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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包兴安

12月 2日，中国人民银行官网消息，为进
一步扩大金融市场双向开放，中国人民银行、
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联合发布《中国人民银
行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外机构境内发行债
券资金管理有关事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完善境外机构境内发行债券（以下简称

“熊猫债”）资金管理要求，进一步便利境外机
构在境内债券市场融资。

东方金诚研究发展部高级分析师冯琳
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整体上看，《通知》
就境外机构发行熊猫债资金管理方面的具

体规则进行跨市场统一规范，有利于提升熊
猫债发行监管政策的透明度，提高境外机构
境内发行熊猫债的便利性和吸引力，从而利
好熊猫债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和发行人结构
持续优化。

《通知》主要内容包括：一是统一银行间和
交易所市场熊猫债资金登记、账户开立、资金
汇兑及使用、统计监测等管理规则。二是规范
登记及账户开立流程，熊猫债发行前在银行办
理登记，允许分期发行中首期登记开户、后续
发行后逐次报送发行信息，并可共用一个发债
专户。三是完善熊猫债外汇风险管理，境外机
构可与境内金融机构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管

理汇率风险。四是明确发债募集资金可留存
境内，也可汇往境外使用。

其中，“不再对发债募集资金是汇往境外
还是留存境内使用进行限制，有利于吸引不同
资金用途的境外发行人进入熊猫债市场。”冯
琳称。

近年来，我国熊猫债市场发展迅猛。中国
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 1
月份至 9月份，经协会注册熊猫债发行金额为
754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8.7%。其中，国际开
发机构发行熊猫债 115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7.8%。截至9月末，经协会注册熊猫债余额为
1677.8亿元，较上年末增加288.6亿元。

另外，10月份以来，又有 5家境外机构发
行 5只熊猫债，发行规模合计 70亿元。其中，
11 月 24 日，梅赛德斯-奔驰国际财务有限公
司成功发行 5亿元绿色熊猫债，发行期限为 2
年，票面利率 2.90%，认购倍数达 3.12倍，募集
资金将用于新能源汽车融资租赁业务。这也
是首家外资非金融企业在境内市场发行绿色
熊猫债。

巨丰投顾高级投资顾问陈昱成表示，此
前发行熊猫债募集资金主要用于境内，积极
支持了我国实体经济发展。此次统一规范熊
猫债资金管理，将进一步推动熊猫债市场高
质量发展。

两部门完善熊猫债资金管理
提升境外机构债券融资便利性和吸引力

本报记者 邢 萌

12月 2日，继上月底证监会制定《推动
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三年行动方案（2022-
2025）》后，沪深交易所于近日分别制定《推
动提高沪市上市公司质量三年行动计划》和

《落实<推动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三年行动方
案（2022-2025）>工作方案》，明确未来三年

“提质”工作重点。同时，上交所同步制定
《中央企业综合服务三年行动计划》。

从内容来看，沪深交易所均提及提升制
度供给质量、坚守监管主责主业、提升公司内
在治理动力等内容。此外，上交所还强调，在
科创板建设层面，突出保持科创硬科技成色。

“新一轮行动方案的制定，有利于进一步

巩固上一轮提质行动的工作成效，引导上市公
司重视并持续提升公司质量，同时也对上市公
司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华夏基金首席
策略分析师轩伟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上一轮行动方案效果良好

推动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是资本市场全
面深化改革的重中之重。近年来，沪深交易所
多措并举推动上市公司质量提升，公司总体面
貌发生积极变化，上一轮行动取得良好效果。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学术顾问委员会委
员、中关村国睿金融与产业发展研究会会
长程凤朝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据研究
会统计，以2021年为例，上市公司综合健康

指数与创利能力系统健康指数较过去几年
均有明显提升，同时，外部监督、内部控制、
价值再造等系统指数整体也呈现上升态
势，这是上市公司发展质量提升的最直接
证明。

轩伟认为，通过近年来持续的监管和治
理，部分上市公司存在的一些“顽疾”得到显
著改善，特别是在信息披露、公司治理、风险
防范、退市制度等方面取得积极成效。

“作为机构投资者，我们也深刻感受到
上市公司质量的提升，股票市场的很多显
性问题得以解决，整体规范性得到显著改
善，为资本市场长期稳定发展注入了新的
动力，增强了市场参与者的长期信心。”轩
伟补充道。 (下转A2版)

