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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今日视点

今日导读今日导读

满足“十一”假期流动性需要
央行连续7天开展14天逆回购

..........................A2版

本报记者 刘 琪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
2021年第三季度（总第94次）例会于9
月24日在北京召开。

会议指出，当前全球疫情仍在持续
演变，外部环境更趋严峻复杂，国内经
济恢复仍然不稳固、不均衡。要加强国
内外经济形势边际变化的研判分析，加
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防范外部冲
击，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搞好跨周

期政策设计，统筹做好今明两年宏观政
策衔接，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稳健的
货币政策要灵活精准、合理适度，保持
流动性合理充裕，增强信贷总量增长的
稳定性，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
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
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坚持把
服务实体经济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
维护经济大局总体平稳，增强经济发
展韧性。进一步发挥好再贷款、再贴
现和直达实体经济货币政策工具等

措施的牵引带动作用，用好新增3000
亿元支小再贷款额度，支持增加小微
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贷款，落实好普惠
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和
信用贷款支持计划延期工作，综合施
策支持区域协调发展。深化金融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引导大银行服务重
心下沉，推动中小银行聚焦主责主
业，增强金融市场的活力和韧性，健
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
的现代金融体系。支持银行补充资

本，提高服务实体经济和防范金融风
险的能力。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和传
导机制，完善央行政策利率体系，优化
存款利率监管，继续释放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改革潜力，推动实际贷款利率
进一步降低。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
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引导企业和金
融机构坚持“风险中性”理念，加强预
期管理，把握好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
的平衡，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
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构建金融有效

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完善金融
支持创新体系，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制
造业中长期贷款，努力做到金融对民
营企业的支持与民营企业对经济社
会发展的贡献相适应，有序推动碳减
排支持工具落地生效，以促进实现碳
达峰、碳中和为目标完善绿色金融体
系。维护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维
护住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推进金
融高水平双向开放，提高开放条件下
经济金融管理能力和防控风险能力。

央行：搞好跨周期政策设计 做好宏观政策衔接

谢 岚

金杯银杯，不如口碑。科创板开
市已两年有余，制度创新的成色如何？
作为科创板发展的基石，科创板上市公
司无疑是最有发言权的市场主体。

在9月27日举办的2021科创领
军者峰会上，多家科创板上市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力赞科创板为企业
发展提供资本助力，在引入人才、提
高研发投入、提升产能、企业治理、
品牌形象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科创板制度创新给企业带来的
满满获得感，同样也体现在一连串
更为宏观的数据中。

科创板有效发挥直接融资功能，

为科创企业发展注入活力。根据证
券日报科创领军者联盟与东兴证券
研究所联合撰写的报告《科创板这两
年——制度创新与科技转化且歌且
行》，截至7月22日，科创板上市公司
达313家，月均上市公司数量13家，比
同期的主板多19.92%，比创业板多
36.09%；上市募资规模 3874.38亿
元，当日总市值4.88万亿元。

在市场化融资的支持下，科创
板上市公司瞄准尖端技术、卡脖子
领域持续研发攻关。2020年，科创
公司研发投入与营业收入之比的中
位数为9%，研发人员占公司人员总
数比重平均为28.6%。

各个领域的科创成果竞相涌

现。截至2021年6月30日，科创板上
市公司专利总申请量为9.7万件，有
效专利量5.1万件，授权发明专利量
2.8万件。

虽然面临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
严峻考验和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
境，但科创板上市公司依然展现出
极强的韧性。2021年上半年，科创
板上市公司营业收入与归母净利润
同比增长55.14%和105.24%，其中，
超九成公司实现营收增长，56家公
司营收实现翻番。

科创板上市公司的获得感，不仅
是对过去两年科创板制度创新成色
的验证，也将更加有力地提振投资者
以及更多尚未上市的科创企业对科

创板未来发展的信心和向往，并为科
创板接下来持续深化改革进一步形
成良好的改革氛围、凝聚改革共识。

勠力同心再出发，新的航向也
已明晰。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
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
的意见》公布，其中三次提及科创
板，包括支持设立科创板拟上市企
业知识产权服务站，试点允许合格
境外机构投资者使用人民币参与科
创板股票发行交易，以及在科创板
引入做市商制度。

上交所方面此前亦表示，将重点
围绕四个方面推动科创板高质量发
展：一是继续坚持问题导向，坚守科

创板定位，聚焦支持“硬科技”企业；
二是继续坚持以信息披露为核心，严
把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入口关”；三是
继续坚持压严压实中介机构责任，引
导市场主体归位尽责；四是积极研究
新股定价完善措施，并加强监管。

