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季度央企净利润

同比增长34.5%

国务院国资委秘书长、新闻发言人彭华岗10

月20日表示，第三季度中央企业收入和效益同步

实现正增长， 实现净利润4748亿元， 同比增长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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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助力帮扶地区建立常态化脱贫机制

□

本报记者 昝秀丽

证监会办公厅一级巡视员曾彤10月20日

在资本市场“一县（司）一品” 线上展销活动

暨 “资本市场扶贫公益联盟” 成立大会上表

示，证监会持续深入开展消费扶贫工作，将基

于本次活动的成功实践，进一步组织行业资源

和力量，立足市场化、专业化的原则，帮助更多

帮扶县的农特产品上线更多电商平台，帮助帮

扶企业提升电商运营能力和产业链整合能力，

提升自身稳固脱贫的内生动力，助力帮扶地区

建立常态化脱贫机制，巩固脱贫攻坚成效。

曾彤表示，资本市场扶贫成果显著。 证监

会党委不断完善扶贫制度建设，推动全系统形

成党委领导、上下联动、多方协作、齐抓共管的

扶贫工作格局。 按照国务院统一部署，证监会

定点帮扶6省区的9个县已全部脱贫摘帽。

曾彤介绍，证监会积极贯彻中央脱贫攻坚

战略，开展一系列帮助贫困地区发展的政策措

施。 一是出台支持贫困地区企业融资的扶贫政

策和措施。 2016年9月发布的《关于发挥资本

市场作用服务国家脱贫攻坚战略的意见》，对

贫困地区符合条件的企业通过资本市场直接

融资功能发展主业提供支持。 截至2020年6月

底，贫困地区企业通过发行审核和首发上市的

企业20家， 累计募集资金138.7亿元；303家贫

困地区企业在新三板挂牌，累计融资约162.04

亿元；交易所市场累计发行扶贫债87只，金额

473.1亿元；发行扶贫资产证券化项目18单，规

模110.65亿元。

二是支持重点领域特色农产品期货期权

品种上市，支持贫困地区优先开展“保险+期

货”试点。由上海期货交易所、大连商品交易所

和郑州商品交易所提供主要资金支持，优先在

贫困地区开展。2016年至2019年，3家商品期货

交易所在全国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

了374个试点项目，54家期货公司与12家保险

公司合作参与，累计保障现货规模739万吨，承

保土地面积1997万亩， 惠及81万农户、34万建

档立卡贫困户，覆盖108个国家级贫困县，已成

为促进贫困地区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和防灾减

损的有效手段。

三是广泛动员行业力量， 凝聚市场主体合

力， 扎实推进精准扶贫。 中国证券业协会发起

“一司一县”结对帮扶机制，鼓励一家证券公司

至少结对帮扶一个国家级贫困县； 中国期货业

协会推出“一司一结对” ，推动期货公司与贫困

地区签订结对帮扶协议；（下转A02版）

发改委：有序引导和规范集成电路产业发展

□

本报记者 刘丽靓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孟玮10月20

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加快出台具体实施

方案和配套措施，支持各类消费新业态新模式

发展。 按照“主体集中、区域集聚” 的发展原

则，加强对集成电路重大项目建设的服务和指

导， 有序引导和规范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秩序，

做好规划布局。

孟玮说，第三季度经济运行稳步恢复的态

势再次表明，中国经济具有强大韧性和巨大潜

力。 下一步，国家发改委将按照党中央、国务院

决策部署， 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

作，扎实做好“六稳” 工作，全面落实“六保”

任务，加强今年四季度和明年初各项工作的统

筹衔接，做好重要政策跨年度统筹安排，有基

础、有条件、有信心完成今年全年经济社会发

展目标。

优化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环境

在稳投资方面，国家发改委数据显示，9月

份，国家发改委共审批固定资产投资项目8个，

总投资172亿元， 主要集中在交通、 能源等行

业。 日前，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同意新建川

藏铁路雅安至林芝段，标志着这一重大工程正

式进入建设实施阶段。（下转A02版）

数据来源/国家发改委、商务部 制图/韩景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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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倒计时 分级基金进入“深水区”

