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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通讯社主管主办

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

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北京10月23日电

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

周年大会23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

行。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伟大的抗美

援朝战争，抵御了帝国主义侵略扩张，捍卫了新

中国安全，保卫了中国人民和平生活，稳定了朝

鲜半岛局势，维护了亚洲和世界和平。回望70年

前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 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

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瞻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光明前景，我们无比坚定、无比自信。 我们要铭

记抗美援朝战争的艰辛历程和伟大胜利， 弘扬

伟大抗美援朝精神，雄赳赳、气昂昂，向着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向着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继续奋勇前进。

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

韩正、王岐山出席大会。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热烈。 主席台

上方悬挂着“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

国作战70周年大会” 会标，后幕正中悬挂国徽，

国徽下方是“1950－2020” 的白色字标，10面

红旗分列两侧。 大礼堂二楼眺台悬挂标语：“紧

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弘扬伟大抗美援朝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永远奋斗，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不懈奋斗！ ”

上午10时，大会开始。全体起立，高唱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英勇

牺牲的烈士默哀。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

表示，70年前，由中华优秀儿女组成的中国人民

志愿军，肩负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期望，高举

保卫和平、反抗侵略的正义旗帜，雄赳赳、气昂

昂，跨过鸭绿江，发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革

命英雄主义精神，同朝鲜人民和军队一道，历经

两年零9个月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赢得了抗美

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将

永远铭刻在中华民族的史册上， 永远铭刻在人

类和平、发展、进步的史册上。

习近平强调，70年来，我们始终没有忘记老

一辈革命家为维护国际正义、捍卫世界和平、保

卫新生共和国所建立的不朽功勋， 始终没有忘

记谱写了气壮山河英雄赞歌的中国人民志愿军

将士以及所有为这场战争胜利作出贡献的人

们， 始终没有忘记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英勇牺牲

的烈士们，烈士们的功绩彪炳千秋，烈士们的英

名万古流芳。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

军委，向所有健在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老战士、老

同志、伤残荣誉军人，向当年支援抗美援朝战争

的全国各族人民特别是参战支前人员， 向中国

人民志愿军烈属、军属致以最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表示，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朝鲜党、

政府、人民关心、爱护、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

中朝两国人民和军队休戚与共、 生死相依，用

鲜血凝结成了伟大战斗友谊。 世界上一切爱好

和平的国家和人民、 友好组织和友好人士，对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给予了有力支援和支

