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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国务院隆重举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

习近平出席大会并为最高奖获得者等颁奖

李克强讲话 王沪宁参加会见 韩正主持

□

新华社电

中共中央、国务院8日上午在北京隆

重举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 习近平、

李克强、王沪宁、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出席会议活动。 习近平等为获奖代表颁

奖。 李克强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在大会上

讲话。 韩正主持大会。

上午10时30分， 大会在雄壮的国歌

声中开始。 在热烈的掌声中，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首

先向获得2018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的哈尔滨工业大学刘永坦院士和中国人

民解放军陆军工程大学钱七虎院士颁发

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并

请他们到主席台就座。 随后，习近平等党

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

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

明奖、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

证书。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在讲话中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

全体获奖人员表示热烈祝贺， 向全国广

大科技工作者致以崇高敬意， 向参与和

支持中国科技事业的外国专家表示衷心

感谢。

李克强说，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科

技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书写了

科技发展史上的辉煌篇章。刚刚过去的一

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

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经济社会

持续健康发展，科技创新再创佳绩，新动

能持续快速成长。 当前保持经济平稳运

行、促进高质量发展，必须更好发挥创新

引领作用。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握世界新一轮科技

革命和产业变革大势，紧扣重要战略机遇

新内涵，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

快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建设，不断

增强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

李克强说， 要优化科技发展战略布

局，调整优化重大科技项目。 把基础研究

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加大长期稳定支

持，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产业化融

通发展，构建开放、协同、高效的科研平

台。 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创新科技投入

政策和经费管理制度，扩大科研人员在技

术路线选择、资金使用、成果转化等方面

的自主权，实行更加灵活多样的薪酬激励

制度，弘扬科学家精神，严守科研伦理规

范，加强科研诚信和学风建设，扎扎实实

做事，不拘一格大胆使用青年人，把科技

人员创新创造活力充分激发出来。（下转

A02版）

停牌公司数创新低“躲跌妙招”已失灵

□

本报记者 黄灵灵

随着停复牌新规出炉，两市停牌公司

数量进一步下降，一些“钉子户” 也逐渐

复牌。 截至1月8日，两市停牌公司仅有14

家，占A股公司比例约为0.39%。在市场日

趋理性情况下，一些上市公司靠停牌“躲

跌” 的招数失灵，多只个股被强制复牌后

连续跌停。 分析人士表示，补跌甚至被市

场出清是这部分公司必然面临的阵痛，靠

停牌“躲跌”的时代已成过去。

停牌公司数创新低

沪深交易所近日发布停复牌指引，从

减少停牌事由、压缩停牌期限、强化信息

披露、完善停复牌监管等方面，对上市公

司停复牌业务予以重点规范。 事实上，两

交易所此前已就停复牌新规发布意见征

求稿， 中国证券报记者统计数据发现，自

征求稿发布之后， 停牌公司数逐步减少。

分析人士认为，A股市场停复牌制度在

2018年完成了实质性跨越成长。

此前，A股市场停牌乱象层出不穷。

A股公司最长停牌时间曾达900余天。 在

2015年股市异常波动期间， 上市公司滥

用停牌权利，造成“千股停牌” 的尴尬场

面。 部分公司任意停、长期停的问题困扰

市场各方， 甚至一度成为A股列入MSCI

指数的绊脚石。

东北证券研究总监付立春认为，部

分公司热衷于停牌， 其中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想躲避市场整体行情下行对股价的

影响。 如果公司股价持续下跌，可能会触

发股权质押风险，引发公司资金流断裂，

