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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习近平对金沙江乌东德水电站首批机组投产发电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坚持新发展理念勇攀科技新高峰

努力打造精品工程更好造福人民

□

新华社北京6月29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日前对金沙江乌东德水电站首批机组投

产发电作出重要指示，代表党中央，对首批机组

投产发电表示热烈的祝贺， 向全体建设者和为

工程建设作出贡献的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诚挚的

问候。

习近平强调，乌东德水电站是实施“西电

东送”的国家重大工程。 希望同志们再接再厉，

坚持新发展理念，勇攀科技新高峰，高标准高质

量完成后续工程建设任务， 努力把乌东德水电

站打造成精品工程。 要坚持生态优先、 绿色发

展，科学有序推进金沙江水能资源开发，推动金

沙江流域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更好造

福人民。

乌东德水电站首批机组投产发电仪式29日

以视频方式举行，在北京设主会场，云南、四川

等地设分会场，仪式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

乌东德水电站位于云南省昆明市禄劝县和

四川省凉山州会东县交界，由中国长江三峡集

团有限公司于2015年12月全面开工建设，总装

机容量1020万千瓦， 年均发电量389.1亿千瓦

时。 水电站全部机组计划于2021年7月前建成

投产。

金沙江乌东德水电站首批机组投产发电

6

月

29

日拍摄的乌东德水电站大坝一景（无人机照片）。

当日，乌东德水电站首批机组投产发电仪式以视频方式举行。 乌东德水电站位于云南省昆明市禄劝县和四川省凉山州会东县交界，是实

施“西电东送”的国家重大工程，由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全面开工建设，总装机容量

1020

万千瓦，年均发电量

389.1

亿千瓦

时。 水电站全部机组计划于

2021

年

7

月前建成投产。 新华社记者 胡超 摄

粤港澳大湾区将开展“跨境理财通” 业务试点

□

本报记者 彭扬

中国人民银行29日发布的公告显示，为促进

粤港澳大湾区居民个人跨境投资便利化， 中国人

民银行、香港金融管理局、澳门金融管理局决定在

粤港澳大湾区开展“跨境理财通” 业务试点（以

下简称“跨境理财通” ）。 公告称，“跨境理财通”

正式启动时间和实施细则将另行规定。

央行表示，粤港澳大湾区居民个人投资活跃，

跨境购买低风险的银行理财产品需求较大。 近年

来， 人民银行会同香港金管局、 澳门金管局等部

门， 对在粤港澳大湾区开展跨境双向理财业务试

点做了大量调研和论证，初步形成“跨境理财通”

试点方案。“跨境理财通”业务试点将有利于满足

粤港澳大湾区居民个人自主投资、 灵活配置资产

的需求，促进大湾区居民个人跨境投资便利化，进

一步深化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合作。

公告介绍，“跨境理财通” 指粤港澳大湾区居

民个人跨境投资粤港澳大湾区银行销售的理财产

品，按照购买主体身份可分为“南向通” 和“北向

通” 。“南向通”指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居民通过在

港澳银行开立投资专户， 购买港澳地区银行销售

的合资格投资产品；“北向通” 指港澳地区居民通

过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银行 （以下简称内地银

行）开立投资专户，购买内地银行销售的合资格

理财产品。

香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表示， 香港金管局会

与香港证监会和内地相关部门通力合作， 与业界

密切磋商，根据29日公布的框架尽快敲定落实细

节，争取早日启动“跨境理财通” 。

澳门金管局表示， 澳门金融管理局对粤港澳

大湾区开展“跨境理财通”业务试点表示欢迎，相

信将为澳门金融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下转

A02版）

乐观底气足 券商“预喜”下半年A股

□

本报记者 吴玉华

今天是2020年上半年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上半年A股市场宽幅震荡，科技、消费、医药等