持。习近平代表中国党、政府、军队，向他们表示

衷心的感谢。

习近平指出，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

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人民。近代以后，中国人

民饱受列强侵略之害、饱经战火蹂躏之苦，更是

深深懂得战争的残酷、和平的宝贵。新中国成立

之初，百废待兴，百业待举，中国人民无比渴望

和平安宁。但是，中国人民的这个愿望却受到了

粗暴挑战， 帝国主义侵略者将战争强加在了中

国人民头上。抗美援朝战争，是在交战双方力量

极其悬殊条件下进行的一场现代化战争。 在这

样极不对称、极为艰难的情况下，中国人民志愿

军同朝鲜军民密切配合，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

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对手。 抗美援朝战争伟大

胜利， 是中国人民站起来后屹立于世界东方的

宣言书， 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重要里程

碑，对中国和世界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习近平强调，经此一战，中国人民粉碎了侵

略者陈兵国门、 进而将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

的图谋，新中国真正站稳了脚跟；中国人民彻底

扫除了近代以来任人宰割、 仰人鼻息的百年耻

辱，彻底扔掉了“东亚病夫” 的帽子，中国人民

真正扬眉吐气了；中国人民打败了侵略者，震动

了全世界， 奠定了新中国在亚洲和国际事务中

的重要地位，彰显了新中国的大国地位；人民军

队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实现了由单一军种向诸

军兵种合成军队转变， 极大促进了国防和军队

现代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亚洲乃至世界

的战略格局得到深刻塑造， 全世界被压迫民族

和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正义事业受

到极大鼓舞， 有力推动了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

事业。这一战，拼来了山河无恙、家国安宁，充分

展示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的钢铁意志。这一战，

打出了中国人民的精气神， 充分展示了中国人

民万众一心的顽强品格。这一战，让全世界对中

国刮目相看， 充分展示了中国人民维护世界和

平的坚定决心。（下转A02版）

增加法治供给 依法治市效能全面提升

□本报记者 昝秀丽

30年来，资本市场法治体系从不尽完备到

逐步完善，敬畏法治的观念逐步深入人心，依法

治市的市场环境日臻成熟， 推动资本市场向着

更具竞争力的国际一流市场前行。

站在新起点，憧憬新图景，注册制改革将全

面推行， 显著提升违法违规成本的多方合力正

在凝聚，期货法等法律法规的制定、修改在积极

推进……资本市场法治建设没有止境， 不会停

步，将有力推动资本市场迈向更加成熟、更加稳

健、更有活力的新阶段。

强化法治观念

法治兴则市场兴，法治强则市场强。资本市

场是一个法治市场，必须以规则为基础。

“资本市场是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

敏感性高，风险性大。如何使资本市场按照经济

规律在规范的轨道上正常运行， 是一个十分重

大的课题。 ” 中国证监会首任主席刘鸿儒回忆

说，证监会成立之初即把立法、完善法规、依法

监管作为首要任务。

经过30年发展，资本市场法律法规逐步完

善。从1994年的公司法、1999年的证券法、2004

年的证券投资基金法， 到2020年的新证券法，

这几部资本市场大法的施行保障着资本市场在

法治化轨道上平稳运行，形成了以公司法、证券

法、证券投资基金法等为核心，以行政法规、司

法解释、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为主干，以证券期

货交易所、登记结算公司、行业协会规则为配套

的法律体系。

“我国资本市场的重大改革和发展都体现

了法律制度的变革和创新， 资本市场法律制度

不断完善有效保障了资本市场功能和作用的发

挥。 ”证监会原主席尚福林说。

经过30年发展，法治观念深入人心，资本

市场治理水平有效提升。 “随着新证券法的实

施，上市公司从严监管、从严稽查的压力持续

传导，以及媒体和市场相关方外部监督效果的

日益显现，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控人、董监高

‘四个敬畏’ 的理念开始深入人心，上市公司

整体质量提升出现了一些趋势性的向好变

化。 ” 证监会主席易会满在2020年“5·15全国

投资者保护宣传日”活动上指出。

加大法治供给

监管部门对市场乱象依法从严全面监管，

行政处罚数量和金额连创新高， 资本市场法治

观念持续增强，但从近期多家上市公司“蹭热

点” 涉嫌误导性陈述等案例看，资本市场乱象

治理任重道远。其中的关键之举，是继续加大法

治供给。

一方面，加大法治供给，可以显著提升违法

违规成本。新证券法全面加大对信息披露违法、

内幕交易、 操纵市场等证券违法违规行为处罚

力度。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拟进一步完善关

于金融犯罪的规定，夯实资本市场法治根基。

“严打资本市场造假行为，民事责任、刑事

责任均需逐步丰富和完善。目前，在民事责任领

域，证券集体诉讼制度等已实施。而刑事责任制

度不是证券法所能包含的， 必须回归到刑法当

中。 因此，需联动考虑证券法、公司法与刑法相

关条款的对接， 以进一步提高资本市场造假欺

诈成本。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汤欣指出。

另一方面，加大法治供给，能够切实增强保

护投资者合法权益能力。 推动建立具有中国特

色的证券集体诉讼制度是一大亮点， 有利于发

挥投资者的监督威力。目前，集体诉讼制度已进

入实操阶段。

证监会首席律师焦津洪表示， 资本市场法

治建设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突出表现在：新证

券法明确全面推行注册制基本要求， 通过一系

列基础性制度重大创新， 为资本市场全面深化

改革提供坚实的执法保障；（下转A03版）

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

□新华社北京10月23日电

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

任命相里斌为科学技术部副部长； 任命

何平为新华通讯社社长；任命哈里木拉提·阿不

都热合曼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司令员。

免去蒋旭光的水利部副部长职务； 免去

蔡名照的新华通讯社社长职务； 免去相里斌的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职务； 免去李发义的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副司令员职务。

