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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邢 萌

1月 9日，在第六届新金融高峰论坛上，中
国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一级巡视员黄明表示，
证监会投保局将继续按照证监会党委的统一
要求，坚持“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坚持“四
个敬畏、一个合力”的监管理念，健全有机立体
的投资者保护体系，助力共同富裕。

就如何健全投资者保护体系，黄明围绕完
善相关制度、加强教育、健全维权机制、推进诉
讼工作等四个方面进行了阐述。

黄明指出，要进一步完善投资者保护的相
关制度。完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制度，研究建

立投资者保护专项补偿基金，完善公开征集
《上市公司股东权利管理暂行规定》相关配套
规则，适时修订发布《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
理工作指引》。

同时，继续提升投资者教育精准性和有效
性。持续优化投资者教育基地的建设和管理，
持续将投资者教育纳入国民体系，坚持从投资
者实际出发，主动尽责，注重实效开展投资者
教育。

健全各类投资者维权机制。会同最高人
民法院完善在线诉调对接机制，强化市场经营
机构的投诉处理主体责任，持续推广“示范判
决+纠纷调解”的工作模式，完善投保机构持股

行权、支持诉讼、股东代为诉讼等工作机制。
此外，推进证券纠纷特别代表人诉讼工作持

续开展。2021年，首单特别代表人诉讼康美药业
案件落地，具有重大的标志性意义，是落实新《证
券法》和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犯罪活动的突破
性举措。“我们将进一步全面总结经验做法，优化
完善工作流程机制，依法推进特别代表人诉讼常
态化开展，形成对违法违规行为零容忍的震慑
力，提高上市公司及其相关主体违法违规的成
本，增强市场各方的敬畏之心。”黄明表示。

黄明还表示，在资本市场改革和监管工作
中，必须突出政治站位和政治考量，找准与共同
富裕的结合点，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

行为规律，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
“我们正在以全市场注册制改革为牵引，全

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开放，继续强化资本市场
在促进资本形成、科技创新和产业循环方面的
重要功能。”黄明表示，一是确保全市场注册制
改革平稳落地，更好发挥资本市场融资功能；二
是强化内生动力，压实主体责任，推进提高上市
公司质量；三是落实零容忍要求，依法从严打击
证券期货违法行为；四是加强对资本的规范引
导，对特定敏感领域融资并购活动从严监管，与
相关方面共同建立健全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制
度机制，为资本设置“红绿灯”，依法加强对资本
的有效监管，有控制其消极作用。

中国证监会：

四方面健全投保体系 研究建立专项补偿基金

本报记者 昌校宇

1月 7日晚间，资本市场多项重磅规则
落地。其中，作为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
的重要一环，转板制度也揭开面纱。证监会
对《关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
司转板上市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原指导
意见”）进行修订，形成了《关于北京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转板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

《指导意见》）。
“《指导意见》落地，北交所上市公司转

板将规范化、常态化，代表着我国多层次资
本市场的互联互通又迈出实质性一步。”开
源证券总裁助理兼研究所所长孙金钜对《证
券日报》记者表示，接下来可进一步完善转
板审核制度，并渐进式推进覆盖全市场的转
板制度。

北京利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合
伙人常春林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
预测，《指导意见》落地后，转板审核工作或

将提速，正在推进转板工作的北交所公司有
望在今年一季度内通过沪深交易所审核。

申请转板无需证监会核准或注册

本次修订在保持原指导意见制度框架、
体例和主要内容的基础上进行修改，主要包
括5个方面：调整制定依据、名称修订、明确
上市时间计算、股份限售安排、对其他文字
表述作了适应性调整。

此外，对于转板程序，《指导意见》明确，
转板属于股票上市地的变更，不涉及股票公
开发行，依法无需经中国证监会核准或注
册，由上交所、深交所依据上市规则进行审
核并作出决定。

“针对投资者较关注的上市时间计算和
转板程序等方面的修改，整体体现了北交所
转板制度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孙金钜表示，
从上市时间计算方面来看，北交所对于板块
内已上市公司转板持完全开放态度，尊重企

业的自主意愿，同时也将凭借自身差异化的
制度优势增加对优质企业的持续吸引力。
就转板程序而言，体现了转板制度的一致性
和便捷性。

常春林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指导
意见》充分考虑到精选层平移至北交所过渡
期内的安排，对股份限售安排进行了明确。

需要说明的是，对于北交所开市前已向
沪深交易所提交申请的，适用原指导意见及
配套规则。对于北交所开市后、《指导意见》
及配套规则正式生效前向沪深交易所提交
申请的，沪深交易所参照原有规则进行受理
和审核。

转板审核工作或将提速

《指导意见》落地后，北交所上市公司申
请转板“有规可依”。常春林预计，“转板审核
工作将提速，第一家转板成功并上市交易的
企业或将于短时间内现身。” （下转A2版）

北交所转板制度落地
首单转板案例有望一季度出炉

本报记者 包兴安

2022年地方债发行大幕即将拉开。《证券
日报》记者据中国债券信息网披露的信息梳
理，截至1月9日，已有福建、陕西、山东、江苏、
浙江等15个地区披露了一季度地方债发行计
划，合计发行新增地方债7001.34亿元，发行再
融资债券712.5亿元。

