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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出炉

支持资本市场建设先行先试 扩大对外开放

□

本报记者 昝秀丽

据新华社10月11日报道，近日，中共中央办

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深圳建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

（2020－2025年）》。 《方案》提出，支持在土地

管理制度上深化探索， 支持在资本市场建设上先

行先试。 扩大金融业、航运业等对外开放，支持符

合条件的在深境内企业赴境外上市融资， 开展本

外币合一跨境资金池业务试点。

《方案》明确的主要目标为：2020年，在要素

市场化配置、营商环境优化、城市空间统筹利用等

重要领域推出一批重大改革措施， 制定实施首批

综合授权事项清单， 推动试点开好局、 起好步。

2022年，各方面制度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形成一

批可复制可推广的重大制度成果， 试点取得阶段

性成效。 2025年，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

标志性成果，基本完成试点改革任务，为全国制度

建设作出重要示范。

在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方面，《方

案》提出，支持在土地管理制度上深化探索，完善

适应超大城市特点的劳动力流动制度， 支持在资

本市场建设上先行先试， 加快完善技术成果转化

相关制度，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健全要素市场

评价贡献机制。

关于支持在资本市场建设上先行先试，《方

案》提出，推进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试点创

新企业境内发行股票或存托凭证（CDR）。 建立

新三板挂牌公司转板上市机制。 优化私募基金市

场准入环境。 探索优化创业投资企业市场准入和

发展环境。 依法依规开展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

资信托基金试点。 在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

所深圳下属机构的基础上成立金融科技创新平

台。支持开展数字人民币内部封闭试点测试，推动

数字人民币的研发应用和国际合作。

在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方面，

《方案》提出，进一步完善公平开放的市场环境，

打造保护知识产权标杆城市， 完善行政管理体制

和经济特区立法。

在完善科技创新环境制度方面，《方案》提

出，优化创新资源配置方式和管理机制，建立具有

国际竞争力的引才用才制度。

在完善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制方面，《方案》

提出，加大制度型开放力度。 （下转A02版）

加速培育“优等生”

资本市场引领创新经济发展

□

本报记者 倪铭娅

从最初的“老八股” 到如今的4000多

家上市公司， 我国资本市场培育的实体经

济“优等生”越来越多。

从单一的融资功能到投融资并重，从

输血实体经济到助推经济转型， 资本市场

服务实体经济的角色一步步不断升级。

站在“三十而立” 的新起点，资本市场

正在并将继续演绎令人瞩目的改革发展加

速度，积极孕育创新基因，助力中国经济转

型升级。

初心不改

锚定服务实体经济

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 专家认为，目

前，资本市场在金融运行中已具有“牵一发

而动全身”的作用，服务实体经济的作用也

越来越大。

早期资本市场承担的是为国企脱困的

任务， 在计划经济思维下实行发行上市指

标制，规模小，定位低。 随着经济向工业化、

信息化发展，资本市场从“小树苗” 长成

“参天大树” ，一大批民营企业、制造业企

业上市， 资本市场广度和深度均得到极大

拓展。 数据显示， 上市公司数量从最初的

“老八股” 增加到如今的4000多家，盈利能

力也得到提升。 2019年，沪市主板公司共实

现营业收入37.21万亿元，约占全国GDP近

四成； 深市公司营业总收入13.3万亿元，同

比增长10.2%。

为满足企业多元化投资与融资需求，

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日益完善，中小板、创

业板、科创板等陆续推出，资本市场逐渐成

为国民经济主要投融资阵地， 融资规模实

现巨大飞跃。

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A股市场实现

首发募资、再融资等合计1.56万亿元，与当

初刚起步时已是天壤之别。 全口径直接融

资规模占社会融资总额的比重， 在2007年

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上升到11.09%，“十

二五” 期间提升到16%左右，目前约为18%

的水平。

“资本市场成为促进资本形成的最重

要制度机制， 资本形成机制也成为资本市

场一个重要的功能与制度保障， 并成为经

济运行的一项重要基础。”中国证券业协会

党委书记、执行副会长安青松说。

锐意改革

承担新使命

在深入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当下，

资本市场不仅是宏观经济的“晴雨表” ，还

是产业整合升级的“助推器” ，更是创业创

新的“孵化器” ，承担起引领创新经济发展

的新使命。

站在经济发展新的历史方位， 以注册

制试点为突破口的发行制度改革， 为大批

科创型公司的上市铺平道路。 以科创板为

代表的增量改革， 释放出资本市场服务科

技企业、孕育创新经济的巨大能量。

“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拓宽了企

业融资渠道， 加强了资本市场对实体经济

的支持力度。”联讯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奇

霖表示，传统的IPO过于看重盈利、营业收

入等指标，新形态的科技服务企业、以创新

与流量为核心的中长周期运营企业等主体

被排斥在外，而从长期来看，这些将是国内

经济转型升级的主力之一。

从科创板上市公司产业结构看， 机械

设备、医药生物、计算机、电子领域产业居

多， 这一特征与美国纳斯达克市场的发展

趋势呈现一定相关性。 随着时间维度的拉

长，科创板将更好实现优胜劣汰，科技属性

较强、 研发投入较高的大市值龙头公司有

望通过并购重组做大做强。

李奇霖表示，“差异化的上市标准+简

化版的严格退市” 是资源快速轮转配置、强

者生存的体现，将使创新得到尊重。

可以预见，随着注册制改革的深化，

（下转A02版）

易纲：尽可能长时间实施正常货币政策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日前撰文指出，尽可能

长时间实施正常货币政策，促进居民储蓄和收入合

理增长。实施正常货币政策，保持正利率，保持正常、

向上倾斜的收益率曲线，有利于为经济主体提供正

向激励，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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