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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构建高标准自贸区网络

■增设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

■允许非投资性外商投资企业以资本金开展境内股权投资

■扩大资本项目收入支付便利化试点

■取消资本项目外汇账户开户数量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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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新华社图片 制图/王力

国务院：推动进出口稳中提质

优化外汇管理 促进跨境贸易投资便利化

□

新华社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0月23日主持召开国

务院常务会议， 听取国务院第六次大督查情况

汇报，要求着力破除政策落实堵点；部署进一步

做好稳外贸工作，推动进出口稳中提质；确定优

化外汇管理措施，促进跨境贸易投资便利化。

会议指出，围绕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

政府工作报告部署， 近期国务院在16个省

（区、市）开展督查。督查突出重点、创新方式，

三分之二以上人员和时间用于暗访， 不发通

知、不要陪同、直奔问题。 总的看，今年以来各

地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取得积极成

效。 下一步，要将督查发现问题分解到有关地

方和部门，对重点问题挂牌督办，推动地方和

部门逐一整改，坚决纠正基层反映突出的侵蚀

减税降费红利、“任性用权” 破坏营商环境、懒

政怠政等问题，加快疏通影响扩内需、稳就业

等政策落实堵点，力戒整改“走过场” 、搞形式

主义。 要推广地方好经验，认真研究收集到的

意见建议，推动政策完善。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各地和有关部门积

极应对外部环境变化， 扎实做好稳外贸工作，

外贸运行总体平稳。 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会议

确定，在落实好各项已定政策同时，一要进一

步完善出口退税、贸易融资、信用保险等政策，

逐步实现综合保税区全面适用跨境电商零售

进口政策。 实行差异化政策，支持中西部和东

北地区承接加工贸易转移。 二要推动构建高标

准自贸区网络，深化“放管服” 改革，促进经开

区、保税区等空置土地有效利用，提高贸易便

利化水平。 加快外贸转型升级基地、贸易促进

平台等建设。 三要培育外贸新业态。 增设跨境

电商综合试验区，尽快出台跨境电商零售出口

所得税核定征收办法。探索支持市场采购贸易

试点、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发展的新举措。 加快

保税维修再制造先行先试。四要加大适应国内

需求的农产品、日用消费品和设备、零部件等

进口。 培育一批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 办

好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为统筹做好外贸外资工作，保持人民币汇

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和合理的外

汇储备，以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稳外贸、稳外

资，会议确定了优化外汇管理、促进跨境贸易

投资便利化12条措施。 主要包括：一是扩大贸

易外汇收支便利化试点，简化小微跨境电商办

理有关资金收付手续，优化货物贸易外汇业务

报告方式，（下转A02版）

拓宽融资渠道

扩大直接融资规模

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规

范健康发展，拓宽市场主体融

资渠道，支持符合条件的民营

企业、 中小企业依法发行股

票、 债券以及其他融资工具，

扩大直接融资规模。

加大金融支持力度

降低融资成本

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应当

完善对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

的监管考核和激励机制，鼓

励、 引导其增加对民营企业、

中小企业的信贷投放，并合理

增加中长期贷款和信用

贷款支持，提高贷款

审批效率。

《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发布

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提振投资兴业信心

□

本报记者 刘丽靓

国务院23日公布《优化营商环境条

例》（简称《条例》），自2020年1月1日起

施行。《条例》明确了优化营商环境的原则

和方向、 加强市场主体保护、 优化市场环

境、提升政务服务能力和水平、规范和创新

监管执法，以及加强法治保障六方面内容。

专家认为，《条例》的出台标志着我

国营商环境规则从“实践探索” 向“立法

规范”赋权升级，彰显了我国继续大力推

进改革开放和市场化改革的决心， 有利

于激发市场主体活力，鼓励投资兴业。 同

时， 对促进资本市场长期健康发展及增

强上市公司盈利能力意义重大。

推动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条例》指出，优化营商环境应当坚

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原则，以市场

主体需求为导向， 以深刻转变政府职能

为核心，创新体制机制、强化协同联动、

完善法治保障，对标国际先进水平，为各

类市场主体投资兴业营造稳定、公平、透

明、可预期的良好环境。 加快建立统一开

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依法促进

各类生产要素自由流动， 保障各类市场

主体公平参与市场竞争。 鼓励、支持、引

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激发非公有制经

济活力和创造力。 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

积极促进外商投资，平等对待内资企业、

外商投资企业等各类市场主体。

《条例》明确，持续放宽市场准入，并

实行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以外的领域，各类市场

主体均可以依法平等进入。 各地区、各部

门不得另行制定市场准入性质的负面清

单。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加大反垄断和反不

正当竞争执法力度，有效预防和制止市场

经济活动中的垄断行为、不正当竞争行为

以及滥用行政权力排除、 限制竞争的行

为，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

长白明认为，《条例》的出台顺应了我国

对外开放的要求， 与外商投资法关于优

化外资营商环境的立法精神相一致。 一

系列政策的出台， 加大了保护外商合法

权益的力度， 为推动我国实现更高水平

对外开放铺平道路。

为企业发展注入动力

《条例》明确，坚持权利平等、机会

平等、规则平等，保障各种所有制经济平

等受到法律保护。 市场主体依法享有经

营自主权。 对依法应当由市场主体自主

决策的各类事项，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

干预。 保障各类市场主体依法平等使用

资金、技术、人力资源、土地使用权及其

他自然资源等各类生产要素和公共服务

资源。 建立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

度， 推动建立知识产权快速协同保护机

制， 健全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

和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机制， 加大对知识

产权的保护力度。（下转A02版）

评判科创板“成绩单”

不宜短视化

□

本报记者 费杨生 昝秀丽

23

日，科创板首份三季报出炉，铂力特三季

度净利润同比增长

187.44%

，当日科创板股票整

体上涨。这只是科创板开市满三个月的缩影，折

射了科创板平稳开市之后逐步走向稳健运行。

作为资本市场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 市场各方

应坚持理性视角、长期立场，不宜将科创板培育

科创企业的长期愿景与短期股价涨跌、 业绩波

动挂钩， 不宜将发展初期个别企业异常变化与

未来板块常态化运行后的整体发展挂钩， 应以

更加理性、包容的心态呵护市场成长和科创企业

发展。

科创板实现良好开局。 回望三个月以来的发

展， 科创板各项制度创新已初步被市场接受，实

现了平稳开市和稳健运行。 一方面，科创板新股

发行节奏趋于常态化， 供给过少的矛盾正在缓

解；另一方面，市场投资情绪逐步从过热回归冷

静。 目前，科创板总体成交额、换手率逐步下降，

新股上市初期涨幅收窄。 （下转A0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