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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侯捷宁 吴晓璐 杜雨萌

10月 21日下午，在 2021金融街
论坛年会的“实体经济与金融服务”
平行论坛上，围绕如何稳步推进股
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如何加快完善
符合中国实际的直接融资体系、结
构和制度建设，监管和市场人士纷
纷建言献策。

证监会有关负责人表示，通过近
年来科创板、创业板注册制改革试
点，以及后续制度的不断完善，推进
主板注册制改革的条件正逐步具
备。与此同时，业内专家认为，需要
加快完善促进科技创新的直接融资

体系，更好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

注册制改革真正到位
有赖于有效的市场约束

证监会市场一部主任李继尊表
示，注册制的本质是把选择权交给市
场，实现方式是建立健全以信息披露
为核心的制度体系。在这方面，科创
板、创业板试点注册制主要有三个突
破：一是优化发行上市条件，把实质
性门槛尽可能转化为严格的信息披
露要求，提高对企业特别是科创企业
的包容性。二是审核注册的标准、程
序、内容、过程、结果公开，增强可预

期性。三是对新股发行的价格、规模
等不设任何行政性限制，消除不必要
的干预。

李继尊透露，证监会正在研究修
订信息披露的有关规则，以进一步提
高信息披露的有效性和针对性。此
外，证监会正在评估完善试点注册制
的各项安排，优化各项改革措施的组
合搭配，以进一步增强协同效应，提
高改革的获得感。

“注册制改革真正到位有赖于有
效的市场约束，包括市场主体的归位
尽责、‘买方市场’的形成等，也需要
更加有力的法治保障。诸多情况表
明，整个市场正在朝着这个方向演

进，一级市场的供求关系在改善，二
级市场的估值体系在优化，市场主体
的规范意识在增强。”李继尊表示，在
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会有一些不适
应的地方，需要各方面给予更多的理
解和包容。证监会将坚决贯彻党中
央关于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的
部署，保持改革定力，一步一个脚印
地把改革进行到底。

李继尊认为，通过近年来科创
板、创业板的试点，以及后续制度的
完善，推进主板注册制改革的条件正
逐步具备，相信通过各方的共同努
力，主板注册制改革将水到渠成。

“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科创板

市场在投资者结构、市场定价效率方
面呈现出积极变化。”上交所副总经
理卢大彪介绍，截至今年 9月底，专
业投资者持有科创板上市公司流通
市值比例约为 41%，其中，外资持股
比例约 5%。市值超过 200亿元的上
市公司平均股价涨幅约 347%，市值
小于30亿元的上市公司平均股价涨
幅约47%，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优质
优价、龙头溢价。

中信证券董事长张佑君表示，
注册制下，对中介机构的执业要求
大幅提高。中介机构要不断修炼内
功，优化内部管理，提高保荐机构的
执业水平。 （下转A3版）

证监会：推进主板注册制改革条件正逐步具备

贺 俊

今日，第四届中国乳业资本论坛在京召开。
作为“乳业+资本”的年度品牌论坛，今年的主题
是“新开局、新战局、新格局”。可以说，该主题贯
穿了乳品行业“十四五”的当下与未来。时机、过
程、结果融合交织，以终为始。

事实上，“新开局、新战局、新格局”也几乎代
表了整个快消行业的形势。作为市场化程度最高
的行业集群，快消行业的竞争烈度长期以来有增
无减：竞品迭出、用户忠诚度不强、品牌红利脆弱，
随时会出现“打败你的不是对手”的情况。生存与
发展已然是一体，很难再说是递进关系——发展
就是生存，高质量发展就是高质量生存。

大变局之下，快消行业如何高质量发展？对于
这个命题，乳品行业最有发言权，有能力也有必要
为快消行业的“十四五”蓝图打个样。以伊利、蒙牛
为例，作为中国乳业领军者，二者已稳居全球乳业
20强，这既是市场化改革的成果，也是企业坚持创
新、治理完善、资本助力等多要素合力的结果。

产品质量上，打赢“三聚氰胺”翻身仗后的中
国乳业早已成为快消行业的标杆。《2021中国奶业
质量报告》显示，2020年乳制品和生鲜乳抽检合格
率分别为99.87%和99.8%；三聚氰胺等重点监控违
禁添加物抽检合格率连续12年保持100%。近年
来，中国乳制品的抽检合格率一直高居32个食品
大类榜首。经过70年的高速发展，中国乳品加工
已成为食品制造业第一大行业。

