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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项稳外贸稳外资政策措施发布

进一步扩大对中小微外贸企业出口信贷投放 给予重点外资企业金融支持

□

新华社北京8月12日电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稳

外贸稳外资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指出，当前国际疫情持续蔓延，世

界经济严重衰退，我国外贸外资面临复杂严峻

形势。 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稳住外贸

外资基本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做好“六稳” 工作、落实“六

保” 任务，进一步加强稳外贸稳外资工作，稳住

外贸主体，稳住产业链供应链。

《意见》 提出15项稳外贸稳外资政策措

施，主要内容包括：

一是加大财税金融支持。 更好发挥出口信用

保险作用，积极保障出运前订单被取消的风险。支

持有条件的地方复制或扩大“信保+担保”的融

资模式。 以多种方式为外贸企业融资提供增信支

持。进一步扩大对中小微外贸企业出口信贷投放。

给予重点外资企业金融支持， 再贷款再贴现专项

额度同等适用外资企业。 降低外资研发中心享受

优惠政策门槛，鼓励外商来华投资设立研发中心。

二是发展贸易新业态新模式。 新增一批市

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力争将总量扩大至30个

左右，支持跨境电商平台、跨境物流发展和海外

仓建设等，加大对外贸综合服务企业的信用培

育力度。拓展对外贸易线上渠道，推进“线上一

国一展” ，支持中小外贸企业开拓市场，帮助出

口企业对接更多海外买家。

三是提升通关和人员往来便利化水平。 进

一步推动规范和降低进出口环节合规成本，在

有条件的口岸推广口岸收费 “一站式阳光价

格” ，加大技术贸易措施咨询服务力度。在严格

落实好防疫要求前提下，继续与有关国家商谈

建立“快捷通道” ，为人员往来提供便利，分阶

段增加国际客运航班总量，适度增加与我主要

投资来源地民航班次。

四是支持重点产业和重点企业。 引导加工

贸易梯度转移，培育一批东部与中西部、东北地

区共建的加工贸易产业园区。 进一步加大对劳

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企业的支持力度。 “一企一

策” 帮助大型骨干外贸企业破解难题。 对重点

外资项目一视同仁加大用地等服务保障。 推动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和服务便利化， 鼓励外

资更多投向高新技术产业。

《意见》要求，各地区要结合实际，完善配

套措施，认真组织实施，推动各项政策在本地区

落地见效。 各部门要按职责分工，加强协作、形

成合力，确保各项政策落实到位。

创业板改革再出发“双区” 建设添新动能

□

本报记者 昝秀丽

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正稳步推进，新

规下的首批企业将陆续亮相。 8月12日接受中

国证券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 改革将促使创

业板旧貌换新颜，整装再出发，以更包容的制度

设计、更市场化的发行方式、更有效率的资源配

置能力， 为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和深圳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提供有力保障。

显著提升资本市场服务“双区”建设能力

专家指出，创业板改革是“双区”建设重要内

容，将显著提升资本市场服务“双区”建设的能力。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 提出，提

