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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主席助理张慎峰表示

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更好服务创新发展

□

本报记者 彭扬

证监会党委委员、 主席助理张慎峰

26日在“2018网易经济学家年会夏季论

坛” 上表示，下一步，证监会将继续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不断增强“四

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全面贯彻新

发展理念，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把

“六稳”的要求贯彻到资本市场监管工作

各方面，以支持关键领域自主创新为着力

点， 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和扩大开放，

更好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经济高质

量发展。

一是坚持以改革为主线，夯实基础制

度。 继续深化发行制度改革，积极推进上

市公司并购重组，完善发行审核和并购重

组监察机制，进一步提升工作效率和透明

度。 抓紧推进股份回购、员工持股等基础

性制度改革。修订完善《上市公司治理准

则》，研究建立上市公司环境、社会责任

和公司治理报告制度，全面提升上市公司

质量。推动落实好公募基金参与个人税收

递延型养老账户试点工作。

二是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 加快推

动证券行业放宽外资股比限制政策的落

实落地。进一步优化沪深港通交易机制。

抓紧推进沪伦通各项准备工作， 争取年

内推出。 积极支持A股纳入富时罗素国

际指数。 修订QFII、RQFII制度规则。 推

动更多的已上市期货品种对境外交易者

开放。

三是规范发展私募基金市场。加快推

动出台《私募投资基金管理暂行条例》，

修订出台 《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

办法》，进一步健全创业投资基金差异化

监管机制， 优化创业投资基金发展环境，

不断提升私募基金行业规范运作水平，更

好支持创新创业。

四是做好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化解工

作。 在国务院金融委的统一指挥协调下，

坚持“稳” 字当头，努力促进资本市场平

稳健康发展，为服务实体经济、深化资本

市场改革开放提供坚实保障。

五是强化依法全面从严监管。加强上

市公司和各类证券期货机构监管，强化稽

查执法力度。充分利用云计算、大数据、人

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大力提升监管科技化

智能化水平。积极探索完善中小投资者服

务中心开展证券支持诉讼示范判决等维

权法律机制，切实维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

投资者合法权益。

地方债密集发行 流动性支持可期

□

本报记者 张勤峰

今后两三个月， 地方债供给压力较

大， 为稳定利率也为保障地方债顺利发

行，货币政策配套操作引人关注。 8月24

日，央行再次开展中期借贷便利（MLF）

操作。 在公开市场业务交易公告中，央行

提到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

合。 面对今后一段时期地方债密集发行，

机构预计， 央行或通过灵活开展逆回购、

MLF等操作， 为银行体系提供流动性支

持， 财政部门将加快财政库款划拨使用，

货币市场流动性将保持合理充裕。

集中发行号角吹响

财政部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

份，全国发行地方政府债券7570亿元，较

上个月多发2227亿元，发行节奏加快。

8月份这一数据将继续上升。 8月14

日，财政部发布的《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

项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财

库72号文” ） 吹响年内地方债集中发行

号角。

综合机构测算结果， 目前到10月底

尤其是今后两个月地方债发行会比较集

中， 类似于2016年单月发行量过万亿元

的情况可能再次出现。

首先，“财库72号文” 要求，各地至9

月底累计完成新增专项债券发行比例原

则上不得低于80%，剩余的发行额度应当

主要放在10月份发行。 据测算， 前7月，

1.35万亿元新增专项债只发行1500亿元

左右，剩余约1.2万亿元。 要达到财政部要

求， 其中约1万亿元新增专项债要在8、9

月份发行，10月份再发行剩下的约2000

亿元。

其次，今年是存量地方债务置换收官

之年。 财政部人士曾预计，8月底前能全

面完成置换工作。 据财政部最新公布，截

至7月末，非政府债券形式的存量政府债

务还有5094亿元。

最后，还有新增一般债券、再融资债

券等。 这些债券中可能也有相当部分在

8-10月份发行，因为从往年来看，一般从

11月份开始，地方债将进入供给淡季。

综合考虑，8、9月份地方债发行会相

当集中。

市场利率或上行

根据以往经验，地方债密集发行对市

场直接影响可能在两方面：

一是地方债发行缴款会影响货币市

场流动性。 地方债发行缴款过程，是资金

从商业银行体系流向央行 （央行经理国

库）的过程，在债券资金划拨使用之前，会

因为财政存款增加而形成基础货币回笼。

8月中旬以来，货币市场利率从2015

年以来低位反弹，前期极度充裕的流动性