深港ETF互通正式开通

□本报记者 黄灵灵

10月23日，深港ETF互通正式开通。 深港

ETF互通是两地资本市场认真贯彻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持续深化务实合作，

积极推进高水平双向开放，更好服务粤港澳大

湾区和深圳先行示范区建设的重要举措。 首批

互通产品中，嘉实恒生中国企业ETF、银华工

银南方东英标普中国新经济行业ETF在深交

所挂牌上市，恒生嘉实沪深300指数ETF、南方

东英银华中证5G通信主题ETF在港交所挂牌

上市。

深交所和港交所严格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

要求，分别举行仪式。 在深交所仪式上，深圳市

副市长艾学峰、中国证监会港澳台办主任申兵、

深交所总经理沙雁出席并致辞， 香港证监会投

资产品部执行董事蔡凤仪、 港交所集团行政总

裁李小加视频致辞，艾学峰、申兵、沙雁与中国

结算董事长戴文华、嘉实基金董事长赵学军、银

华基金总经理王立新共同为首批深港ETF互通

产品上市交易敲钟。（下转A03版）

证监会就相关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

完善可转债交易转让制度 防范和抑制过度投机

□本报记者 昝秀丽

证监会23日消息， 为落实新证券法的规

定，进一步完善可转换公司债券各项制度，丰富

企业融资渠道，防范交易风险，保护投资者合法

权益，证监会起草了《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

法（征求意见稿）》及其说明，现向社会公开征

求意见。《征求意见稿》要求证券交易场所根据

可转债的风险和特点制定交易规则， 防范和抑

制过度投机。

《征求意见稿》起草坚持的原则：一是问题

导向。针对近期出现的个别可转债被过分炒作、

大涨大跌的现象， 着重解决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不适应、交易制度缺乏制衡、发行人与投资者权

责不对等、日常监测不完备、受托管理制度缺失

等问题，通过完善交易转让、投资者适当性、信

息披露、可转债持有人权益保护、赎回与回售条

款等各项制度， 防范交易风险， 加强投资者保

护。二是统筹协调。现有发行条件等基本上维持

不变， 各板块仍适用各自的发行程序和相关规

则。 三是预留空间。 将新三板一并纳入调整范

围，为将来市场的改革发展提供制度依据。对投

资者适当性、交易制度、发行人与投资者权责对

等方面也提出原则性要求， 为交易场所完善配

套规则预留空间。

《征求意见稿》共八章37条，内容主要包

括总则、发行条件与程序、交易转让、信息披露、

转股、赎回与回售、可转债持有人权益保护、监

督管理与法律责任、附则等。

一是明确发行条件和程序。 对发行条件进

行原则规定， 基本维持现有规定不变，（下转

A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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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优化

私募资管业务制度安排

□本报记者 昝秀丽

证监会10月23日消息，证监会起草征求意

见稿，拟对《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

业务管理办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

管理计划运作管理规定》进行修改，主要内容

包括进一步完善私募资管计划负债杠杆的比例

限制、适当放宽期货经营机构相关投资限制等。

证监会表示，此次修改工作，主要是充分考

虑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发展要求， 总结监管

经验与实践需求，在坚持全面对标《关于规范

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以下简

称《资管新规》）标准规制不变的基础上，结合

国务院关于《资管新规》过渡期适当延长的安

排，对《管理办法》《运作规定》部分规定进行

优化调整：一是及时完善私募资管业务部分规

制要求，进一步扎牢风险防范的制度体系。 二

是及时疏通影响私募资管业务发展的个别

“堵点” ，进一步打开业务空间，为深化直接融

资营造更加友好的制度环境。 三是落实新证

券法要求，做好规则衔接；进一步落实简政放

权要求， 精简相关备案、 报告事项。 （下转

A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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