沪深交易所制定新一轮“提质”三年方案
推动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择 远

上市公司是我国资本市场的基石，上市
公司质量直接影响着市场功能的发挥。近
日，上交所制定完成新一轮《推动提高沪市
上市公司质量三年行动计划》和《中央企业
综合服务三年行动计划》。同时，深交所制
定《落实<推动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三年行动
方案（2022-2025）>工作方案》。在笔者看
来，这意味着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将进入精
细推进、精准发力的新阶段。

如何做到精细推进、精准发力，进一步
夯实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的基础？笔者结
合证监会在2022金融街论坛年会上的表态
和此次沪深交易所公布的行动计划（工作方
案），将其归纳为以下三个关键词。

第一个关键词是“优化”。
证监会在 2022 金融街论坛年会上表

示，为推动上市公司整体质量迈上新的台
阶，将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制度规则体系，
提升自律监管规则的适应性、时效性和引领

性。这是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根本保障。
经过多年发展，我国资本市场已初步建

立一整套上市公司监管法规体系。如今，通
过进一步优化、完善制度规则体系，提升规
则“质量”，有助于进一步强化上市公司监管
法规的体系性、规范性，全面提升监管法规
的科学化水平，助推上市公司质量提升。

第二个关键词是“支持”。
经过三十多年发展，我国多层次资本市

场体系基本建成，在服务实体经济方面发挥
着重要作用。特别是随着注册制改革推进，
资本市场的包容性、适应性明显提升，在服
务科技自立自强，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方面贡献着不可替代的力量。

此次沪深交易所公布的行动计划（工作
方案）亦有相关表态。可以预期，随着相关行
动计划（工作方案）落地生效，资本市场在支
持科技创新型企业方面的力度会进一步加
大，进而促进科技、资本、实体经济良性循环。

第三个关键词是“协作”。
“众人拾柴火焰高”。提高上市公司质

量，既需要监管部门发挥作用，比如加大对
违法违规行为的打击力度，做到“应罚尽
罚”；加强信息披露与股票交易联动监管，防
范炒概念、蹭热点等行为。同时，也需要上
市公司、中介机构、投资者、各地政府部门等
共同努力，在提升规范运作水平、推进提质
增效、处置突出风险等方面增强合力，共同
推进上市公司做优做强、提质增效。

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是充分发挥资本市
场资源配置、资产定价、风险缓释等功能的
必然要求。从上一轮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工
作所取得的成效来看，我国上市公司质量持
续提升，结构面貌发生积极变化，各方共同
推动的格局已经形成。

展望未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将步入新
阶段，有望在提升公司治理能力、规范发展
等方面迎来新进展，推动上市公司高质量发
展迈上新台阶。

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
进入精细推进精准发力新阶段

本报讯 12月2日，国家发改委官网消息，11
月 30日下午，国家发改委召开基金支持重大项
目建设等和稳经济政策措施督导“回头看”视频
工作会，部署进一步落实好基金和稳经济系列
政策措施。

会议视频连线6个项目建设现场，听取项目
进展情况汇报；北京、上海、安徽、广东等 4省市
介绍了贯彻落实基金支持重大项目建设、稳经
济一揽子政策及接续政策落实等情况，重庆市
介绍了基金项目进展情况。从督导情况看，北
京、上海、安徽、广东、重庆等 5省市加班加点超
常规作战，着力强化项目要素保障，采取有力有
效措施推进所有基金项目全部如期开工建设。
同时，积极落实国务院关于稳住经济一揽子政
策及接续政策措施，结合地方实际出台相关政
策措施，取得了积极成效。

会议指出，四季度经济运行对全年经济十
分重要，当前是巩固经济回稳向上基础的关键
时间点，必须紧抓不放保持经济持续恢复态势，
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加力落实
稳经济各项举措、积极释放政策效能。协调机
制要继续高效运转，加快推进项目建设和资金
支付进度，争取形成更多实物工作量，充分发挥
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的政策效应；同时，加强
基金项目监督管理，确保各项工作经得起历史
检验。

会议强调，各有关地方要紧紧抓住今年最后
一个月的时间，继续落实好稳经济一揽子政策和
接续政策，促进房地产健康平稳发展，做好稳就业
相关工作，努力为巩固经济恢复发展基础，推动四
季度经济回稳向上做出积极贡献。 （杜雨萌）

