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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党委持续开展主题教育集中学习研讨

易会满：推动资本市场重点改革措施抓紧落地

□

本报记者 徐昭 昝秀丽

证监会网站7月3日消息，6月29日，证监会

党委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第7

次集中学习研讨。 证监会党委书记、主席易会

满表示，要结合主题教育，在监管工作中自觉

践行党的初心和使命，坚持“四个敬畏”“一个

合力” ，推动资本市场重点改革措施抓紧落地，

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稳步推进资

本市场改革开放发展工作。

围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在推进资本市场全面深化改

革中践行党的初心使命” 的主题，易会满带头

领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

习纲要》有关篇目，并结合证监会工作实际交

流学习体会。 中央第二十三指导组组长陈雷及

有关负责同志到会指导。 证监会党委班子成员

分别作交流发言。

通过学习交流，党委同志一致认为，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最新成果， 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和强大思想武

器，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八个明确”和

“十四个坚持” 是当代中国党和国家事业的根

本遵循， 更是做好资本市场改革发展和监管工

作的根本遵循，必须一以贯之、狠抓落实。

易会满在学习中强调，要深刻认识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党和国家

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的历史必然性和现

实必要性，在实践中准确理解、衷心拥护、深入

领会、全面贯彻，不断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

要认真对照“八个明确” 和“十四个坚持” ，准

确把握当前资本市场的主要矛盾，深入查找存

在的差距和短板，进一步明确市场改革发展的

方向和路径，切实增强使命和担当。 要科学把

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

进一步明确新时代资本市场的功能定位和历

史使命，坚持和加强党对资本市场工作的全面

领导，坚决站稳人民立场，把维护最广大投资

者合法权益作为根本使命；要立足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和最大实际， 坚持市场

化、法治化，学习国际最佳实践，将深化金融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资本市场工作着力点，不

断提高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水平。

要结合主题教育，在监管工作中自觉践行党的

初心和使命，坚持“四个敬畏”“一个合力” ，

推动资本市场重点改革措施抓紧落地，牢牢守

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稳步推进资本市场

改革开放发展工作。

党委班子其他同志结合自身实际和分管

工作，分别从“监管工作要为党尽忠、为民尽

责、 为实体经济服务”“坚持将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资本市场改革发

展的根本行动指南”“牢记初心和使命， 坚持

以资本市场开放促改革、 促发展”“资本市场

改革发展要立足新时代， 始终坚定 ‘四个自

信’ ”“自觉践行党的初心和使命，切实履行好

纪检监察职责”等方面谈了认识和体会。

陈雷在讲话中对证监会系统主题教育和

党委集中学习研讨给予了肯定，并对证监会系

统开展好主题教育、确保取得实效提出了具体

要求。

开展主题教育以来，证监会党委围绕学懂弄

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聚

焦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重要

论述，利用工作日以及晚上、周末时间，已经进行

了8次党委集中学习研讨，1次专家理论辅导，后

续还将持续开展学习研讨和专家辅导。 同时，坚

持边学习边调研边检视边整改，深入基层和市场

一线开展调研，认真检视监管工作和党的建设方

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按照“一开始就改起来的要

求”扎实进行整改。（下转A02版）

国务院：支持自贸试验区迈出开放新步伐

部署完善跨境电商等新业态促进政策 适应产业革命新趋势推动外贸模式创新

□

据新华社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7月3日主持召开国务

院常务会议，听取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

革创新自主权落实情况汇报，支持自贸试验区

在改革开放方面更多先行先试；部署完善跨境

电商等新业态促进政策，适应产业革命新趋势

推动外贸模式创新。

会议指出，按照党中央、国务院深化改革

开放、推进经济转型升级的部署，各自贸试验

区积极发挥“排头兵” 作用，在深化“放管服”