市场格局上，尽管两大巨头扛鼎半壁江山，但
中小企业依旧百舸争流，行业生态欣欣向荣。去
年至今，均瑶健康、熊猫乳品、一鸣食品、李子园、
优然牧业等相继登陆资本市场，美庐生物创业板
IPO也在进行时。这些不太广为人知的品牌纷纷
上市，恰恰是中国乳品行业“生物多样性”的写照，
也是中国乳业“向创新要发展”的样本。

在创新驱动下，中国乳业成为供给侧改革的先
锋队，产品越来越细分，“小巨人”越来越多，爆款新品
甚至是新赛道层出不穷，比如当前备受瞩目、炙手可
热的益生菌、奶酪、奶茶等。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奶
酪行业市场规模88.43亿元，同比增长22.72%，2006
年-2020年年复合增长率超过20%。可以说，在消费
升级的大背景下，市场绝不会亏待勇于创新、善于创
新、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企业。

当然，乳品行业也同样存在着不少深层次的
问题亟待解决。比如，第四届进博会即将召开，在

“双循环”战略下，中国乳品市场在向全球开放的
同时，中国乳企如何更快的走出去？伊利、蒙牛在
全球市场的排名，除了14亿国人的贡献之外，能否
更多的来自海外消费者？

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唯有向创
新要答案。唯有创新，才能破解不胜其烦的同质
化、价格战等各种“内卷”，加快数字化转型，构建
新发展格局。

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当前，消费已成为中
国经济的主要支柱，今年一季度和二季度，消费对
GDP累计同比贡献率为53.5%、61.7%，远超投资的
22.5%、19.2%和净出口的24.1%、19.1%。

今天的中国正日益成为全球生产消费增长中
心，快消行业应以高质量发展来迎接和推动这一
百年未有的大机遇。相比于酒类等其他快消品，
乳业更具技术创新、市场创新的条件和可能。共
同富裕的前提是共同健康，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国
际，中国乳业的渗透率都还有极大空间。希望不
久的将来，中国乳业也能够成为中国智造的名片。

快消行业高质量发展
亟待乳品业“打样”

本报记者 张歆 见习记者 杨洁

“最近三天，零号柴油的实际批
发价每吨上涨近千元，‘批零倒挂’
已经让很多民营加油站吃不消了。”
10月21日，河北省定州市某加油站
负责人田宇（化名）对《证券日报》记
者表示。

记者联系北京、内蒙古、山东、
河北等地的十余家加油站了解到，
近两三天，多地零号柴油的批发价
格与零售价格倒挂；汽油方面则暂
未出现“批零倒挂”情况。

在加油站从业者与分析人士看
来，柴油价格快速上涨首先是受国
际原油价格上涨驱动。此外，地炼
企业开工率不足、补库存、北方进入
收割季用油需求增加、季节性因素
（时值零号柴油换负10号、负20号乃
至负35号）等都是扰动因素，甚至柴
油发电机的火爆销售也对零号柴油
批发价上涨提供了支撑。采访中，
同样来自河北一家加油站的张先
生，特别表达了对恶意炒作行为的
气愤，呼吁严厉打击。

根据国内汽柴油价格调整的“十
个工作日”原则，10月22日24时，汽柴
油将迎来新一轮调价窗口。业界分
析师预计，零号柴油价格或将上涨
300元/吨，甚至有部分加油站从业者
预测每吨可能会上涨360元-400元。

零号柴油批发价快速上涨
零售端出现“限购”

北京市大兴区临近京开高速的
某加油站工作人员向《证券日报》记
者介绍，“（我们的零号柴油）零售价
格还是7.01元/升，也就是发改委规定
的挂牌价，供应也充足，但这几天，加
油站实际上都是在亏钱卖油。”

记者致电距上述加油站不远处
的另一家加油站，询问目前是否可
以加柴油。工作人员委婉地表示，

“最近来加柴油的太多，暂时没油
了，油库的运油车也堵在路上，估计
今天晚上才会到。”

记者随后以相同问题询问另一

家加油站，工作人员表示，“目前油
罐车正在卸油，但卸油阀有点问题，
恢复时间暂时不好确定。”