中国财政学会绩效管理专委会副主任委
员张依群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今年新增地
方债券发行将呈现明显加快态势，与上年相比
无论是发行规模还是发行节奏都明显不同。
一是经济持续恢复对资金的需求逐步增大，需
要加大政府投资、扩大地方债券发行；二是各
地抓住经济转型关键时期，利用地方债券资金
加快提升基础设施能力和服务功能；三是在经
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财政收支矛盾进一步突
出，加快地方债券发行成为弥补财政投资缺口
的重要来源，也成为实施逆周期、跨周期调节
的重要政策工具。

根据已经披露的地方债发行计划来看，1月
7日，河南省发布 2022年政府专项债券（一至
九期）信息披露文件，将于 1月 13日通过招标
方式发行382.01亿元新增专项债，主要用于城
乡发展、社会事业、棚户区改造等三大领域，各
领域专项债券发行总额分别为 179.87亿元、
65.41亿元、136.73亿元。

此外，湖北省也于同日公布了2022年政府
一般债券（一至三期）的信息披露文件，将于1月
14日招标发行184亿元新增一般债券。募集资
金将全部用于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副部长
刘向东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今年新增地方
债加快发行，再加上去年发行的存量资金要提
前或适度超前建设基础设施，瞄准“十四五”规
划确定的重点工程，加大开工建设及早形成实
物工作量，对稳投资和稳增长发挥支撑作用。

记者注意到，近日，多地纷纷开工一批重大
项目，夺取项目投资“开门红”。例如，1月4日，厦
门市举行新年“开门红”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活动，
全市132个项目集中开工，总投资1151亿元；1月
6日，上海“五个新城”首批集中开工重大项目共计
40个，总投资额1328.2亿元，涉及高端产业、科
创、基础设施、重大民生等领域。

“预计今年全年经济增长会保持在 5%左
右，重大项目开工建设是今年实现经济增长的
关键，新增地方债券发行保持规模连续、力度
持续，成为助力今年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张
依群表示，一方面，重大项目开工有利于稳定
投资增长和经济预期，增强全社会对经济增长
的信心；另一方面，有利于实现关键领域提升、
重大民生改善、拉动消费增长，起到为经济输
血助力的关键性作用。

一季度新增地方债
发行规模将超7000亿元

择 远

1月8日，中国证监会首席律师焦津洪在第
二十六届(2022年度)中国资本市场论坛上表示，
2021年，中国证监会会同公安机关查获多起操
纵市场重大案件，向公安机关移送和通报涉嫌
犯罪案件线索177起，移送犯罪嫌疑人419人，移
送案件线索的数量比上一年大幅增加。

“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对于违法违规
行为，监管部门向来都是“零容忍”。同时，面对
资本市场在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新情
况、新问题，发挥各方合力打击证券违法违规行
为已成共识。

2021年7月份，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依法
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明确提出，加强证券期货监督管理机构与
公安、司法、市场监管等部门及有关地方的工作
协同，形成高效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合力。明
确“成立打击资本市场违法活动协调工作小组，
加大对重大案件的协调力度，完善信息共享机

制，推进重要规则制定，协调解决重大问题”。
随后，中国证监会牵头成立打击资本市场违

法活动协调工作小组；2021年9月18日，最高人民
检察院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检察室揭牌
成立，而探索在中国证监会建立派驻检察的工作
机制，正是《意见》所明确的一项重要任务。

从证监会到公安机关，再到司法机关、检察
机关，多部门联动配合形成合力，对资本市场违
法违规行为进行由点到面的全方位打击，在提
升资本市场执法效率、提高打击资本市场违法
犯罪整体效能的同时，还能实现监管执法的市
场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高度统一，并在
一定程度上遏制证券期货违法犯罪活动的发
生，进一步优化资本市场生态环境。

各方合力打击资本市场违法违规行为，也
是践行资本市场监管的人民性、保护投资者合
法权益的重要体现。

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不受侵害，是资本市
场发展的重要使命。我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
交易最活跃的投资者群体，目前A股市场个人投

资者已突破1.9亿，其中97%为持股市值50万元
以下的中小投资者。违法违规行为不仅严重破
坏市场生态，而且影响投资者信心。各部门合
力出重拳、用重典，清除资本市场中的害群之
马，正是对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最好的诠释。

更进一步来看，各方合力打击资本市场违
法违规行为，为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更好发
挥资本市场功能提供了重要保障，有利于全面
注册制改革稳步推进。随着注册制改革的逐步
推行，在放宽前端准入的同时，对加强后端的监
管执法提出了更高要求。各方合力为资本市场
违法违规行为“戴上镣铐”，契合市场和投资者
利益根本，是保障改革深化的必由之路。

众人拾柴火焰高。可以预期，多部门构建
的综合执法体系，在打击资本市场违法违规行
为方面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市场稳定
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各方合力出重拳 护航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