分级基金转型进展并不顺利。近日，招商中证

白酒指数分级基金发布公告称， 因投票人数不及

半数，持有人大会召开失败，不得不在年底“硬着

陆” ，开启强行闯关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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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力构建“退得下”“退得稳” 市场新生态

□本报评论员

进一步深化退市制度改革已成业内共识，

这不仅是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有力举措，更是

加速完善市场生态、 实现优胜劣汰的重要路

径。 完善退市标准、简化退市流程，着力解决僵

尸企业、 空壳公司长期滞留资本市场问题，完

善投资者保护机制，凝聚监管部门与地方政府

工作合力，将是未来一段时间深化退市制度改

革的重点。

退市制度是资本市场的一项基础性制度，

对构建有进有出、良性循环的市场生态起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 健全退市机制，有利于出清低

质量、高风险的问题公司，使优质公司获得更

多要素资源，也有利于提高市场定价效率和完

善市场估值体系，更有利于形成资本市场优胜

劣汰、自我净化的市场生态。 从

1999

年证券法

初步确立退市制度框架以来，监管部门先后进

行四次退市制度改革，目前基本形成了涵盖财

务指标类、交易指标类、规范运作类、重大违法

类强制退市指标体系和主动退市机制安排。

2019

年以来，

46

家上市公司通过各种渠道退

市。 其中，强制退市

24

家，是此前

6

年强制退市

家数总和的

2

倍。 与国际成熟资本市场的现状

和我国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改革的要求相比，

退市难问题仍较突出， 有待进一步深化改革，

坚决落实退市制度安排。

首先， 在全市场进一步完善退市标准，简

化退市程序。 国务院近日印发的《关于进一步

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明确要求，完善退

市标准，简化退市程序，加大退市监管力度。监

管部门已在科创板、创业板实行新的退市制度

安排，对强制退市标准进行优化完善，对退市

流程进行简化。 比如，在财务指标类方面，取

消单一的连续亏损退市指标， 制定净利润与

营业收入相结合的财务指标， 侧重于考量上

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推动无主业、靠卖资产

或财政补贴保壳的企业及时出清。 再如，在退

市流程中取消暂停上市和恢复上市环节。 对

此，有必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适时在全市

场全面推开。

其次，着力推动僵尸企业、空壳公司有序

退出。 一方面，在完善标准简化程序的基础上，

严厉打击通过财务造假、利益输送、操纵市场

等方式恶意规避退市的行为。 另一方面，完善

并购重组和破产重整等制度，优化流程、提高

效率，畅通主动退市、并购重组、破产重整等多

元化退出渠道。 目前，监管部门正进一步推进

并购重组市场化改革，加快实施并购重组注册

制，支持通过吸收合并、重组上市等方式有效

盘活存量，鼓励优质资产注入上市公司。

第三， 优化投保机制， 畅通央地合作，减

轻退市阻力，凝聚退市监管合力。 退市难的一

大原因是上市公司退市或影响地方财税收入

和就业。 对此，在退市制度落地过程中，一是

要进一步加强对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保护，特

别是要拓宽投资者赔偿资金来源， 更快更好

地推进先行赔付、责令回购、集体诉讼制度的

实施。 二是强化央地合作，完善退市通报、沟

通机制， 加强与地方政府等有关方面的信息

共享和监管合作。 同时，强化退市相关的法治

保障， 研究完善已退市公司的监管和风险处

置制度安排。

增强退市监管合力的政策信号已经明晰，

“退得下”“退得稳”的新局面即将开启。 可以预

期，退市制度改革将步入新阶段，

A

股市场将实

现退市常态化，并推动优胜劣汰的良性市场生

态加速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