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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要闻

国务院部署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允许更多符合条件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

□

新华社北京9月23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9月23日主持召开国务

院常务会议， 部署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保护投资者权益，推动资本市场持续平稳健康

发展； 确定加强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措

施，促进提高人民健康水平；通过《中华人民共

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

会议指出，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进一

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有利于促进资本市场持

续平稳健康发展，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围绕

建设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

场，一要完善上市公司治理制度规则，落实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法

定职责和责任， 健全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

的机制，推行内控规范体系。提高信息透明度和

披露质量。二要推动上市公司做优做强。支持优

质企业上市。健全上市公司资产重组、收购和分

拆上市等制度。完善上市公司再融资、发债等制

度。 允许更多符合条件的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

司战略投资。完善标准，简化程序，畅通渠道，健

全上市公司多元化退出机制。 严厉打击规避退

市行为。三要发挥部门合力加强监管。稳妥解决

股票质押风险、 违规占用资金、 违规担保等问

题。对操纵市场、内幕交易等违法违规行为加大

处罚力度，大幅提高违法违规成本。

会议指出，顺应群众需求，加强全民健身

场地设施建设，既能增强人民体质，也有利于

撬动健康产业发展和消费扩大。 会议确定，一

是重点建设好群众身边的健身设施。 各地要制

定公布可用于建设健身设施的用地、 建筑目

录，盘活空闲地、边角地等资源，规划建设贴近

社区、方便可达、面向公众开放的多功能运动

场、体育公园、健身步道、球场等。 二是简化健

身设施建设审批，新建居住小区要按规定配建

健身设施，并与住宅同步规划、建设和交付；既

有小区要结合老旧小区改造，统筹建设健身设

施。三是加强政策协同，支持社会力量参与。各

地可在符合相关规划前提下，以租赁方式向社

会力量供地，健身设施建成开放达到约定条件

和年限后可协议出让。 充分挖潜利用城市公共

体育健身设施，推动进一步向社会开放。 培育

社会体育指导专业人才。 推进 “互联网+健

身” ，丰富线上线下结合的全民体育活动，支持

线上运动平台发展，带动常态化疫情防控下居

家健身和网络赛事活动，拉动相关消费。

为履行相关国际条约规定义务、维护海上

客货运输安全，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海

上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从防范海上安全

事故、强化海上交通管理、健全搜救和事故调

查处理机制等方面作了完善。 会议决定将草案

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四部门：扩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

□

本报记者 刘丽靓

国家发改委9月23日消息，国家发改委、科

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等四部门近日

联合印发的 《关于扩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

培育壮大新增长点增长极的指导意见》， 提出

20个重点方向和支持政策，推动战略性新兴产

业高质量发展。

《意见》提出，加大5G建设投资，加快关

键芯片等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在光刻胶、高纯

靶材等领域实现突破， 实施新材料创新发展

行动计划， 提升稀土等特色资源在开采、冶

炼、深加工等环节的技术水平等。 《意见》还

指出， 要加大科创板等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

支持力度。

加快高端装备制造产业补短板

《意见》提出，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提质增效。 加大5G建设投资，加快5G商用发展

步伐，将各级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公共机构

优先向基站建设开放，研究推动将5G基站纳入

商业楼宇、居民住宅建设规范。 加快基础材料、

关键芯片、高端元器件、新型显示器件、关键软

件等核心技术攻关，大力推动重点工程和重大

项目建设，积极扩大合理有效投资。 稳步推进

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物联网、车联网、大数

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集成创新和融合应

用。 加快推进基于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的新

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

《意见》指出，加快新材料产业强弱项。 围

绕保障大飞机、微电子制造、深海采矿等重点

领域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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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保“变异” ：被念歪的生意经

□

本报记者 程竹 薛瑾

“被少数不良业务员忽悠，购买了不适合自

己的保险，怎么办？ 保险购买以后发现不划算，

怎么办？想退保不能全额退，怎么办？”一家法律

信息咨询公司在某社交媒体平台发出“灵魂”

三问，只为引出代办全额退保的“广告” 。

本属正常的退保行为，在近年间衍化为一

类借由恶意投诉代理退保的黑色产业，侵蚀着

金融生态。 保险业对此高度重视，监管部门与

保险公司已积极应对。

“良心价”背后的诱惑

买保险有低成本的“后悔药”吗？ 有，但仅

限于保险合同生效后10天至15天的犹豫期。在

这种情况下选择退保，基本可实现投保额全额

返还。 一旦过了犹豫期再想退保，多数情况只

能退还保单现金价值。 不甘心的投保人促成了

“全额退保”的代理生意。

“想全额退保，我们可以帮您追回来。‘成功

率百分之百’ ，提供免费咨询。 ”这样的广告在

某些社交媒体平台并不少见； 在某些短视频平

台甚至出现代理退保机构人员“现身教学” 。

中国证券报记者日前通过某知名电商平

台联系到一位自称代理退保的业务人员，得到

的回复出乎预料：“你配合一下就行，80%的事

情我们做。 如果A方案行不通，还有B方案。 只

要把账号、身份证号告诉我们，一个月左右帮

你退保。 比如，你的保单已交10万元，自己从保

险公司退保只能收回2万元。 但我们可帮你收

回8万元，佣金是这部分的30%，即2.4万元。 ”

根据多家保险公司提供的深度调研数据，这类

代理退保机构向客户收取占全额保费20%至

60%的佣金。 显然，这位代理退保的业务员的

报价处于区间下限，算是“良心价” 。

所谓的配合方式一般可以概括为三点：找

茬、卖惨、撒泼。“保险公司若不答应，就摆出一副

把事情闹大的架势。 ”上述代理退保业务员说。

为实现获客，有的代理退保机构会拉拢保

险代理机构、离职业务员或电销渠道内部人员

等，通常是以赤裸裸的分成作为诱惑。 一家中

小型险企广州电销中心的销售员廖志成说，去

年有代理退保机构人员联系到他，商讨稳定购

买客户信息事宜， 承诺每月给予2万元提成，

“他们在上海和深圳有买卖客户信息的圈子，

每条标价200元至500元” 。 （下转A02版）

33.6亿美元

新一轮QDII额度发放

国家外汇管理局9月23日消息， 最新披露的合格境内机构投

资者（QDII）额度审批情况表显示，外汇局日前进行新一轮QDII

额度发放，共向18家机构发放33.6亿美元，涵盖基金、证券、理财

子公司等多类机构，其中5家为初次申请额度的机构。至此，157家

机构累计获得投资额度1073.43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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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单靓丽

创业板注册制“满月”

9月24日，创业板注册制迎来“满月” 纪

念日。 实施注册制首月，创业板共有30只新

股上市交易， 新股较发行价平均涨幅达

198%。新股表现也激活了存量市场，形成良

性循环。 数据显示，创业板注册制首月日均

成交额达2694.16亿元，环比上涨31.68%。

业内人士表示，创业板注册制首月市场表现

亮眼，意味着资本市场存量改革第一步成功

落地，同时也为未来存量改革的深化打下了

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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