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A332021年9月6日 星期一
专 题 TOPIC

本版主编 于德良 责编 孙华 制作 李波 E-mail:zmzx@zqrb.net 电话 010-83251785

本报记者 朱宝琛 见习记者 杨 洁

9月3日，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保障投资者合法权益”为主题的第四
届中小投资者服务论坛以“云论坛”形
式举办。

此次论坛重点展现了近一年来各
方在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工作方面取得
的积极进展，同时以ESG投资、公司治
理、投保机构股东代位诉讼为切入点，
探讨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加强投资者
保护的有效路径和长效机制举措。

高质量的上市公司
是投资者权益保护的源头活水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阎庆民指出，
高质量的上市公司是投资者权益保护
的源头活水。中国证监会以注册制和
退市制度改革为抓手，通过完善基础
制度建设、强化上市公司监管、严厉打
击违法违规行为、推动投资者保护制
度落地实施等一系列举措，持续提高
上市公司质量、保障投资者合法权益。

他同时表示，“十四五”时期，我国
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在新阶段、新
起点，上市公司监管和投资者保护工
作要积极融入新发展格局，坚持初心
使命，努力提升广大投资者的获得感、
安全感。为此，要着力抓好三个“持
续”：一是持续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二
是持续推进投资者保护制度落地实
施；三是持续推进共同治理。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
专职委员刘贵祥表示，近年来，最高人
民法院通过制定司法解释与司法政
策、依法公正高效审理案件、加强审判
机构建设等工作，促进上市公司质量
提升，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下一阶
段，将进一步完善投资者保护的司法
规则，加强典型案件审理，并在最高人
民法院与中国证监会建立的资本市场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基础上，继续大
力支持投服中心等投资者保护机构开
展工作，充分调动市场专业资源化解
矛盾纠纷的积极性。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会长宋志平表
示，我国上市公司的快速发展，得益于
广大投资者的鼎力支持，得益于投资
者对于上市公司的信任。投资者是资
本市场发展之源。尊重投资者、敬畏
投资者、回报投资者，是上市公司应尽
之责。

“资本市场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
高质量的上市公司是资本市场的微观
基础。”宋志平说，资本市场拥有越来
越多的高质量上市公司，投资者就会
对资本市场，对经济社会发展越有信
心，也会更支持上市公司的发展，形成
更良性的循环。

投服中心董事长郭文英介绍，投
服中心通过提起支持诉讼和股东诉
讼，参加特别代表人诉讼等，积极追究

“关键少数”等相关责任主体的民事责
任，参与的首单证券纠纷特别代表人
诉讼已进入正式审理阶段，新证券法
创设的中国式“集体诉讼”从法条走向
了现实。接下来，投服中心将在中国
证监会正确领导下，秉持“为民 奉献
专业 引领”理念，与市场各方共同努

力，将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落到实处。
上海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局长

解冬表示，为做好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相
关工作，上海着力从四个方面积极入
手：一是把好“入口”，做优增量；二是多
元赋能，做强存量；三是畅通“出口”，化
解风险；四是央地协同，营造生态。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执行副会长柳
磊认为，作为资本市场的“压舱石”，上
市公司的高质量发展，正是资本市场
深入改革的底气和定力所在，也是投
资者信心的来源。

“提升上市公司质量是一项长期
性、系统性工程，关键在于企业自身，
同时也离不开投资者等各方的积极参
与、协同努力。”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
部副主任郭瑞明表示，希望广大投资
者积极践行理性投资、长期投资、价值
投资的理念，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促进
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资本市场枢纽功能持续增强
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

资本市场在优化资源配置，推动
资本、科技和实体经济高水平循环中
具有枢纽作用，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力量。

国务院国资委产权管理局副局长
谢小兵表示，将继续支持中央企业培
育优质资产，并通过IPO、资产重组等
方式向上市公司汇聚；加大专业化整
合力度，持续优化上市资产运营质量
和产业布局。推动一批中央企业科技
创新的“尖兵”在科创板上市，提升自
主创新能力。