如果说上述情形还带有区域偶
然性，那么赤峰市巴林右旗一家民
营加油站的回答则非常直接，“这几
天我们加油站没有零号柴油可加，
进价太贵了。”

田宇告诉记者，零号柴油批发
价10月19日每吨7780元，10月20日
8150元，10月21日8750元，“三天就
涨了近千元”。

张先生则认为，“加油难”应该
归咎于供应端，“加油站不仅要面对
零号柴油的批发价上涨，还有油库
限购，因此在零售端自然也要分层
供应。一些加油站对于普通客户的
供应会减少，甚至不提供。”

例如，山东烟台一家加油站工
作人员听说记者要加零号柴油，回
问“是车还是桶”，随后又向记者解
释称，“对车加油不限制，对桶则要
求不多于100升”。据张先生介绍，
当地有些加油站甚至制定了零售限
购不超100元的标准。

主因系国际原油涨价
恶意炒作亦是“推手”

零号柴油价格的快速上涨，核
心原因是国际原油价格猛涨。

中宇资讯成品油分析师胡雪对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国际原油价
格自9月份开始一路上行，创近几年
新高，成本压力是柴油近期大涨的
最主要原因。另外，供需趋紧更为
油价进一步提供了上涨动力。

从国内因素来看，胡雪表示，
“金九银十”本就是零号柴油传统需
求旺季。

在此基础上，有观点认为，这也
是煤炭涨价的“连锁反应”：煤炭价
格上涨，导致电力供应出现缺口，激
发柴油发电机（临时电力供给）需求
增加，推升柴油需求。有网友甚至
调侃，“家里做柴油发电机组配套，
国庆节都没放假。”

抛开需求端，再来看供给端，据

《证券日报》记者了解，地方炼厂面
临的减碳和“双控”政策要求，对其
开工率造成了一定影响，同时出口
量大增，导致国内供应端压力增
加。田宇对记者表示，目前时值北
方各地零号柴油分别换负10号、负
20号乃至负35号柴油（主要是抗低
温能力不同），零号柴油的价格和供
给因此受到影响。

张先生认为，恶意炒作也是零号
柴油价格快速上涨的重要推手。

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对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当前柴油价
格上涨不仅受原油影响，国内成品
油内盘处于过度投机状况也是重要
原因。就国内来看，当前看到的批
发价格是由国内成品油生产方直接
定价，一个是主营系统（中石油、中
石化等主营单位），另一个很大的组
成部分是民营地炼，二者构成了国
内成品油主要供应端，但二者存在
较大差异，地炼相较于主营系统操

作灵活性更高、自主定价的空间比
较大，因此他们更有动力利用高油
价环境推涨批发价，从而加剧了“批
零倒挂”现象。

成品油迎新一轮调价窗口
上调幅度或为年内第二

根据国内汽柴油价格调整的
“十个工作日”原则，10月22日24时
将迎来新的调价窗口。

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杨霞
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据卓创资
讯数据监测模型显示，截至10月20
日收盘，国内第9个工作日参考原
油变化率为6.79%，预计汽柴油上
调300元/吨。

杨霞认为，本计价周期内，北半
球气温下降，因担心全球能源供应
持续紧张，国际原油连续上涨，布伦
特原油价格创2018年10月3日以来
最高。受此影响，国内参考的原油

变化率正值持续上涨，本轮成品油
零售限价上调政策即将落实。预计
本次上调幅度将是今年以来的第二
大涨幅。此前，10月9日24时国内成
品油零售限价年内最大涨幅落地，
柴油上涨330元/吨。不过，目前距
离调价窗口尚有一个工作日，最终
的价格调整幅度也将存在变化。

部分民营加油站负责人则对记
者表示，“行业内流传每吨将上涨
360元-400元”。但是，即便涨幅达
到预期，加油站还是可能面临“批零
倒挂”。以河北定州地区为例，目前
零售端的最高限价为8060元/吨，如
果按照400元的上涨幅度来计算，零
售价最高可达8460元/吨，仍低于10
月21日定州地区8750/吨的批发价。

张先生呼吁，一方面，有关部门
应进一步加强监管，打击恶意炒作
行为；另一方面，央企冶炼企业要更
多担负社会责任，提高开工率，保障
供给。

多地零号柴油价格“批零倒挂”民营加油站呼吁严打恶意炒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