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内统一刊号：CN11-0207� � � � � � � � � � �邮发代号:1-175� � � �国外代号:D1228� �各地邮局均可订阅 北京 上海 广州 武汉 成都 沈阳 西安 福州 重庆 深圳 济南 杭州 无锡 同时印刷

地址:北京市宣武门西大街甲 97号 邮编:100031� � � � � � �电子邮件：zzb@zzb.com.cn� � � � � � � � � � � �发行部电话:63070324� � � �传真:63070321� � �本报监督电话:63072288� � �专用邮箱:ycjg@xinhua.cn

责任编辑：孙 涛 版式总监：毕莉雅

图片编辑：刘海洋 美 编：韩景丰

CHINA SECURITIES JOURNAL

证券市场信息披露媒体

新华通讯社主管主办

可 信 赖 的 投 资 顾 问

更多即时资讯请登录 中证网 www.cs.com.cn

中国证券报微信号

xhszzb

中国证券报

App

中国证券报微博

A�叠 /�新闻 32 版

B�叠 /�信息披露 64 版

本期 96 版 总第 7941 期

2020 年 11 月 25 日 星期三

中国证券报抖音号

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隆重举行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

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紧紧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 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

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努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时代辉煌、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

新华社北京11月24日电

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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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大

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受

到表彰的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示热烈

的祝贺， 向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作出突出贡献的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

致以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强调，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

动者。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

的。 劳动模范是民族的精英、人民的楷模，是共

和国的功臣。 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

国家， 党和国家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

级方针， 始终高度重视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

众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始终高

度重视发挥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的重要作

用。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

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紧紧依靠工人

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 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

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 勤于

创造、勇于奋斗，努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时代辉煌、 铸就新的

历史伟业。

李克强主持大会，栗战书、汪洋、赵乐际、

韩正出席，王沪宁宣读表彰决定。

上午10时，大会开始，全体起立，高唱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歌。

王沪宁宣读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表彰

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的决定》。 决定指

出，2015年以来，各行各业涌现出一大批爱岗敬

业、锐意创新、勇于担当、无私奉献的先进模范

人物，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授予1689人全国劳

动模范称号，授予804人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

在欢快的乐曲声中， 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

工作者代表依次登上主席台， 习近平等为他们

颁发荣誉证书。

中国航发沈阳黎明航空发动机有限责任公

司高级技师洪家光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

作者宣读倡议书， 向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

发出倡议，争做听党话跟党走的排头兵、建新功

立伟业的主力军、本领高能力强的奋斗者、讲团

结促和谐的带头人。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

话。他指出，长期以来，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工人

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与祖国同成长、 与时代齐

奋进，奏响了“咱们工人有力量” 的主旋律，各

条战线英雄辈出、群星灿烂。特别是进入新时代

以来， 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实现中

国梦伟大进程中拼搏奋斗、 争创一流、 勇攀高

峰，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发

挥了主力军作用， 用智慧和汗水营造了劳动光

荣、知识崇高、人才宝贵、创造伟大的社会风尚，

谱写了“中国梦·劳动美”的新篇章。

习近平强调，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

神、工匠精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

核心的时代精神的生动体现， 是鼓舞全党全国

各族人民风雨无阻、（下转A02版）

探月“三步走” 收官“有看头”

———中国探月工程嫦娥五号任务正式启航

11

月

24

日

4

时

30

分，我国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用长征五号遥五运载火箭成功发射探月工程嫦娥五号探测器，火箭飞行约

2200

秒后，顺利

将探测器送入预定轨道，开启我国首次地外天体采样返回之旅。 这是长征五号遥五运载火箭发射。 新华社图文

上交所发布信息披露分类监管规定

重点监管利用信息披露炒作概念等事项

□

本报记者 黄一灵

11月24日，上交所发布《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规则适用指引第3号———信息披露分类监

管》。 《指引》着眼公司、事项“两区分” ，突出

监管重点，实施差异化监管安排。根据信息披露

质量、规范运作水平、风险严重程度等确定重点

监管公司，根据披露事项对投资者利益、证券价

格和市场秩序的影响等确定重点监管事项，以

明确“管少”的范围。

紧盯重点公司重点事项

分类监管是上市公司持续监管的基本方

法。 在信息披露分类监管中，上交所的监管重点

涉及重点公司和重点事项两个维度。

重点公司方面， 上交所将4类公司纳入范

围，对其信息披露事项进行重点关注。 主要包括

股票被实施风险警示、年度信披评价为D、年报

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 年度内控被

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等。整体来看，这

类公司风险集中、家数较少，一直以来是市场和

监管重点关注的对象，对其重点监管，符合市场

期待和实践情况。

重点事项方面，主要包括“财务信息或重大

事项的披露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违规担保、关

联交易等形式侵占上市公司利益”“利用信息

披露炒作概念， 影响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

易价格或者投资者投资决策” 等8项。

上交所公司监管部门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表

示，“无论是4类重点公司还是8类重点事项，都

是市场实践总结出来的。《指引》的出台更多偏

向于指引性，告诉市场哪些是重点关注的，上市

公司要往规范运作的方向走。 ”

上交所表示， 对于纳入重点监管范围的公

司和事项，将对其相关信息披露予以重点关注，

视情况实行事前审核， 并结合风险情况暂停其

信息披露直通车业务、 开展现场检查， 管精管

好。（下转A03版）

银保监会强化

信托公司股东监管

□

本报记者 欧阳剑环

中国银保监会网站11月24日消息， 为进一

步加强信托公司市场准入工作管理，银保监会发

布《信托公司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 在股东

监管方面，《办法》 强化非金融企业入股信托公

司资质要求。分析人士认为，《办法》将引导信托

公司完善公司治理，助推信托业转型发展。

强化监管引领

银保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近年来，随

着信托行业的不断发展、国务院“放管服” 改革

的不断深入和进一步扩大开放政策的持续推

进， 为适应当前监管要求和行业新发展阶段需

要，银保监会结合前期市场准入工作实践，出台

了本《办法》，着力于进一步强化监管引领，提

升准入监管工作有效性。

《办法》 在强化股东监管方面明确了以下

要求： 一是强化非金融企业入股信托公司资质

要求， 对拟成为信托公司控股股东的非金融企

业，在权益性投资余额比例、盈利能力、净资产

比例等方面提出更严格的准入标准。 二是强化

股东入股资金来源审查要求， 严格要求自有资

金出资。三是严格规范信托公司股权质押，进一

步要求股东承诺不以所持有信托公司股权的受

（收）益权等形式设立信托等金融产品。四是明

确信托公司股东管理、 股东的权利义务等相关

内容应按照有关规定纳入信托公司章程。

光大银行金融市场分析师周茂华表示，

《办法》在信托公司设立条件，股东管理和股东

权利义务， 对境内非金融机构及境外金融机构

作为信托公司出资人， 行业匹配等方面提出了

详细要求，有助于信托业回归本源、规范发展。

优化公司治理机制

在引导信托公司转型发展方面， 上述负责

人表示，一是鼓励信托公司开展本源业务，调整

“信托公司特定目的信托受托机构资格” 准入

条件， 适当放宽对信托公司经营年限和监管评

级的要求。 二是引导信托公司强化合规经营理

念，（下转A0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