改革、提高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促进创新发

展等方面形成了一批试点经验，并已在全国推

广。 下一步，要立足改革开放大局和高质量发

展要求，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紧扣制度

创新， 支持自贸试验区在进一步自主开放、不

断开放、加大开放上迈出新步伐，探索更多可

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 一要推动相关省市政

府加大向自贸试验区下放省级管理权限，尤其

是投资审批、市场准入等权限。 在自贸试验区

全面实现“证照分离” 。 支持地方和部门聚焦

市场主体期盼，提出自身范围内深层次改革事

项，在自贸试验区先行试点，提升改革创新的

系统集成性。二要实施好2019年版自贸试验区

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加快调整完善相关法

规。对贸易便利化创新、多式联运“一单制” 改

革等提出具体措施。在自贸试验区开展强化竞

争政策试点，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 抓紧研

究在自贸试验区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特别是

服务业开放的举措， 为企业深度参与国际竞

争、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积累经验。 三要完

善保障措施。 对重大改革事项，地方和部门要

建立联合推进机制。对需要调整实施法律法规

的，要抓紧按程序提请调整和办理。 完善管理

体制和协同机制，增强自贸试验区改革创新对

所在城市及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效应。

会议指出，支持跨境电商等新业态发展，

是适应产业革命新趋势、 促进进出口稳中提

质的重要举措。 近年来，跨境电商规模快速扩

大，成为外贸增长突出亮点，倒逼了国内产业

升级，释放了市场消费潜力，促进快递等流通

业发展， 带动了创业创新和大量就业。 下一

步， 一要在现有35个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基

础上，根据地方意愿，再增加一批试点城市。

对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电商零售出口， 落实

“无票免税” 政策，出台更加便利企业的所得

税核定征收办法。完善跨境电商统计体系。二

要鼓励搭建服务跨境电商发展的平台， 建立

配套物流等服务体系， 支持建设和完善海外

仓，扩大覆盖面。 引导相关电商平台加强知识

产权维权服务。 支持相关教育机构增设跨境

电商专业，促进产教融合，为跨境电商发展强

化人才支撑。 三要完善包容审慎监管，严厉打

击假冒伪劣，依法保护商家和消费者权益。 加

强国际交流合作， 积极参与跨境电商相关国

际规则制定。

注册后24小时招股 招股当日路演

科创板IPO审核发行全流程提速

□

本报记者 康书伟

7月3日凌晨，6家获准注册的科创板公

司集中披露招股意向书启动招股程序。但细

心的投资者发现，这批公司发行周期较此前

几批缩短一天，具体变化在于这批公司将在

招股意向书刊登当日开始网下路演，而非此

前招股意向书刊登次日路演，发行环节减少

一个工作日。

不仅仅是发行环节，科创板的注册申请

也从单发、双发，再到如今的“批” 发；发行

工作的启动从注册后隔几日到如今注册后

24小时即披露招股意向书。随着相关流程多

次实战演练，实操日臻熟练，整个科创板审

核、发行工作正在进入快车道。

发行时间压缩

发行环节的压缩为科创板公司发行节

省了一个工作日。 以铂力特为例，公司招股

意向书刊登日为7月3日（T-5日），当天公

司即安排网下路演，T-4日公司再安排一天

网下路演，T-3日公司初步询价，T-2日确定

发行价格，T-1日进行网上路演，T日即7月

10日开展网上网下申购，T+4日刊登发行结

果公告和招股说明书， 发行环节工作完成，

静待上市。 而此前启动发行的8家公司均在

T-6日刊登招股意向书，T-5日、T-4日进行

网下路演，此后的日程安排与铂力特无异。

这一调整将发行周期从11个工作日缩

减为10个工作日，（下转A02版）

杭可科技网上发行中签率0.059%

□

本报记者 胡雨

7月3日晚间， 杭可科技披露网上发行

申购情况及中签率， 确定网上发行最终中

签率为0.059%，略高于华兴源创、睿创微纳、

天准科技三只科创板新股0.058%的平均中

签率。

具体来看，杭可科技此次网上发行有效

申购户数为286.64万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

199.93亿股 ， 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0.039%。 由于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

约为2566.51倍， 公司和保荐机构决定启动

回拨机制， 将393.6万股股票从网下回拨到

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杭可科技网上最终

发行数量为1172.6万股，网上发行最终中签

率为0.059%。

根据安排， 杭可科技与保荐机构定于7

月4日上午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

签，并将于7月5日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杭可科技致力于各类可充电电池，特别

是锂离子电池的后处理系统的设计、 研发、

生产与销售，并能提供锂离子电池生产线后

处理系统整体解决方案。 2016年-2018年公

司营收分别为4.10亿元、7.71亿元、11.09亿

元； 同期对应的净利润分别为9192万元、

1.81亿元、2.86亿元。

杭可科技是目前已披露中签率的第四

只科创板新股，此前华兴源创、睿创微纳、天

准科技已分别披露中签情况，三家公司最终

中签率分别为0.059%、0.06%、0.055%。

视觉中国图片 制图/王力

资料来源/相关科创板公司公告

再添新兵！ 4家科创板企业启动招股

□

本报记者 杨洁

科创板招股再添新兵。7月4日凌晨，西部

超导、心脉医疗、南微医学、虹软科技披露招

股意向书、 上市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等

材料， 这四家企业均将在7月8日初步询价，7

月10日网上路演，7月11日网上网下申购。

此外，7月3日晚，证监会公布，同意天宜上

佳、方邦电子、瀚川智能、沃尔德进行科创板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 截至7月4日，获得证监

会注册通过的企业达到22家， 还有9家通过科

创板上市委审议的企业等待证监会“首肯” 。

西部超导：低温超导领域隐形冠军

西部超导此次科创板上市拟发行4420

万股，拟募资8亿元，主要用于发动机用高性

能高温合金材料及粉末盘项目。西部超导初

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221万股， 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5%。 战略配售对象仅由保荐机构

相关子公司跟投组成，跟投机构为中信建投

证券另类投资子公司中信建投投资。

西部超导股票代码为688122，该代码同

时用于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及网下申购，网

上申购代码为787122。（下转A0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