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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刊启事

根据国家有关2020年节假日安排的

通知和沪深交易所2020年“十一” 期间休

市的规定， 本报2020年10月1日至8日休

刊，10月9日恢复正常出报。

本报编辑部

习近平在湖南考察时强调

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闯出新路子

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湖南新篇章

□新华社长沙9月18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近日在湖南考察时强调， 要落实党中央

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贯彻新发

展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决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决战脱贫攻坚， 扎实做好

“六稳” 工作，全面落实“六保” 任务，着力打造

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 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

创新、内陆地区改革开放的高地，在推动高质量

发展上闯出新路子， 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展现

新作为， 在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和长江经济带发

展中彰显新担当， 奋力谱写新时代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湖南新篇章。

九月的三湘大地，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16

日至18日， 习近平在湖南省委书记杜家毫、省

长许达哲陪同下，先后来到郴州、长沙等地，深

入农村、企业、产业园、学校等，就统筹推进常态

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谋划“十四

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进行调研。

16日下午， 习近平首先来到郴州市汝城县

文明瑶族乡沙洲瑶族村考察调研。1934年，红军

长征路过这里，留下了“半条被子” 的感人故

事。 习近平走进“半条被子的温暖” 专题陈列

馆，了解当地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开展红色旅游

和红色教育情况。 习近平指出，“半条被子” 的

故事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情怀和为民

本质。长征途中，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工人、农

民、 兵士以及一切劳苦民众的出路在共产党主

张的苏维埃红军，我们一定会胜利。 今天，我们

更要坚定道路自信，兑现党的誓言和诺言，同人

民群众风雨同舟、血肉相连、命运与共，继续走

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随后，习近平来到村服务中心、卫生室，了

解基层公共服务工作和基本医疗保障情况。 他

强调， 要把村为民服务中心作为基层治理体系

的重要阵地建设好，完善充实服务事项，提高为

民服务水平，增强为民服务的精准性和实效性。

在接续推进乡村振兴中， 要继续选派驻村第一

书记，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提高基层党组织的

政治素质和战斗力。

近年来， 沙洲瑶族村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和

特优水果种植， 建起了1500亩的沙洲现代农旅

示范基地。 习近平乘车来到基地了解扶贫产业

发展和增收情况。他指出，要鼓励发展农民合作

社，推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加强对农民的科技

服务，提高农产品质量，提高参与市场竞争和应

对灾害能力。

习近平接着来到文明瑶族乡第一片小学，

走进厨房、储藏间，察看学生餐营养搭配和食品

安全。四年级的同学们正在上思政课，看到总书

记走进来，齐声向习爷爷问好。习近平对同学们

说，你们今天是小树苗，将来要长成参天大树，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将在你们身上实

现。希望同学们把红色基因传承好，好好学习知

识和本领， 努力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

关心关爱广大基层教师，落实好工资、社保、医

疗、继续培训等各项政策。

今年52岁的村民朱小红，是“半条被子” 故

事主人公徐解秀的孙子。 习近平来到他家看望

慰问。朱小红告诉总书记，这些年他和妻子参加

了村里组织的蔬菜种植、厨师技能等培训，凭着

一技之长实现了脱贫，又依托景区办起了民宿。

习近平指出， 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就是为了

让人民翻身得解放、过上好生活。要始终坚持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继续为实现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奋斗。 他希望朱小红一

家在讲好红色故事、 传承红色基因方面发挥积

极作用。

离开朱小红家，习近平步行察看村容村貌。

雨后的沙洲村青山滴翠，彩霞满天。闻讯赶来的

村民和游客们高声欢呼“总书记好！ ” 习近平频

频向大家挥手致意， 对乡亲们说，“半条被子”