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研究完善创业板发

行上市、再融资和并购重组制度，创造条件推动

注册制改革。《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

确表示， 支持深圳依规发展以深圳证券交易所

为核心的资本市场，加快推进金融开放创新。

专家认为， 区域经济发展离不开资本市场

的高效支持。 创业板改革将进一步优化资本市

场生态，培育发展创新基因、股权文化，更好地

吸引资金、人才和技术等要素，更好发挥金融科

技创新、产学研深度融合等方面的示范作用，为

“双区”建设提供有力保障。

“创业板改革将更好地推动金融服务实体

经济，推动资本市场更好地服务创新创业企业。

定位于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粤港澳大湾区需要

创业板注册制激发城市群和产业链活力。 ” 南

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利辉表示。

中山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湛表示， 此次创

业板改革对创业板并购重组、再融资、退市制度

等进行优化，全面提升市场运行效率，将进一步

提升资本市场对实体经济的服务能力和效率，

有助于完善直接融资体系和提升股权融资规

模，降低宏观杠杆率水平，增强企业应对风险挑

战的能力， 也将有效帮助粤港澳大湾区进一步

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对先行示范区建

设提供新的助力。

进一步激发创新活力

“粤港澳大湾区要打造科技产业高地，需

加快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科技金融体系建设，为

中小型科技公司开辟更多元化的融资渠道，实

现科技、产业与资本更紧密结合。 ”粤开证券研

究院院长、首席经济学家李奇霖表示。

业内人士认为， 创业板自诞生之日起便肩

负着培育壮大新兴产业、 驱动科技创新企业高

质量增长重要使命， 此次改革将进一步加速推

动科技与资本结合，激发创新活力。

李湛表示,注册制改革让市场主体根据优胜

劣汰法则筛选公司，可提高市场资源配置效率。

田利辉认为， 创业板注册制设置多元的企

业上市标准， 使投资创新创业企业的资本有较

为稳定的预期。 这将增大资本活跃度和投放力

度， 切实实现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和资本服务创

新创业。在适时退出后，资本将再次投入新的创

新创业企业，形成创新与资本的良性循环。

“我国广大成长型创新创业企业在经营

发展过程中形成较大差异与分化，提升上市环

节包容性，从而接纳更多优质企业上市，是服

务该类企业重要举措。本次创业板改革不仅对

红筹企业、特殊股权结构企业、未盈利企业设

置上市标准，而且在股权激励、研发支出资本

化、对赌协议等多个具体问题上制定更包容的

审核标准，有助于提升创业板市场吸引力与对

广大成长型创新创业企业服务能力。 ” 中金公

司管理委员会成员、投资银行业务负责人王晟

表示。 （下转A02版）

编者按

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稳步推进。 这是创业板成长“十年磨一剑” 的新起点，更

是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和服务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新动能，将

显著提升资本市场服务区域经济、实体经济能力。 本报今起推出“创业板改革新征程”

专栏，邀请业内人士解析创业板注册制改革的难点、重点和投资者关心的热点。

国资结构调整

酝酿新突破

□

本报记者 刘丽靓

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即将发布实施，

“十四五” 规划纲要编制工作不断推进。这促使

国有资本结构调整酝酿新突破。

当前，粮食储备、油脂油料加工等央企专业

化整合进一步提速。 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正在筹

建，将列入国资委管辖。深圳、北京、山东等地国

企重组多点开花。日前，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

访的专家表示，下半年央企之间、央企与地方国

企之间的重组整合、交叉持股、战略合作将好戏

连台。

央企专业化整合提速

国务院国资委主任郝鹏日前表示， 将编制

好“十四五” 规划，在聚焦主业实业上持续发

力，加快5G等新产业布局和“两新一重” 建设，

稳步推进战略性重组和专业化整合， 提高资源

资本配置效率，拓展企业未来增长空间。

今年以来，国资委重点推进装备制造、化工

产业、海工装备、海外油气资产等央企专业化整

合及煤电资源区域整合。下半年，国资委还将进

一步推动粮食储备、油脂油料加工、海工等行业

的央企整合。

今年1月， 多家A股上市公司发布的公告披

露，中化集团正与中国化工筹划战略性重组。 业

内人士预计，下半年“两化”重组有望加快推进。

同时，煤电资源区域整合也正在积极推进，

五大发电集团将在甘肃、陕西、新疆、青海、宁夏

五省区形成“一家央企一个省”格局。 此前，国

家能源集团发布《国家能源集团宁夏区域电力

体制改革实施方案》，组建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电

力公司统筹协调宁夏区域火电业务整合工作。

中国证券报记者日前获悉， 继中国安能建

设集团挂牌成立后， 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也在筹

备组建中，将列入国资委管理。

“下半年，央企并购重组将进一步提速。 ”

中国企业联合会研究部研究员刘兴国认为，央

企整合将以专业化整合为主， 在企业内部和企

业之间双路推进。

多地动作频频

除央企重组整合力度加大外，深圳、北京、

山东、山西等多地国企重组动作频频。

8月11日，深圳市国资委主任余钢表示，通

过重组、整合和新建，深圳市搭建了城市特区建

工集团、食品物资集团、要素交易集团、智慧城

市集团等几个大平台。

8月4日，北京市委、市政府宣布北京市基

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与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管

理有限公司两家市管企业合并重组。 7月30日，

济南热力集团有限公司、济南热电有限公司、济

南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山东济华燃气有限公司

4家公司组建济南能源集团。 7月13日，山东省

政府宣布，山东能源集团与兖矿集团、山东高速

集团与齐鲁交通集团将分别进行联合重组。

刘兴国认为， 地方国企的并购重组有两大

特点： 一是在当地国资监管范围内开展并购重

组，优化当地国资布局，推动地方国企更多聚焦

主业，做强实业；（下转A0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