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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1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 新华社图文

编者按 证监会主席易会满日前在2020年“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 活动上表

示，推动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积极因素不断增多，有利环境正在逐步形成。 上市公司整体质量

提升出现了一些趋势性的向好变化。 本报今起推出“上市公司两会代表委员谈高质量发展”

专栏，从建设健康中国、智造中国、创新中国等角度建言献策。

■

上市公司两会代表委员谈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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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在京开幕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到会祝贺 汪洋作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

张庆黎主持 郑建邦作提案工作情况报告

□

新华社北京5月21日电

不忘初心凝聚复兴伟力，携手前进共商发展大计。 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21日下

午在人民大会堂开幕。这次大会将紧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

标任务，组织全国政协委员积极履职尽责，汇聚起决战决胜

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智慧和力量。

人民大会堂万人大礼堂内灯光璀璨，气氛庄重。 悬挂在

主席台正中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徽熠熠生辉，十面鲜

艳的红旗分列两侧。

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全国政协副主席张庆黎、刘奇葆、

帕巴拉·格列朗杰、董建华、万钢、何厚铧、卢展工、王正伟、

马飚、陈晓光、梁振英、夏宝龙、杨传堂、李斌、巴特尔、汪永清、

何立峰、苏辉、郑建邦、辜胜阻、刘新成、何维、邵鸿、高云龙在

主席台前排就座。

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王沪宁、

赵乐际、韩正、王岐山等在主席台就座，祝贺大会召开。

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应出席委员2151人， 实到

2057人，符合规定人数。

下午3时，张庆黎宣布大会开幕，全体起立，奏唱国歌。随

后，全体与会人员默哀1分钟，向新冠肺炎疫情牺牲烈士和逝

世同胞表示深切哀悼。

大会首先审议通过了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

会议议程。

汪洋代表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向大会

报告工作。

汪洋强调，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 也是人民政

协成立70周年。 中共中央召开中央政协工作会议，习近平

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精辟论述新时代人民政协工作的使

命任务、根本要求、着力重点，深刻揭示人民政协与国家治理

体系的内在联系，为新时代人民政协事业发展指明了前进

方向。

汪洋总结了过去一年多来人民政协工作。 他说，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政协全国委员会

及其常务委员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聚焦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好三

大攻坚战等任务，加强专门协商机构建设，认真履行各项职

能，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 在近期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斗争中，人民政协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和中共中央决策部署，动员政协各级组织、各参加单位

和广大委员参与疫情防控斗争。广大政协委员在各自岗位上

以实际行动展示了责任担当。

汪洋指出，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 “十三五” 规

划收官之年。 人民政协工作的总体要求是：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中共十九大和十九

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中央政协工作会议精

神，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

坚持发扬民主和增进团结相互贯通、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

向发力，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广泛团结动员参加人民政

协的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紧扣统筹推进常态化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履职尽责、凝心聚力，为确保完成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贡献。

汪洋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上的重要

讲话和《中共中央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意

见》，部署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人民政协的重点工作。必须

继续抓好贯彻落实，注重固本强基，毫不动摇坚持中国共产

党对人民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有序有效推进专门协商机构

制度建设，深入做好凝聚共识工作，强化委员责任担当，把人

民政协制度坚持好、把人民政协事业发展好。

全国政协副主席郑建邦代表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向大会报告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以来的提案工

作情况。 全国政协委员、政协各参加单位和各专门委员会提

交二次会议提案5488件，经审查，立案4089件，交175家承办

单位办理，均已按时办结。 常委会持续推动提高提案工作质

量，加强工作制度体系建设，通过开展提案办理协商发挥专

门协商机构作用，推动新时代人民政协提案工作在坚持中发

展，在巩固中完善。

在主席台就座的领导同志还有：丁薛祥、王晨、刘鹤、

许其亮、孙春兰、李希、李强、李鸿忠、杨洁篪、杨晓渡、张又侠、

陈希、陈全国、陈敏尔、胡春华、郭声琨、黄坤明、蔡奇、尤权、

曹建明、张春贤、沈跃跃、吉炳轩、艾力更·依明巴海、万鄂湘、

陈竺、王东明、白玛赤林、丁仲礼、郝明金、蔡达峰、武维华、

魏凤和、王勇、王毅、肖捷、赵克志、周强、张军等。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

应邀列席开幕会。 外国驻华使节等应邀参加开幕会。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刘新华：

