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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监会指定披露上市公司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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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5年以来央行公开市场7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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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主席易会满到浙江调研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工作

加快推进资本市场改革 完善基础性制度
□本报记者 昝秀丽
中国证监会网站11月18日消息，11月14日
至15日，为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
题教育整改落实情况“回头看” ，证监会主席
易会满赴浙江调研，实地走访上市公司，并主
持召开部分上市公司座谈会，听取提高上市公
司质量的意见建议。
会议表示，下一步，证监会将深入学习贯
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坚持以深化金融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立足服务实体经济
的根本宗旨，着力增强资本市场的包容性和适
应性，切实提高资本市场治理能力。 深化对监
管初心使命的再认识，进一步归位尽责，强化
科学监管、分类监管、专业监管，加强市场透明

度建设，稳定市场预期。 加快推进资本市场改
革，完善基础性制度，努力建设规范、透明、开
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积极助力经济
高质量发展。
会议指出，上市公司是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的基石，是资本市场“晴雨表” 功能发挥的重
要体现。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资本市场改革
发展，并多次就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作出重要指
示批示。 证监会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
策部署，将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作为全面深化资
本市场改革的重中之重，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
基调，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加强上市公司监管
基础制度建设，改革完善发行上市、信息披露、
再融资、并购重组、分拆等制度。 坚持底线思
维，精准拆弹，聚焦问题公司、风险公司，加强

持续监管， 防范化解股票质押等重点领域风
险，推动形成各方齐抓共管、共同提高上市公
司质量的制度体系和生态体系。
会议强调，当前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的
各项重点任务正在落地实施。 上市公司要肩
负起规范发展、提高质量的主体责任，把握机
遇、迎接挑战，坚持敬畏市场、敬畏法治、敬畏
专业、敬畏投资者，牢记初心使命，在新时代
资本市场建设中展现担当作为。 一是要规范
运作，坚持以法律法规为准绳，在守法合规、
治理规范上作出表率， 从根本上提升市场主
体内生约束机制的有效性。 二是要稳健经营，
充分认识市场、敬畏市场，按资本市场的规律
办事，有所为有所不为，做到发展与风控能力
相匹配。 三是要专注专业， 坚持正确发展理

念，扎根实体、练好内功，突出主业、做 精 专
业，弘扬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促进市场正
本清源。
会议指出，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是一项宏大
的系统工程，需要上市公司、各类市场主体、监
管机构、 地方党委政府等各方加强工作协同、
多措并举，形成合力。 证监会系统已经制定了
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行动计划，并正在推动出台
相关文件。
调研期间，易会满与浙江省政府主要负责
同志举行了工作会谈，就共同推动提高上市公
司质量等工作进行沟通交流。 易会满还到浙江
省股权交易中心就加强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
进行调研。 上海证券交易所理事长黄红元，证
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一同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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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交所：做优做强“
服务周” 品牌

LPR下行几无悬念 降息周期有望开启
□本报记者 张勤峰 罗晗

稳增长优先性突出

11月18日，央行公开市场7天期逆回购
操作利率出现四年多以来首次下调，与本月
初中期借贷便利（MLF）利率下调相呼应。
分析人士认为，公开市场操作“降息”
接踵而至，突出稳增长在当前宏观调控中的
重要地位，重塑市场预期。 公开市场操作利
率下降配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改
革，有助于促进社会融资成本降低。 在稳增
长、降成本见到明显成效之前，公开市场操
作利率下调应不会一步到位，更可能呈碎步
缓降态势。

央行11月18日发布的公告显示， 当日
开展1800亿元逆回购操作， 期限为7天，中
标利率为2.5%，较此前下调5个基点。 业内
人士认为， 这是央行在本月初下调MLF操
作利率以来，开展的又一项超出一些市场人
士预期的货币政策操作。 数据显示，此前1
年期MLF利率下调是2016年6月以来首次，
此次7天期央行逆回购利率下调则是2015
年10月以来首次。
经验表明，MLF利率与央行逆回购利率，
通常维持相对固定的利差， 联动性较强。 此

前， 对此次央行逆回购利率是否会随着MLF
利率下调而调整，市场人士曾有不同看法。
MLF和逆回购是当前央行开展公开市
场操作、 投放基础货币的两大主力工具，期
限一长一短，被视为央行政策利率体系关键
指标。 从MLF到逆回购，公开市场操作“降
息” 接踵而至，央行频频出手，重塑市场对
货币政策的预期。
在不少研究人士看来， 公开市场操作
“降息” 接踵而至，明确了稳增长在当前多
个货币政策调控目标中的优先顺序。（下转
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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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报部分银行违规行为

银保监会：继续有效提升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水平
□本报记者 欧阳剑环
中国银保监会网站18日发布的 《中国银
保监会办公厅关于部分银行小微企业金融支
持政策不落实典型案例的通报》（下称 《通
报》）要求，继续有效提升小微企业金融服务
水平。
《通报》显示，近期，国务院督查组现场核
查和银保监会暗访发现，有的银行分支机构对
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小微企业金融服务、
降低小微企业综合融资成本的决策部署认识
不到位、落实不彻底，未及时发现并有效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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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微企业贷款业务中借贷搭售、转嫁成本等违
规行为，影响了国家有关利民政策措施的落实
效果，削弱了小微企业的获得感。

不合理抬高小微企业融资成本
银保监会对典型案例进行了梳理。 《通
报》显示，一是违规向小微企业借款客户搭售
人身险产品。 2018年3月，建设银行北京市分
行在代销建信人寿 “贷无忧借款人意外伤害
保险”（简称“贷无忧” 保险）产品过程中，制
定了销售建信人寿产品规模按存款奖励、销售
建信人寿产品产生的中间业务收入双倍计算

奖励等激励政策。该分行下辖通州分行个别客
户经理违背客户真实意愿，强制要求小微企业
借款客户在办理贷款过程中必须购买 “贷无
忧” 保险。
二是违规将押品评估费转嫁给小微企业
借款客户承担。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办理小微
企业抵押快贷业务时， 在借款合同中明确约
定，合同项下抵押物的押品评估成本由借款人
承担。
三是“
一刀切” 要求所有小微企业借款客
户为抵押物购买财产保险。建设银行北京市分
行未按照总行规定，（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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