有所收敛，与近期地方债发行放量对流动

性影响加大不无关系。

在财库72号文发布当周，地方债发

行量超过2000亿元， 上周超过3000亿

元，这是近一年多以来，地方债周发行量

首次超过3000亿元。 用地方债发行缴款

解释短期流动性变化，比较有说服力。近

期央行公开市场业务交易公告反复提

及“对冲政府债券发行缴款” 等因素的

影响。

二是地方债高额供给会占用银行投

资额度，挤出银行对其他投资品需求。

据Wind数据，目前存续地方债有17

万亿元， 是我国债券市场上最大品种，商

业银行是该品种最主要投资者。据天风证

券固收研究团队测算，商业银行与政策性

银行总共持有约92%的地方债。 （下转

A02版）

A02�财经要闻

300份年报问询函

揭示深交所监管新动向

向上市公司发出年报问询函1100多份，提出问题近1.2万个，其中

官网公开近300份———这是深交所交出的2017年年报监管“成绩单” 。

梳理问询函的主要内容，既可看出交易所“盯防”的重点问题，也可挖掘

出监管的新理念与新动向。 总而言之，强监管、防风险、促发展的理念贯

穿始终，充分体现了深交所“勇担当、善作为” 。

A03�焦点

发展大额存单 推进利率市场化

中国证券报记者近日走访银行网点时发现，多家银行推荐客户购买

大额存单，大额存单的利率也有所提高。接受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大额

存单利率上行切实提高了商业银行在竞争环境下的自主合理定价能力，

有助于推进利率市场化。 实现利率市场化还需推进配套改革。

地量震荡

北上资金上周加仓超百亿

A股地量震荡之际， 上周北上资金除在最后一个交易日小幅流出

外，其他交易日均呈现净流入状态。 Choice数据显示，上周北上资金净

流入115.57亿元。

A10�数据/信息

制度建设不断加快

监管权力适度支持投资者获得民事损害救济

□

本报记者 徐昭 �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权威人士处获

悉， 监管层正在加速推进构建一整套符

合证券期货市场特殊性的体系化制度规

则， 进一步完善投资者权益损害赔偿制

度。 目前， 多项证券投资者民事损害赔

偿救济法律制度规则正在抓紧研究制

定中。

专家认为，监管权力应适度支持投资

者获得民事损害救济。证券市场投资者损

害赔偿救济制度需要监管权力的适度介

入，这是一个重要的制度理念。 监管权力

支持投资者获得民事损害救济，是在法律

框架内的介入，是有限度的、必要的介入，

并非完全替代性的救济，必须体系化地构

建出一整套符合资本市场特殊性的制度

规则。

损害赔偿救济制度体系

不断完善

各国资本市场普遍重视投资者损害

赔偿制度机制建设。“我国资本市场在近

三十年发展历程中，投资者损害赔偿救济

制度从无到有，从一般的民事侵权保护到

逐步形成特殊、系统化的制度安排。 ” 证

监会党委委员、主席助理黄炜表示，这方

面最为重要的立法成果是现行《证券法》

系统规定了虚假陈述、内幕交易、操纵市

场的民事法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在2002

年、2003年针对虚假陈述民事诉讼出台的

专门司法解释，作为中国资本市场投资者

损害赔偿救济的重大制度创新，为人民法

院审理复杂的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提

供重要制度遵循。 以上述法律制度为基

础，人民法院站到了资本市场投资者保护

最前线，开始了令人尊敬的审理证券侵权

民事赔偿案件的实践探索。 15年来，人民

法院审理了大量投资者民事赔偿案件，大

量投资者通过民事诉讼获得损害赔偿。

黄炜强调，证监会积极回应实践需要

和投资者呼声，在立法、司法机关的指导

和支持下， 近年来创新推出了行政和解、

诉调对接、先行赔付、公益机构支持诉讼

等多种新型投资者赔偿救济机制，实践中

成功办理了万福生科、海联讯、欣泰电气

等先行赔付案件和“匹凸匹” 等10余起

投服机构支持诉讼案件， 形成了积极、正

面的示范意义。

其中， 关于证券侵权民事赔偿诉讼制

度，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自2010年起，

证监会就积极配合最高法院完善证券侵

权民事诉讼制度， 组织专门课题研究，在

系统内广泛征求意见，多次召开专家论证

会，对一些重点、难点问题深入研究论证，

形成司法解释的条文草案并反复修改。

2018年， 证监会方面根据此前与最高法院

的沟通讨论情况，形成了新的条文建议稿。

协调行政首判权

与司法终判权成重点

黄炜认为， 要实现好对投资者的个体

保护，仅仅依靠提起民事诉讼的方式，存在

着一系列特殊的难题， 市场各方有关的讨

论非常深入。 一是如何解决由于投资者人

数众多带来的诉讼方式问题； 二是如何解

决中小投资者主张赔偿的专业能力不足问

题； 三是如何解决证券违法多元主体的责

任分配问题； 四是如何解决及时稳定市场

预期需要的民事赔偿实现时效问题； 五是

如何定位和明确行政监管支持投资者获得

救济的职责和方式问题。（下转A02版）

中国石化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54%

中国石化8月26日晚披露半年报， 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3万

亿元，同比增长11.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16亿元，同比

增长53.6%。 公告显示，上半年，中国石化实现油气当量产量224.59百

万桶。 炼油方面，上半年原油加工量1.21亿吨，成品油产量7637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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