甚至破产。

付立春表示， 公司持续停牌可能是

因为一些重大事件， 如并购重组或资产

置换。 停牌制度理论上是避免在此期间

的敏感信息过度影响股价， 造成公司市

值不稳定， 同时避免影响公司重大事件

的推进。 但是， 随着市场信息化程度提

高， 停牌对重大事项保护作用正逐渐变

小，反而易滋生一些谣言传言，不利于公

司重大事项推进。

“停复牌新规的发布及执行，对一些

上市公司长期停、任意停的乱象治理有了

长期、持续的作用和效果。 这是我觉得最

值得称赞的一点。 ” 付立春说，停复牌新

规还起到很重要的警示作用，给许多反复

停牌或想借停牌“躲跌” 的公司重重地敲

响一记警钟。

“躲跌” 招数失灵

停牌一度是一些A股上市公司所信

奉的“躲跌” 大法。然而，随着停复牌新规

发布和从严执行，这个招数逐渐失灵。

“深交所积极向股东传达‘停牌并不

能实质性解决股票质押风险’ 的理念，引

导股东正视问题、积极自救。事实上，停牌

不仅损害中小投资者知情权和交易权，还

可能导致公司股票复牌后流动性集中释

放，形成恶性踩踏。 ” 深交所一位监管工

作负责人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这位监管人士以深市某上市公司被

强制复牌过程为例，说明监管机构对停复

牌制度严格执行的态度。 该公司自2018

年8月起因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发起停牌，

在此后三个月时间里，深交所持续关注公

司重组事宜， 陆续发出关注函及监管函，

督促上市公司复牌。但公司负责人始终抱

有侥幸心理，拖延复牌至最后，公司被实

施强制复牌措施。

眼见停复牌新规逐渐显现威力，不少

停牌“钉子户” 陆续复牌，多家公司复牌

后逃不开大跌甚至跌停情形。从这个角度

上看，一些上市公司的“躲跌妙招” 已彻

底失灵。

加速与国际市场接轨

Wind数据显示，截至1月8日，沪深两

市停牌公司数仅14家，两市上市公司总数

为3570家，停牌公司占比为0.39%。“停复

牌新规执行效果比较理想，很多停牌甚至

长期停牌的公司复牌。（下转A02版）

ST长油回归首日暴跌 三因素或为背后推手

业内人士认为今后重新上市个股首日恐难暴涨

□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退市4年半后，ST长油成为A股首

只重新上市个股。 虽有众多牛散加持，

但ST长油8日重新上市首日却以股价

下跌登场。 ST长油当日开盘即下跌

34.8％ 。 截 至 收 盘 ，ST 长 油 下 跌

23.20%，收报每股3.31元。

业内人士认为，ST长油重新上市

首日股价下跌，与公司重新上市前股价

已大涨、 公司净利润增幅连年下滑、二

级市场对ST股炒作趋理性等因素有

关。 这意味着，今后那些重新上市的个

股在上市首日恐难暴涨。

股价大幅下跌出乎意料

作为A股首只重新上市个股，ST

长油首日表现被一些股民寄予厚望。不

过，ST长油开盘暴跌的市场表现却令

市场人士大跌眼镜。 8日早盘，ST长油

开盘下跌 34.8％ ， 随后 跌 幅缩至

28.31％。根据上交所相关规定，股票于

9点31分进入临时停牌状态。

ST长油在盘中临时停牌后于10:

01恢复交易。 2分钟后，因盘中交易价

格较开盘价首次上涨超20％，ST长油

再度被临时停牌，停牌前跌21.81%。 直

至14时57分起恢复交易， 最终ST长油

收跌23.2%，全天成交额为5.71亿元，换

手率9.5%。

值得一提的是，ST长油重新上市

首日交易不设涨跌幅限制。根据交易规

则，重新上市首日公司股票盘中交易价

较当日开盘价首次上涨或下跌超过

10％（含）、单次上涨或下跌超过20％

（含）的，需临时停牌。首次盘中临时停

牌持续时间为30分钟， 第二次盘中临

时停牌时间持续至当日14:57。

2014年6月5日，因连续四年亏损，

ST长油从A股退市。 2018年6月4日，

ST长油向上交所提交重新上市的申请

材料。 11月3日，ST长油重新上市交易

获上交所批准。

业内人士介绍， 由于ST长油是A

股首只在退市后重新上市股票，此前并

无先例。 与之类似的情况是，在暂停上

市后恢复上市的股票，在上市首日也不

设涨跌幅限制。

东北证券研究总监付立春向中国

证券报记者表示，ST长油重新上市首

日下跌确实有些出乎意料。 2015年，协

鑫集成在恢复上市后， 上市首日上涨

986%，给投资者留下很深印象。 所以，

一些投资者对ST长油重新上市后的市

场表现还是有所期待的。不过，昨日ST

长油的表现说明， 市场对ST股的炒作

已经明显降温。

8日， 上交所发布的关于ST长油重

新上市首日交易情况的说明表示，ST长

油上市首日股价出现较大波动。ST长油

作为全市场重新上市制度的首单实践，

受到市场广泛关注。 上交所提醒投资

者，ST长油9日起涨跌幅限制恢复为

5%，注意操作风险，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上市首日“暴利” 时代终结

“ST长油首日股价下跌，再一次令

人体会到，上市首日的‘暴利’ 时代已

终结。 ”付立春说。

前几年， 恢复上市个股首日涨幅

出现过翻倍甚至几倍的情况。 （下转

A02版）

制图/刘海洋 数据来源：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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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论道2019” 系列专访之八

刘煜辉：用资本约束破除“荐而不保”

科创板是新开辟“实验田”

□

本报记者 徐昭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教授、天风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刘煜辉