的故事让人民群众认识了共产党， 把党当成自

己人。正因为有人民群众支持和拥护，我们党才

能走过辉煌历程，取得伟大成就。 沙洲村是“半

条被子” 故事的发生地，今天我专门来这里看

望乡亲们。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我要不断接

受教育、接受洗礼。 我们党坚持为人民服务，不

仅仅是一句口号，而是坚持不懈的实际行动。我

们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接下来要为全面建

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让老百姓生活

更加富裕、更加幸福。

17日下午，习近平在长沙市考察调研。山河

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装备制造领域的

龙头企业，产品行销全球。习近平来到公司生产

车间，察看装备制造流程，了解技术研发、生产

制造情况，对他们的创新精神表示赞赏。（下转

A02版）

上市券商监管规定修订

取消月度经营数据披露要求

□本报记者 昝秀丽

中国证监会9月18日修订 《关于加强上

市证券公司监管的规定》， 旨在进一步落实

“放管服” 要求，优化上市证券公司信息披露

机制。 新规与新证券法等规则衔接，完善相关

条款及表述；要求证券公司强化内部控制和内

幕信息管理； 取消月度经营数据的披露要求，

取消中期报告关于证券公司分类结果的披露

要求。

考虑到上市证券公司具有证券公司与上市

公司的双重属性， 为做好机构监管和上市公司

监管的有效衔接，加强对上市证券公司的监管，

证监会于2009年发布了《规定》，从再融资、重

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内幕信息管理等方面对

上市证券公司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整体来看，

《规定》实施以来，对加强上市证券公司监管，

特别是提高公司治理、 信息披露水平等方面发

挥了积极作用。

证监会指出，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上市公

司治理规则体系不断完善，内幕信息管理、信息

披露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健全， 证券公司内部控

制和合规管理有效增强，原《规定》中的部分条

款有必要予以调整完善。

本次修订，在保留《规定》基本内容的前提

下，针对市场发展和监管需要，进行了收放结合

的局部调整：一方面，落实新证券法和“放管

服” 改革要求，减轻上市证券公司负担，取消了

月度经营数据和中期报告涵盖证券公司分类结

果的披露要求，（下转A04版）

“航天放飞中国梦”航天科普展暨中国航天成就展在福州举行

9

月

18

日，神舟飞船返回舱、降落伞以及搭载物品等实物在展览上展出。 当日，“航天放飞中国梦”航天科普展暨中国航天成就展在福建福州

举行。 新华社图片

完善登记管理制度 证监会加强内幕交易防控

将依法追究“王府井”股票内幕交易案相关当事人违法责任

□本报记者 费杨生 昝秀丽

中国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常德鹏9月18日表

示，证监会对2011年发布的《关于上市公司建

立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规定》进行

了修订，形成了《关于上市公司内幕信息知情

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规定（征求意见稿）》，并向

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此举旨在贯彻落实新证券

法， 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

和报送行为，加强内幕交易综合防控。

同时， 常德鹏通报关于吴某某等人涉嫌内

幕交易“王府井”股票案情况。 他表示，证监会

将依法追究相关当事人违法责任。

明确定义范围 压实主体责任

常德鹏介绍，《关于上市公司内幕信息知

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规定 （征求意见稿）》主

要修订内容如下：一是完善标题。考虑到上市公

司已经普遍建立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

度，重在完善和落实，将标题修订为“关于上市

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规定” 。

二是落实新证券法规定。根据新证券法，进一

步明确内幕信息知情人、内幕信息的定义和范围。

三是压实上市公司防控内幕交易的主体责

任。规定董事长、董事会秘书等应当对内幕信息

知情人档案签署书面确认意见； 要求上市公司

根据重大事项的变化及时补充报送相关内幕信

息知情人档案及重大事项进程备忘录。

四是强化证券交易所在内幕交易防控方面

的职责。 授权证券交易所对上市公司内幕信息

知情人档案填报所涉重大事项范围、 填报具体

内容、填报人员范围，对需要制作重大事项进程

备忘录的事项、填报内容等作出具体规定；同时

要求证券交易所应当将内幕信息知情人档案及

重大事项进程备忘录等信息及时与中国证监会

及其派出机构共享。（下转A0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