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关监管办法拟修改

非上市公众公司股票公开转让

只能在股转系统进行

□

本报记者 倪铭娅

证监会

16

日发布的《关于修

改

<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

法

>

的决定（征求意见稿）》提出，

非上市公众公司股票公开转让

只能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进行。

征求意见稿调整了非上市

公众公司范围的表述，将“股票

以公开方式向社会公众公开转

让”修改为“股票公开转让”。

调整了股票登记存管要求。

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开转

让的股票必须在中国登记结算公

司集中登记存管，（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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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制度规则年内发布 储备企业基本覆盖全国

新三板年底前面向全国接收企业挂牌申请

□

本报记者 蔡宗琦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负责人

16

日表示， 近期，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认真学

习、深入贯彻《国务院关于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有关问题的决定》，全力推进市

场覆盖全国的各项准备工作， 市场进入快

速发展、创新发展的新阶段。这位负责人表

示，储备企业已基本覆盖全国。 涉及制度、

规则和工作程序的衔接准备， 配套的制度

规则将在年内发布， 年底前面向全国接收

企业挂牌申请。

这位负责人表示， 国务院决定是指导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市场建设发展的基础法

律文件，明确了市场创新发展的新思路、新

要求。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正集中力量全方

位抓落实。一是以完善市场功能、加强制度

供给为出发点，落实配套的制度规则。根据

国务院决定和修订后的 《非上市公众公司

监督管理办法》，配套修订市场层面相关业

务规则、细则、办法、指引等制度，明确相关

操作流程和程序，引导市场主体有序参与；

关于企业挂牌申请、股票转让、发行融资等

制度也将适时配套发布。 二是坚持服务中

小微企业的功能定位， 推动多层次资本市

场协调发展。 全国范围内符合条件的股份

公司均可向全国股份转让系统申请挂牌，

支持鼓励创新型、创业型、成长型中小微企

业参与市场， 协调落实挂牌公司转板上市

机制。符合条件的区域股权市场挂牌公司，

经主办券商推荐， 可以向全国股份转让系

统申请挂牌。三是坚持市场化原则，持续优

化工作流程，提升工作效率。全国股份转让

系统本着便利市场参与、稳定市场预期、提

高市场效率的目的，安排自律审查；推进审

查工作进度公开，接受市场监督，保持市场

持续互动，提高市场透明度。四是大力推动

市场创新，构建综合金融服务平台。在完善

发行融资的基础上，鼓励企业利用债券、优

先股等新的融资工具； 继续推动与商业银

行等金融机构合作， 为挂牌企业提供多元

化、多渠道金融服务。 （下转A02版）

重塑城市体系 夯实新型城镇化基础

□

本报记者 顾鑫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

给新型城镇化指明了方向。

新型城镇化将走以人为核

心的道路。 人口主要流向应

是中小城市，尤其是一线城

市之外的次级城市、 次区

域。 以中小城市为抓手推进

人的城镇化条件更为成熟，

着力发展中小城市将成为

下一阶段政策重点，中小城

市成长和壮大将重塑城市

体系、给新型城镇化的推进

奠定坚实根基。

新型城镇化强调要以人

为核心。 一是过去一段时期

土地城镇化速度快于人的城

镇化的模式不可持续。 二是

在人口红利下降背景下，要

通过城镇化给城市提供更为

稳定和高质量的劳动力。 由

于特大城市集中更多优质教

育和医疗等资源、 拥有更多

就业机会， 对人口吸引力更

强， 但其无限制扩张必然会

引发环境污染、 房价过快上

涨等问题，因此，有必要控制

特大城市人口规模。 中小城

市拥有更强的承载潜力，尤

其是规模仅次于一线城市的

二线城市， 拥有吸纳更多人

口的产业支撑、 基础设施和

公共服务能力， 其城市规模

和人口容量存在进一步扩张

空间。（下转A02版）

■

今日视点 Comment

全国城市群建设路线图浮现

专家建议从三个层次推进

□

本报记者联合报道

中国证券报记者近日获

悉， 以城市群为轴心的城镇化

发展路线已明晰， 城市群目标

定位基本明确。 专家建议，城市

群建设可从三个层次推进：一

是已基本建成的

11

个城市群，二

是正在建设的

14

个城市群，三是

7

个潜在城市群。预计到

2030

年，

32

个城市群将建设成熟。

业内人士表示，中央城镇

化工作会议确认了次级城市或

二三线城市为中心的城镇化建

设方向。 大城市资源环保承接

能力有限， 县域城市建设条件

差距仍较大。目前，二三线城市

是打造新型城镇化的突破口。

三层次推进城市群建设

由于城市群能使资源在

更大范围内实现优化配置，

让地理位置、 经济实力及结

构不同的城市承担不同功

能，实现城市间的分工合作，

（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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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家“B转A” 顺利收官

浙能电力19日挂牌上市

财经

“去产能”需加快市场化改革

� � � �一些专家和券商研究人士认为， 产能过剩是中长期中国经济、

资本市场难以规避的结构性问题，淘汰落后产能过程中，在关停并

转“快刀”频举，加快产能输出“大刀”善舞的背景下，产能过剩问题

存在短期缓解的可能性，但确立市场主导、释放创新活力的“手术

刀”式改革才是治本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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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风雷诺十年“爱情长跑”修成正果

� � � �

12

月

16

日，中国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法国雷诺在武汉

举行东风雷诺汽车有限公司合资经营合同签字仪式。双方将共同投

资

77.6

亿元人民币组建新的合资公司———东风雷诺汽车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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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中四角” 挺起中国经济“腰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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