日前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资本市场改革的核心是打造

一套新的资本形成体系，从而培育出具备中国特色、能承担资本市场

核心功能，并对上市公司股票内在价值真正负责任的市场主体，去理

顺参与资本市场各主体间的关系，这个市场化主体就是投资银行。

刘煜辉认为，大力发展国际一流投行，是资本市场制度改革重

要抓手，是改革需要寻求的“突破口”“牛鼻子” 。可考虑用“资本”

约束推动投行发展，通过要求投行在保荐企业IPO过程中，掏出“真

金白银” ，购买保荐企业股份，“徙木立信” ，从而对自己的定价真

正负起责任来。 科创板不是类似创业板、中小板、新三板的融资板

块，是一块新开辟的“实验田” ，属于“增量改革” 。

建设强大投行是改革“突破口”

中国证券报：当前资本市场改革还有哪些问题需克服？

刘煜辉：目前，资本市场法律体系不健全、奖惩激励机制不完善

及投资者机构不合理确实是客观存在的问题。 但是，这些问题背后

最核心的问题是，中国资本市场在过去近三十年时间里，一直没有

培育出能承担资本市场核心功能，并对上市公司股票内在价值真正

负责任的市场化主体。 这个市场化主体就是投行。

美国资本市场是过去两百多年自下而上、 市场自然演进的结

果。经过两百年累积，逐步形成今天美国的投行，集信托责任、商誉、

专业精神和技术于一身，有市场定价权。

中国资本市场只有培育出这个市场化主体，才能实现资本市场

的核心功能，把价格搞对，并理顺参与资本市场的各主体间关系。因

此，对中国来讲，怎样找到强大投行的形成路径，应成为资本市场改

革坚持的政策方向，这也是有关部门目前已开始考虑的事情。

中国证券报：资本市场改革的突破口在哪里？

刘煜辉：建设强大投行，对资本市场改革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首先，投行可发挥资本市场定价机制作用，使资本市场长期估值趋

于合理化。其次，投行交易撮合能力能为资本市场创造流动性，长期

稳定资本市场价值中枢，成为资本市场“压舱石” 。 最后，投行通过

参与上市公司长期投资，对上市公司形成约束和管理，引导长期资

金入市，使大量资金转化为经济发展长期资本，为中小企业、创新型

企业提供权益型资本，提升全社会创新资本形成能力。

因此，大力发展国际一流投行，能支持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经济

转型、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发挥资本市场定价机制作用、扩大直

接融资比重、增厚资产投资长期回报，是资本市场制度改革重要抓

手，是改革需要寻求的“突破口”“牛鼻子” 。 （下转A02版）

世行掌门人离任

继任人选变数多

世界银行于美国当地时间7日宣布，该行现任行长金墉将于2月1日提前卸

任。 金墉宣布在他离职后将加入一家公司，专注于增加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投

资。 多国官员表示，美国方面把持世行行长一职现状需做出改变。

“新基建”跃上风口

A股中期基调露端倪

8日，上证指数下跌0.26%。经连续两日反弹后，A股市场迎来分化，但5G、

光伏、轨道交通及特高压等“新基建”主题依旧保持活跃。“新基建”成为当下

最核心投资品种，将奠定未来一段时间A股结构性行情主基调。

延伸阅读

A08

67家上市公司参与57个国家科学技术奖项目

A02�财经要闻

股东增持“计划赶不上变化”

承诺难兑现引发监管关注

上市公司重要股东增持承诺不履行的情况屡屡发生。据中国证券报

记者不完全统计，2018年12月至今， 已有近20家上市公司重要股东增

持计划变更或延期，更有上市公司因增持承诺完成不足三成受到监管关

注。 一边增持违约，一边大举减持套现情况更引人关注。

A06�基金新闻

千只个股掀起回购潮

机构关注企业回购意愿与能力

统计显示，2018年A股回购数量和金额呈爆发式增长： 已实施的回

购金额达517亿元，较2017年激增4.6倍；已回购股份72亿股，较2017

年增长4.7倍。 业内人士认为，A股回购潮的出现代表产业资本的抄底意

愿增强。 若以此选股，首先仍需关注个股基本面情况，同时评估公司的回

购意愿和回购能力。

中央政法委牵头成立联合调查组

调查“千亿矿权案”卷宗丢失等问题

□

新华社电

记者8日从中央政法委了解到，针对网上反映最高人民法院二

审审理的陕西榆林凯奇莱能源投资有限公司诉西安地质矿产勘查

开发院合作勘查合同纠纷案卷宗丢失等问题，近日，由中央政法委

牵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参加，成立联合

调查组依法依纪开展调查，相关事实查清后将向社会公布。 调查组

同时公布了联系电话。

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召开会议，表示坚决拥护中央政法委牵头的

联合调查组调查“千亿矿权案” 卷宗丢失等问题，将全力配合联合

调查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