板块轮番登场。对下半年市场，多家券商普遍持

乐观态度，甚至有券商喊出“牛市” 口号，也有

券商认为A股将继续震荡上行。

普遍持乐观态度

今年以来，A股市场结构性行情持续，科

技、消费、医药等板块表现强势。上半年，A股表

现较好。 对下半年市场，券商普遍持乐观态度。

其中，中信证券喊出“小康牛” 。 中信证券

表示，A股将在下半年开启中期上行的 “小康

牛” 。 政策驱动基本面修复、A股全球吸引力提

升、充裕的宏观流动性向股市传导，这三大因素

将驱动市场上行。三季度后期，市场将开启一段

持续数月的趋势性上涨行情。

安信证券表示， 利率走过拐点，A股已是

“复苏牛”逻辑主导，预计科技景气在下半年得

到体现。

申万宏源证券认为，下半年逐步转向战略乐

观，至少可期待有一波“非常像牛市”的大反弹。

兴业证券表示，下半年市场在震荡中蛰伏，

长期的全面性生机正在孕育中。

招商证券表示， 下半年指数会继续震荡

上行。

中信建投证券表示，从股市角度看，信用宽

松将领先经济复苏，经济缓慢上行和通胀水平回

升，企业盈利状况逐步恢复，市场会逐步走强。

中金公司认为， 疫情等因素可能仍有阶段

性干扰，但市场仍会“有惊无险” ，依然处于积

极有为、优选结构的阶段。

平安证券表示，从全球视角看A股，依然具

有较强吸引力。

山西证券表示，从总体看，基本面、流动性

因子有利于下半年市场积极表现， 但风险偏好

因子预期偏谨慎。

东莞证券表示， 预计下半年市场将凝心聚

力、迎难而上，延续震荡反弹格局。

流动性仍将保持宽裕

今年以来，市场流动性宽裕。 Wind数据显

示， 截至6月29日， 上半年北向资金净流入

1181.51亿元。 券商认为，下半年市场流动性仍

将保持相对充裕。

中金公司表示，从股市看，经济增长复苏可

能会继续提升风险偏好，（下转A02版）

零容忍无死角

让财务造假无所遁形

□

本报记者 昝秀丽

*ST

康得

6

月

28

日公告显示，

*ST

康得及

*ST

康得实际控制人钟玉当日收到证监会下发的行

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 证监会拟对

*ST

康得及

*ST

康得主要责任人员在原证券法

规定的范围内顶格处罚并采取终身证券市场禁

入措施。 有关部门对该案的处理表明了对证券

违法违规行为“零容忍”的执法态度和从严打击

财务造假的决心。 在立体追责体系建立的基础

上，继行政处罚后，民事赔偿、刑事追责等各个

层面环环紧扣、不留死角，必将让

*ST

康得财务

造假付出沉重代价。

行政执法祭出组合拳。 从行政处罚情况看，

由于在

*ST

康得涉案违法行为发生时，证券法尚

未修改， 财务造假的行政责任偏低，

60

万元罚款

已是法律规定上限，但除顶格处罚外，证监会已

对实控人采取终身市场禁入措施。 同时，公司存

在触及有关规定的强制退市情形的可能性，公司

股票可能被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

民事赔偿有机衔接。 行政处罚不是该案的

终点， 通过投资者提起民事赔偿诉讼等市场化

约束力量，将让以

*ST

康得为代表的造假者付出

沉重代价。 在证监会行政处罚作出后，

*ST

康得

将面临高额民事赔偿， 代表人诉讼制度将发挥

巨大作用。目前，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证券集体

诉讼制度已提上日程， 这无疑将进一步便利投

资者维权，震慑造假行为。

刑事追责在所难免。 钟玉此前已因涉嫌犯罪

被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严格执法、重拳治乱是

打击财务造假的“猛药”。 证监会一直积极推动有

关部门提高刑事打击力度。 刑法修正案（十一）草

案已于

6

月

28

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其中，

为进一步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秩序，草案

完善了证券犯罪规定，包括提高欺诈发行股票、债

券罪和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刑罚等。

跨市场追责全面覆盖。

*ST

康得近期因债

券信息披露违法违规再度被立案调查， 证监会

将对造假企业跨市场违规行为全面追责。此次，

*ST

康得再次被证监会立案调查， 或涉及银行

间债券市场信息披露问题。 对该案的调查进一

步表明， 有关部门将对造假上市公司跨市场违

法违规进行全面追责， 该案可能成为债券市场

跨市场执法第一案。

中介机构一并担责。在对主案审理的同时，

证监会还加强对中介机构的追责。 作为

*ST

康

得的审计机构———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在

*ST

康得造假期间，从“看门人”沦为“放风者”，多次

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瑞华会计师事

务所目前已被立案调查。（下转A0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