“上市公司作为公众公司，必须尊
重、敬畏投资者，才能借助资本市场高
质量发展。上市公司质量提高了，投
资者也能真正获得回报，投融资更加
平衡，市场健康发展的根基也会更
牢。”上海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董国群
介绍，在证监会指导下，2020年年报期
间，上交所动员1600余家公司召开了
业绩说明会，业绩说明会的规模、数量
都创出历史新高。

深圳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李鸣钟
介绍，深交所将把推动提高上市公司
质量作为监管工作的重中之重，切实
发挥资本市场在促进创新资本形成、
激发企业家精神和人才创新活力等方
面的功能作用，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和科技创新。引导各类创新资源聚集
战略新兴产业和专精特新领域，助力
提升产品链供应链韧性，解决“卡脖
子”难题。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副秘书
长黄丽萍称，近年来，资本市场改革取
得显著成效，上市公司质量和内在价
值对投资回报的影响显著提升，基金
公司更加重视价值投资、长期投资，对
参与上市公司治理的必要性有了更多
共识。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
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张梅表示，提高挂
牌公司质量不仅是新三板市场投资者
保护的根本前提，还关系到新三板乃
至整个资本市场的可持续发展。下一
步，全国股转公司将在做好进一步深
化新三板改革的同时，聚焦影响挂牌

公司质量的重点问题和关键环节，持
续提高挂牌公司质量，让投资者拥有
更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投保“工具箱”日益丰富
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

作为资本市场的根本法，新证券
法突出强调了投资者权益保护，新设
了“投资者保护”专章。我国资本市场
拥有全球规模最大、交易最活跃的投
资者群体，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是资
本市场践行初心使命的内在要求。

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限责
任公司副总经理葛毅介绍，从2010年
开始，投保基金公司正式开展A股上市
公司投资者
保护状况评
价 ，通 过 上
市公司分层
分类精准评
价 ，加 强 上
市公司投资
者保护状况
评价体系建
设 ，探 索 事
前 、事 中 评
价 机 制 ，目
前已构建起
一整套针对
我国A股市
场上市公司发展实际的评价体系，成
为度量上市公司投资者保护工作质效
的重要标尺。

中国证券业协会副会长张冀华表
示，下一步，证券行业要在加强投资者
适当性管理、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不断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三个方面持
续发力，进一步筑牢发行人和投资者
连接之基，更好地
保障投资者合法
权益。

中 国 期 货 业
协会秘书长吴亚
军介绍，截至6月
底，今年发布套期
保值公告的A股上
市公司数量已达
556家，超过去年
全年水平。协会
将继续围绕“十四
五”规划和证监会
的总体部署，胸怀“两个大局”，心系

“国之大者”，站好“自律、规范、服务、
发展”的定位，为期货行业发展、保护
投资者权益发挥更大作用。

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副总经理
黄勇表示，投服中心将不断拓展投资者
保护工作的深度与广度，促进提高上市
公司质量，为建设规范、透明、开放、有活
力、有韧性的资
本市场贡献力
量。全面提升维
权诉讼时效，全
面提升持股行权
示范引领作用，
全面提升纠纷
调解科技化水
平，全面提升好

“投服品牌”。

各方共话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加强投资者保护

本报记者 朱宝琛 见习记者 杨 洁

9月3日下午，由中国证券投资基
金业协会承办的第四届中小投资者
服务论坛专题论坛一“发展ESG投资
服务高质量发展”在云上顺利召开。

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
主任柴麒敏对我国碳达峰碳中和战
略及气候投融资政策进行了相关解
读。他表示，到2060年前，我国并非
是要实现“绝对的零排放”，而是要将
人为活动排放对自然的影响通过技
术创新降低到几乎可以忽略的程度，
达到人为排放源和汇新的平衡，真正
实现人和自然的和谐共生。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绿色
金融发展研究中心ESG与可持续投融
资研究负责人黎菁认为，企业要承担
更多社会责任，不仅要关注企业生产
经营利润最大化，同时也要关注这些
利益相关方的权益，要遵守商业道
德，要保护环境，同时也要保护员工
权益，促进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圆桌论坛环节，与会人士围绕
“ESG投资新生态 绿赢未来”主题展
开讨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

所副所长陈道富介绍了近一两年国
内ESG投资的发展趋势、国研中心金
融研究所在ESG标准、指标和评价体
系等方面的成果与进展，并对有效推
动国内ESG投资提出了建议。