九万里风鹏正举。我们相信，
在科创板这片中国资本市场改革的
试验田上，随着科技、资本与实体经
济实现高水平循环，越来越多硬科
技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中国企业也
将迎来逐鹿全球竞争制高点、引领
科创潮流梦想的大时代，为中国经
济高质量发展、科技强国提供强劲
驱动力，最终也将为全体国民带来
满满的获得感。

企业获得感满满 验证科创板制度创新成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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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 敏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科技是时代浪潮剧变中最大的
变量。在我国持续加大科技攻坚之
际，做好传承与创新是市场参与者
的必修课。

科创板上市公司是我国创新发
展的中坚力量。为进一步推动科创
板深化改革，促进市场发展，9月27
日，证券日报科创领军者联盟来到
位于上交所创办地浦江饭店的中国
证券博物馆举办“2021科创领军者
峰会”，回溯历史、展望未来、共话

“传承与创新”。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会长宋志

平，中国科学院核心研究员、博士后
导师张志强，还有沃尔德董事长陈
继锋、交控科技董事长郜春海，芯原
股份创始人、董事长戴伟民，美迪西
创始人兼CEO陈春麟、奥精医疗董
事长胡刚、华依科技董事长兼总经
理励寅、中微公司董事长尹志尧、科
兴制药董事长邓学勤、瑞晟智能董
事长袁峰、金博股份总经理王冰泉、
复洁环保总经理曲献伟、硕世生物
总经理王国强等40余名科创板公司
高管与会。

《证券日报》社社长陈剑夫致辞
时表示，中国科技创新正在由跟跑
为主向更多领域并跑、领跑并存的
新阶段转变，这与我国的政策支持、
制度创新、资本助力、企业攻坚密不

可分。增强科创板“硬科技”特色，
一是做好顶层设计，坚守科创板定
位。二是企业加强研发，科技成果
要“上得来”。三是保障募资投向精
准，加快技术向生产力转化。四是
研究要重基础，坐得住冷板凳。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会长宋志平
表示，当下市值超千亿元的上市公司
群体有三个共同点：其一是高科技创
新、新经济赛道；其二是细分领域的
头部企业；其三是经营治理稳定的企
业。企业的发展需要创新。但创新
有风险，不创新等死，盲目创新找
死。科学家创新是在“发现”。而企
业创新受到效率和价值的一定约
束。因此，企业家的创新是发明，而
且最终要转变成产品和服务，要接受
市场的检验。资本市场的发展将大
大助力于创新以及创新成果的落地。

张志强在《新科技变革趋势与
科技竞争态势》中指出，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凸显科技核心战略地位。新
冠疫情的出现重塑全球科技战略重
点。未来战略性前沿发展方向包括
量子科技、人工智能、先进计算等。

郜春海认为，中国企业取得当下
的成绩，大学科研机构功不可没，其培
养了大批的人才，很多成果都是起源
于大学的科研。当下面临的关键问题
是如何从科研成果走向产业转化。

此外，胡刚、励寅、尹志尧、王冰
泉、王国强参加了圆桌论坛，围绕

“科创企业如何把握‘十四五’机遇

增强核心竞争力”的话题进行深入
探讨和交流。五位科创企业带头人
指出，科创板上市为企业发展提供
资本助力，在引入人才、提高研发投
入、提升产能、企业治理、品牌形象
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未来，将
以科创板上市为起点，抓住所在赛
道的“牛鼻子”，瞄准创新，实现高质
量发展。

2019年12月27日，证券日报社科

创领军者联盟成立，得到了相关监管
部门的大力支持，首批会员43家，覆
盖了彼时90%以上的科创板上市公
司。作为本次峰会的重要环节之一，
科创领军者联盟举行了隆重的“迎
新”仪式，第四批总计62位新近上市
的科创领军者加入，共同致力于科技
创新、企业高质量发展。截至目前，
科创领军者联盟会员已达172家。

本次峰会上还发布了由证券日

报科创领军者联盟与东兴证券研究
所联合撰写的重磅报告《科创板这
两年——制度创新与科技转化且歌
且行》。该报告系统梳理了科创板
过去两年的发展历程与成果，并对
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
造、生物、新材料、节能环保、新能源
汽车等在内的六大科创板重点产业
进行了深入研究诊断，为科创企业
发展提供了参考与借鉴。

2021科创领军者峰会召开 科技创新与资本共振时代到来

上市公司现金分红
连续四年超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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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能源汽车三分天下
谁执牛耳

..........................A3版

先交预付款 提货等通知
砂石行业上演“疯狂的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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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商行定增说明书密集落地
有的打包销售不良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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