，发
电、钢铁等行业可能迎来重点变革，
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及其相关行业
将迎来发展机遇期；而从消费端看，
新能源汽车、智能家居将是节能减
排的重要方向。

蓝图绘就风正劲，扬帆破浪奋
进时。巩固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
成果，促进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
中国一定会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30·60”目标，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
作出应有贡献。

“碳达峰、碳中和”路线图浮出 更多政策举措渐次落地可期

低碳转型任重道远
绿色金融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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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金融科技力量
推动银行函证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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