国投创益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刘云、TPG董事总经理沈
晶、清新资本创始合伙人胡宇晨分别
介绍了各自机构在ESG投资领域已开
展的工作，并探讨了投资机构如何不
断提升ESG投资管理水平，为经济和
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及国家双碳目标
的实现助力。格澜数字科技（北京）
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刘洋介绍了格
澜推动ESG管理与服务、从第三方角
度帮助投资机构和被投项目进行全
流程的ESG管理的实践经验。

盛世投资首席可持续发展官、合
伙人姜燕表示，ESG投资本身其实就
是投资机构为了降低风险投资一些
长期可持续发展的企业，从而推动经
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现在到了政府
部门、投资机构、被投企业、第三方服
务公司、咨询公司及学界一起携手共
同推动国内ESG发展的关键时期，希
望各界能共同对国内ESG投资的发展
与实践进行更多探索。

专家：对国内ESG投资的发展与实践
进行更多探索

本报记者 朱宝琛 见习记者 杨 洁

9月3日下午，由中证中小投资者
服务中心（简称投服中心）主办的第
四届中小投资者服务论坛之“规范公
司治理，促进投资者保护”专题论坛
以“云论坛”方式举办。

本次论坛，投服中心结合行权实
践，针对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信息披露
过于简化、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
控制人违法占用上市公司资金、董事
会在并购重组等事项中未能勤勉尽
责、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力度还
有待加强等问题，设置了“提高信息
披露透明度，保障投资者知情权”“增
强公司控股股东与实控人的敬畏之
心”“强化董事履职尽责”“促进机构
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四个议题。

投服中心副总经理贺瑛表示，关注
公司治理一直是投服中心持股行权工
作的重要抓手，投服中心期望通过此次
论坛向市场传递宣传行权理念，与社会
各界交流关于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治
理的意见建议，共促投资者保护。

投服中心行权事务部结合行权

实践，分享了上市公司在信息披露、
控股股东及实控人资金占用和董事
会未勤勉履职等方面的公司治理典
型案例；湖南证监局法制处处长王玮
立足监管角度，围绕“提升上市公司
信息披露质量”提出思考和建议。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张刚针对上市公司资金占用及违规担
保现象进行了剖析，从健全上市公司
内部治理制度、加强上市公司财务风
险控制、追究违法主体刑事责任等方
面提出了相应的改进建议；清华大学
法学院教授、清华大学商法研究中心
主任汤欣结合具体案例，对董事勤勉
义务进行了法律解析，并提出政策建
议；易方达基金ESG研究员魏亦希结合
机构投资者的实践经验，提出促进机
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的建议。

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部监管四处
副处长王通平就上市公司治理问题做
了专题演讲，介绍监管部门关于推动上
市公司完善公司治理的重要举措。

与会各方认为，提高公司治理，强化
投资者保护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工作，
需要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和大力支持。

提高公司治理、强化投资者保护
是一项长期性工作

朱宝琛

中国结算的最新数据显示，截止到
今年7月底，A股投资者数量已经达到
1.89亿。面对数量庞大的投资者，如何
保护好他们的合法权益，尤其是广大中
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是监管部门长期
以来一直在推进的一项重点工作。

投资者保护是一项系统性工作，
需要各方密切配合，共同发力。对上
市公司而言，实现高质量发展，规范经
营行为，是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第
一要义，是上市公司保护投资者合法
权益的根本路径和基础。因为上市公
司和投资者是市场的共生共荣体，上
市公司发展壮大的背后，离不开1.89亿
A股市场投资者的支持。上市公司只
有不断提高自身质量，才能够得到投
资者的信任和青睐。

我们看到，去年10月份，国务院印
发了《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的意见》，提出“提高上市公司治理水

平”“推动上市公司做大做强”“健全上
市公司退出机制”“解决上市公司突出
问题”“提高上市公司及相关主体违法
违规成本”“形成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
工作合力”等六方面17项重点举措。

这些举措，对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做出了全面系统、有针对性的部署安
排，并且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公司治
理为例，去年12月11日，证监会启动了
上市公司治理专项行动，拟用2年时
间，通过公司自查、现场检查、整改提
升3个阶段，推动上市公司治理水平全
面提升。目前，第一阶段自查任务已
经结束。根据监管部门相关人士的介
绍，4300多家上市公司已经完成自查。