国家发改委：
加力落实稳经济各项举措

本报记者 杜雨萌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12月 2日发布的
数据显示，2022年11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
为 46.4%，较上月回落 2.4个百分点。目前，该
指数已连续两个月出现回落。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会长助理何辉认
为，11月份，受疫情多发散发等因素影响，物
流运行态势放缓。分项看，固定资产投资完
成额指数和主营业务成本指数较上月回升，
平均库存量指数与上月持平，其他分项指数
较上月有不同程度回落。从区域看，东中西
部地区均处于收缩区间。后期需进一步统筹
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促进国民经济和物流
运行稳定复苏。

具体来看，11月份，新订单指数为 45.9%，
较上月回落2.6个百分点。显示需求增长继续
放缓；平均库存量环比持平，库存周转次数指
数环比回落 2.1个百分点，主要是受疫情影响
部分地区开工率下降，库存和周转速率放缓；
从业人员指数较上月回落 0.9个百分点，显示
从业人员供需紧张状况加剧。

从行业角度看，分化也在持续，表现为航
空加快增长，陆运业务放缓，水路保持稳定。
中国物流信息中心研究员胡焓对《证券日报》
记者表示，11月份道路运输业、仓储业、装卸
搬运的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落 1.3个百分点、
5.9个百分点和 6.1个百分点。航空物流业业
务量指数连续两个月回升，业务量和主营业
务利润指数均达到60%以上，处于较高景气区
间。水路运输业保持相对稳定，业务量指数
环比回升 1.1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在集装箱
业务和沿海散货运输支撑下，环比回升 1.5个
百分点。

整体上看，尽管在疫情作用下，物流供
应链运作受到一定影响，但在胡焓看来，11
月份行业物流继续保持较强供给能力，物流
实物量稳定增长，物流网络总体保持韧性。
从部分全国性企业调研情况看，铁路、多式
联运和道路等领域实物量环比增长 1%至
2%，水运领域散货环比增长约 2%、集装箱
联运环比增长接近 5%，电商快递业务环比
增长 4%至 6%。

物流既是惠及民生、稳定生产的重要保
障，也是促进经济畅通循环不可或缺的重要
一环。胡焓表示，后续将进一步从供给侧为
物流畅通松绑，加快物流供应链需求侧快速
恢复。

11月份中国物流业
景气指数为46.4%
物流网络总体保持韧性

本报讯 中国理财网12月2日消息，截至11
月28日，工商银行、建设银行、邮储银行、兴业银
行、平安银行、北京银行等15家商业银行以及工
银理财、中银理财、建信理财、中邮理财、兴银理
财等10家理财公司已通过个人养老金理财产品
行业信息平台（以下简称“理财行业平台”）系统
验收，成为首批验收通过的机构，意味着个人养
老金投资理财产品业务在系统建设及运营保障
方面已做好准备，待个人养老金理财产品名单
发布后可正式对外运营。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
动个人养老金发展的意见》《中国银保监会关于
印发商业银行和理财公司个人养老金管理暂行
办法的通知》（以下简称《暂行办法》）等要求，银
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以下简称“理财登记中
心”）建设理财行业平台，以支持个人养老金投
资理财产品业务全面落地。

理财行业平台主要为个人养老金投资理财
产品业务提供以下服务：一是基于理财产品中
央数据交换平台高效、安全的数据传输优势，
与各家参与个人养老金投资理财产品业务的商
业银行和理财公司进行系统直联，向参与机构
提供个人养老金理财产品统一的信息交互、数
据交换和数据报送服务。二是集中登记个人养
老金理财产品，汇总并记载投资者个人养老金
投资理财产品业务情况，统一向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信息平台和银保监会报送个人养老金理
财产品相关信息。三是支持个人养老金理财产
品相关信息统一发布。中国理财网开设个人养
老金理财专栏，发布符合监管部门规定的个人
养老金理财产品相关的机构名单和产品名单，
为投资者查询个人养老金理财产品信息提供便
捷服务。

下一步，理财登记中心将根据监管要求，推
动理财行业平台与其余开展个人养老金投资理
财产品业务的机构进行系统对接，稳步推进市
场联调测试和验收相关工作。 （苏向杲 杨洁）

首批25家机构通过个人养老金
理财行业平台系统验收

11月份造车新势力
销量差距拉大
............................A3版

首架C919即将交付运营
三领域或率先分享盛宴
............................B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