尽快推进公司法刑法修改

□

本报记者 昝秀丽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

员刘新华建议，尽快推进公司法、刑法修改，以

与新证券法形成配套，加大对欺诈发行等违法

违规行为惩戒力度。

在2018年、2019年两会期间，刘新华也提

出了推进公司法、刑法和证券法联动修改的建

议。今年，在新证券法已经施行的背景下，刘新

华再次建议修改公司法、刑法，完善法治体系，

促进资本市场规范运行。

六方面建议修改公司法

刘新华认为，新证券法已经施行，对公司

法、刑法联动修改，有利于统筹处理公司法和证

券法、刑法和证券法、刑法和公司法之间的共性

和相关性问题，确保法律协调统一。

具体而言，建立完善公众公司制度。 刘新

华说，实践中，众多具有公众性特征的非上市

公众公司，无法得到现行公司法的有效规范。

建议在公司法中重新划分股份有限公司类

型，以是否具有公众性为标准，将股份有限公

司区分为公众公司和非公众公司。 在公众公

司中， 进一步区分上市公司与非上市公众公

司， 并授权国务院制定有关非上市公众公司

的条例。

加强公司内部法人治理。 刘新华建议，在

公司法关于上市公司内部法人治理方面，作出

以下修改：一是确立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

诚信义务，明确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行使

权利时，不得损害其他股东和公司利益，不得

滥用控制权。二是禁止董监高背信损害公司利

益，明确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指使董监高从

事背信行为的，应当依法承担连带责任。 三是

丰富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投票方式，为中小股东

远程参与股东大会提供便利。四是规定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最低出席比例，避免个别股东操控

股东大会。（下转A03版）

借力资本市场 践行健康中国战略

□

本报记者 昝秀丽 倪铭娅

来自医药行业的部分上市公司代表委员日

前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资本市

场为医药行业创新发展提供新动能， 医药行业

上市公司正积极践行健康中国战略， 主动顺应

产业发展趋势，加快科技创新发展，力争取得新

的突破，推动医药行业步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发挥专业优势 履行社会责任

上市公司是履行社会责任的“先锋队” 。 新

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医药上市公司充分发挥专

业优势，为战胜疫情和恢复生产做出重要贡献。

全国人大代表、 华兰生物董事长安康表

示，公司在春节期间也未停工停产，加班加点

全力保障相关血制品供应，同时向部分疫区捐

赠负压救护车等防疫物资。

全国人大代表、华北制药董事长杨国占表

示，春节期间，在保证安全情况下，多家子分公

司增开相关产品生产线，科学排产，确保产品

供应。 同时，充分发挥研发资源优势和生物药

技术及产业化优势，积极开展相关研究工作。

借助资本市场 推进转型升级

一些代表委员表示， 有了资本市场的支

持，会有越来越多的新药涌现，驱动我国医药

产业从“仿制” 向“创新” 升级。 一批创新型、

成长型的企业借助资本市场获得较快发展。

“华北制药加大直接融资力度，一方面通

过发行公司债，优化融资结构、降低资金成本；

另一方面通过战略合作，实施股权融资，降低

资产负债率。 ”（下转A04版）

全国人大代表、深圳证券交易所党委书记、理事长王建军：

立体化构建欺诈发行追责体系

□

本报记者 徐昭 林倩

“证券发行注册制实行前端市场化准入，

必须依靠后端对欺诈发行等违法行为举起

‘大棒’ 。 ”全国人大代表、深圳证券交易所党

委书记、理事长王建军21日在接受中国证券报

记者专访时表示，修订后的证券法在行政处罚

和民事赔偿方面加大了对欺诈发行的惩戒力

度，刑罚短板亟需补齐。 他认为，应“民行刑”

三管齐下， 立体化构建欺诈发行责任追究体

系，全方位提升违法犯罪成本，为注册制改革

保驾护航。

护航注册制 修改刑法重罚欺诈发行

“欺诈发行严重挑战信息披露制度的严

肃性，严重侵蚀市场诚信基础，严重破坏市场

信心， 严重损害投资者利益， 是证券市场的

‘毒瘤’ 。 ” 王建军表示，该类案件涉众性强，

涉及金额大、范围广、人数多，直接危及国家金

融安全和金融稳定，其危害后果远不止侵害企

业管理秩序，也远比普通金融诈骗严重。

“刑法上，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被纳入

‘妨害对公司、企业管理秩序罪’ 范畴，最高刑

期仅有5年，明显与其社会危害性不相匹配。刑

事追责作为严惩重罚的重要一环，有必要应需

而变、应势而变，发挥更大作用。 ” 王建军认

为，随着资本市场迅速发展，欺诈和造假类案

件也呈逐年上升态势，全面提高违法成本已成

为各方共识。

另外，王建军指出，证券发行注册制已作

为一项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写入新证券法。

在科创板、创业板先行先试的基础上，注册制

改革将向全市场推行， 迫切需要加大刑法制

度供给。

有鉴于此， 王建军提出修改刑法第160条

的议案， 建议将欺诈发行股票、 债券罪纳入

“金融诈骗罪” 范畴，全面提高刑期和罚金额

度，拓宽该罪规制范围，（下转A04版）

柳磊代表：

推出外汇期货 加快制定期货法

A02

赖秀福代表

:

用信托机制管理涉众性社会资金

A04

A06

马永生委员：

推进石油石化重大技术装备国产化

A05

【 】

雷军代表

:

将卫星互联网产业纳入“十四五” 规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