在笔者看来，通过自查，能够发现问
题并及时解决，必然会进一步强化公司自
理规范的内生动力。这是上市公司实现
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亦是对投资
者合法权益保护的一个重要体现。这就
要求上市公司必须做到守原则、擅发展、
担责任，在做好主业、深耕实业的同时，更

要把投资者利益，尤其是中小投资者利益
放在重要位置，呈现给投资者一个公
开、透明、真实、合规的公司，持续为投资
者提供长
期、稳定的
良好回报，
不负投资
者的重托
与信任。

当前，
A 股 市 场
上市公司
数量已经
超 过 4400
多家，成为
我国经济
中最活跃、
最富创造力，也最具有社会责任感的
中坚力量。但是，只有懂得尊重、回报
保护投资者的上市公司，才会赢得投
资者的尊重和市场的认同，这是毋庸
置疑的。

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
是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第一要义

本报记者 朱宝琛 见习记者 杨 洁

9月3日下午，由中证中小投资者
服务中心（简称投服中心）主办的第
四届中小投资者服务论坛之“投保机
构股东代位诉讼实务探讨”专题论坛
在云上成功举办。与会人士围绕“新
证券法下投保机构股东代位诉讼的
价值定位”“投保机构股东代位诉讼
的关注焦点”“当前投保机构股东代
位诉讼的主要障碍与应对建议”及

“投保机构股东代位诉讼的选案考量
因素”4个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交流。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金融审判
庭沙洵副庭长、北京金融法院审判一
庭负责人丁宇翔、中国人民大学法学
院刘俊海教授重点围绕新证券法视
野下投保机构股东代位诉讼的功能
和价值，从投保机构股东代位诉讼的
社会功能、制度资源、维权策略以及
实务问题等方面发表了意见。

中国证监会上市部监管一处二
级调研员王昊宇、上海金融法院综合
审判一庭单素华庭长和四川省社会
科学院常务副院长周友苏教授结合
日常监管中“关键少数”的认定和责
任，从如何提高违法违规成本，提升
上市公司质量角度发表了意见，交流
了投保机构股东代位诉讼的法律特
征、司法实践，探讨代位诉讼中“追首
恶”的界定及需要把握的问题，从如
何充分发挥投保机构股东代位诉讼
法定功能进行了专业分析。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金融法庭袁
银平庭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叶林
教授、清华大学法学院朱慈蕴教授、上
海财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葛伟军教

授、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张
巍教授建议投保机构在股东代位诉讼
中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同时也要注
重股东直接诉讼和代位诉讼的转化，
在诉因日益扩大的情况下，如何防止
滥诉可能以及如何妥善地选择包括特
别代表人诉讼、股东直接诉讼及代位
诉讼在内的三种不同诉讼形式，最有
效地实现投资者保护的目的。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金融借贷
审判庭黄伟峰庭长、复旦大学法学院
段厚省教授、武汉大学法学院院长冯
果教授、厦门大学法学院肖伟教授、
华东政法大学国际金融法律学院肖
宇副教授分析了对代位诉讼的诉由
进行研究的必要性，明确投保机构应
当秉持公益、公平、透明和专业的原
则，谨慎选择案件，对于大股东资金
占用、违规担保等具有普遍性、典型
性、高发性的行为，应当列入代位诉
讼的诉由范围，同时也要定位好投保
机构作为公益组织与市场的关系，对
投保机构股东代位诉讼选案考量提
出了许多有益建议。

投服中心副总经理刘磊表示，作
为第四届投服论坛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次专题论坛进一步厘清了投保机构
股东代位诉讼推进过程中的程序和实
体问题，推动社会各界就投保机构股
东代位诉讼形成了一定共识。未来，
在市场各方的大力支持下，投服中心
将积极开展股东代位诉讼工作，督促
上市公司完善公司治理，同时加大对
上市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等违法主体的追责力度，大幅提高
违法成本，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进一步
推动资本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

投服中心：积极开展股东代位诉讼工作
督促上市公司完善公司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