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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 听取疫情防控工作中央指导组工作汇报

研究完善常态化疫情防控体制机制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

新华社北京5月6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5月6日召开会

议，听取疫情防控工作中央指导组工作汇报，研

究完善常态化疫情防控体制机制。 中共中央总

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指出， 党中央决定向湖北等疫情严

重地区派出指导组， 督促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

疫情防控工作各项决策部署， 全面加强疫情防

控第一线工作指导。 在党中央坚强领导和全国

各族人民大力支持下，中央指导组同湖北人民和

武汉人民并肩作战，突出抓好源头防控、患者救

治、物资保障三项重点，下最大气力控制疫情流

行，努力守住全国疫情防控第一道防线，展现了

中国力量、中国精神、中国效率，为打赢疫情防控

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作出了重要贡献。

习近平强调，当前，境外疫情扩散蔓延势头

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 国内个别地区出现聚集

性疫情，新冠肺炎疫情还有很大不确定性。湖北

省疫情防控已由应急性超常规防控向常态化防

控转变，但并不意味着防控措施可以松一松、歇

一歇。党中央决定继续派出联络组，加强对湖北

省和武汉市疫情防控后续工作指导支持。 要继

续指导做好治愈患者康复和心理疏导工作，督

促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举措，外防输入、内防反

弹，要毫不懈怠抓好各项工作，巩固疫情防控成

果，决不能前功尽弃。要协调推动湖北省和武汉

市在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 推动支

持湖北省经济社会发展一揽子政策落实到位，

加快恢复生产生活正常秩序。

会议要求，及时总结和运用好湖北省和武汉

市疫情防控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做法，围绕暴露出

的问题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理顺医药卫生体

制，改革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提升疫情监测预警

能力，完善公共卫生应急法律法规，健全重大疫

情、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和救治体系。 要坚持预防

为主，创新爱国卫生运动的方式方法，推进城乡

环境整治，完善公共卫生设施，大力开展健康知

识普及，提倡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延期披露年报家数远低于市场预期

“柔刚并济”展现监管艺术

□

本报记者 昝秀丽

截至4月30日，沪深两市共118家公司年报

延期披露，占上市公司总数的3%。 其中，沪市

38家，深市80家，除天广中茂外，均披露了主要

经营数据。

业内人士表示：“延期披露年报家数远低

于市场预期。 仅湖北省的上市公司就有一百多

家，全国受到疫情影响的公司更多，而此次延

期披露的仅118家， 是落实信息披露及时性的

具体体现， 有助于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情况。

可以说，疫情对年报披露的影响已经被压缩到

了最低（限度）。 ”

专心细心耐心 体现监管温度

多家上市公司表示，在本次年报延期披露

过程中，交易所提供了全面、深入和细致的业

务指导，可谓“事无巨细” 。

“上交所早在1月份就主动联系，关注公司

各方面情况，鼓励公司积极抗疫，建议在客观

情况允许的条件下按自身规划推进年报工

作。 ” 武汉控股董秘李凯对此印象深刻。“公司

主营业务为污水处理、自来水生产及隧道运营

等。 疫情期间，克服了交通管控、物资紧张等困

难，确保了城市日常供水和排放的生活污水集

中收集处理并达标排放，服务范围覆盖了火神

山、 雷神山、 金银潭等新冠重症患者收治医

院。” 武汉控股主要经营区域及客户、供应商均

位于武汉市及省内周边城市，公司财务及年报

相关编制人员出行及办公受到限制。 由于现场

审计工作无法实施替代性程序，最终武汉控股

年报延期至6月30日披露。

“深交所对于年报延期披露事项给予了

极大帮助， 不仅及时清晰地解释监管政策，还

详细指导了公告格式的披露要求。 ” 河钢资源

相关负责人表示，“对接人员多次主动了解年

报编制进展，详细讲解政策细节，给公司顺利

解决疫情下的信息披露困难提供了有力支

持。 ” 河钢资源目前形成“矿产加工+机械制

造” 双主业驱动模式，公司主要资产在海外，

审计人员无法现场盘点。 大量固定资产及在

建工程分布在地下矿井，存货遍布于厂区，再

加上时差问题，审计机构难以实施远程盘点。

除资产盘点无法按时完成， 其他年报编制和

审计工作按计划有序完成。 公司已于4月28日

披露2019年主要经营业绩，并争取在6月24日

前披露年度报告。

楚天高速主营业务为收费公路的投资、建

设及经营管理，1月23日武汉要求非疫情防控

相关人员停止流动之后，年报相关工作陷入停

滞状态。“本次疫情导致年报延期，属于重大无

先例事件，公司对于很多问题是困惑的。 例如，

如何保证信息披露质量？ 公告应该如何表述？

哪些事项是披露的重点？ 与一季报如何衔接协

调？ ”楚天高速董秘宋晓峰表示，“通过上交所

专管人员的详细解读，迅速理清了延期披露工

作的重点事项和关键节点，相应的格式指引等

配套文件也陆续出台。 很明显感受到，上交所

对这次年报事项准备充分，建立了一套极其细

致的应对方案。 ”

严谨严实严明 彰显监管定力

针对年报延期的监管， 沪深交易所坚持

“应披尽披” 原则，鼓励上市公司和会计师事

务所克服困难，抓紧推进年报披露工作，要求

年报延期的公司履行审议程序，披露年报延期

的临时公告，说明受疫情影响的事项及影响程

度、年报编制及审计工作进展等情况，要求年

审会计师核查上市公司年报延期事项是否属

实后发表专项意见。

沪深交易所“柔刚并济” ，摆事实、讲规

则，去伪存真，指导多家上市公司从“想延期”

变成了“能披露” 。

沪市某电子设备制造业公司向上交所提

出，疫情防控措施影响了审计工作，申请年报

延期披露。 上交所深入了解发现，该公司所聘

请审计机构为省内会计师事务所，人员流动限

制影响相对较小。 同时，根据公司延期理由，疫

情对公司年报审计工作影响有限。 上交所向公

司传达“应披尽披” 的原则，督促公司克服困

难做好年报工作， 同时和证监局积极沟通，双

方监管协作。最终，该公司于4月30日按期提交

年报。

深市某软件行业公司申请延期披露年报

的理由是： 低估了疫情对年报相关工作的影

响，导致既定审计程序有所延迟；重要财务人

员返岗时间较晚； 部分分支机构及业务主体

位于武汉。深交所逐项排查梳理后发现，负责

财务报表编制工作的财务总监及公司其他高

管并未受到影响； 疫情并未实际对公司在武

汉的业务产生重大影响。 最后公司按期披露了

年报。

沪市某运输业公司希望延期披露，理由是

改聘了审计机构，且受疫情影响，会计师审计

进度延迟1个月左右。 上交所了解到，该公司审

计机构进场时间相对较早，且公司主要经营地

并非是受疫情严重影响地区，不属于符合延期

披露的情形，该公司最终按期披露。

深市某电子设备制造业公司提出，“疫情

致审计进度未达预期、境外回函不理想” ，申请

延期披露。 深交所敦促公司加快审计进度，在

保证审计质量的前提下适当采取远程审计等

方法。 最终该公司于4月30日按时披露年报。

全力聚力合力 汇聚监管谋略

疫情导致年报延期这一重大且无先例的

事件，对监管来说无疑更是一场大考：既要坚

持依法合规，落实延期披露政策及信息披露规

则；又要坚持“应披尽披” ，督促上市公司克服

困难按期披露。 既要有监管温度，使真正有困

难的公司得到支持；又要有监管定力，审慎判

断防止“浑水摸鱼” 。（下转A02版）

练好内功 TCL科技剑指“满产满销”

□

本报记者 万宇

虽然面板行业市场需求及产业链受到不同

程度的疫情影响，但TCL科技克服重重困难，保

障了武汉工厂正常生产， 确保了全球产业链供

应。TCL科技董事长李东生表示，TCL华星一季

度销售保持增长势头。 “我们控制不了市场变

动，但通过提升自身竞争力，优化产品结构，我

们有信心做到满产满销。 ” 李东生说。

武汉华星迎挑战

电子信息是全球分工程度最高的产业之

一，TCL华星位于武汉的工厂武汉华星生产的

低温多晶硅显示器件占全球供应量的20%，拥

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地位。

突如其来的疫情对面板产业链造成较大

冲击，加之地处武汉，武汉华星需要面对巨大

挑战。 为确保全球产业链供应，武汉华星采取

了一系列科学、严谨的防疫举措，坚持正常生

产，兑现客户承诺，产品如期交付，稳住全球供

应链。

半导体显示器件生产制程具备特殊性，一

旦投产需全年不间断运行。疫情期间，武汉华星

管理团队与一部分员工在公司值班， 一部分通

过远程支持， 共同承担着防疫和保障公司运作

的工作，生产线秩序井然，团队上下守望相助。

出货量逆势增长

疫情在全球的蔓延影响了面板市场需求。

TCL华星高级副总裁、大尺寸事业群总经理赵

军介绍，TCL科技整体生产经营在疫情期间保

持健康和正常状态。 一季度TCL华星出货规模

逆势达到行业第二水平。 其中，电视面板2月首

次实现单月全球出货第一的成绩。 “由于公司

竞争力的提升和自身产能的增加，TCL科技有

信心在今年保持出货量较大幅度增长。 ” 赵军

表示。

他介绍，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是TCL科技

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之一。 在大尺寸显示方面，

TCL科技在下一代显示技术， 例如印刷的

OLED以及mini-LED直显等方面， 进行了积

极布局，这些技术有望在未来3至5年实现商业

化量产； 在小尺寸显示方面，TCL科技将聚焦

屏下指纹、屏下摄像、折叠技术，公司在折叠屏

方面的技术积累和量产能力已处于相对领先

位置。

练好内功布局未来

李东生认为，中国显示产业有机会把大尺

寸产品做到全球领先，但中小尺寸产品面临韩

国企业的挑战，未来行业周期波幅收窄，头部

企业优势明显。 虽然受到疫情影响，但TCL科

技要做好自己的事，为全球领先的目标练好内

功。TCL科技今年将实现t6工厂满载生产；t3工

厂技改扩产；t4一期爬坡上量，确保客户交付，

并完成二期、三期建设；t7（G11）项目年底投

产；继续做到满产满销，持续提高产能，增加销

售收入。 公司将加大研发投入，建立技术壁垒，

率先突破下一代显示技术，大力发展视频交互

和商用产品技术和业务， 提高LTPS和柔性

AM-OLED产品技术。

他透露，TCL科技将通过内延发展和兼并

重组，发挥科技、管理、资本的优势，在资金、技

术密集的战略新兴产业择机开辟新赛道，支撑

企业长期持续成长。 所选标的将与现有产业的

管理和经营逻辑相近，并为所在行业的头部企

业，以发挥协同效应，提高产业规模和效益，增

厚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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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开展资管业务规则明确

债转股迎市场化募资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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