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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快做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生效实施有关工作

加快完成核准程序 推进货物贸易等领域开放

□

新华社北京12月2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2月1日主持召开国务

院常务会议， 部署加快做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

关系协定生效实施有关工作，维护自由贸易，拓

展合作共赢新空间；通过《政府督查工作条例

（草案）》。

会议指出， 近日在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

议上正式签署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对于成员国共同应对国际环境不确定性、 进一

步推动区域内自由贸易、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增

进相关国家人民福祉， 对于促进我国高水平开

放，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协定成员国，我国要以

自身行动积极推动协定落地生效， 这方面有大

量紧迫的工作要做。会议要求，有关部门要按照

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压实责任，对照协定明确

任务分工和时限， 尽早完成协定生效实施的国

内相关工作。一是加强部门间协同配合，加快完

成国内核准程序，推进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

资、自然人移动等领域开放，推进在贸易投资自

由化便利化、知识产权保护、贸易救济、电子商

务、政府采购、中小企业和经济技术合作等方面

实行更高标准规则。 二是针对协定实施后区域

内货物贸易零关税产品数量整体上将达90%

等，要在关税减让、海关程序简化、原产地规则

技术准备、产品标准统一和互认等方面，抓紧拿

出实施协定的措施，对快运、易腐等货物争取实

现6小时内放行。协定中服务贸易总体开放承诺

显著高于成员国间现有自贸协定水平， 要按照

我国对研发、管理咨询、制造业相关服务、养老

服务、专业设计、建筑等诸多服务部门作出的新

开放承诺，逐一落实开放措施。落实投资负面清

单承诺，清单之外不得新增外商投资限制。兑现

首次在自贸协定中作出的知识产权全面保护承

诺，将著作权、商标、地理标志、专利、遗传资源

等全部纳入保护范围。落实电子认证和签名、在

线个人信息保护、网络安全、跨境电子方式信息

传输等条款。 三是抓紧梳理完善与协定实施相

关的规章制度， 确保协定规定的约束性义务执

行到位，确保国内行政措施和程序合规。四是面

向地方、商协会和企业加强协定实施宣介培训，

使各方面尤其是广大企业熟悉和掌握协定规

则，全面认识更大范围、更高标准开放与竞争带

来的机遇和挑战， 努力在市场竞争中拓展合作

发展空间。

会议通过《政府督查工作条例（草案）》，

着眼确保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落实，依

法规范督查工作， 确定了政府督查工作的定位

和职责边界，规定了程序要求和支持保障措施，

明确督查可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政府参事

和专家学者等参加，以体现民主监督、客观公正

等要求，并严禁重复督查、多头督查、越权督查，

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为基层减负，保障政

令畅通。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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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业协会党委书记、执行副会长安青松要求证券业

自律先行一步 推进注册制改革

□

本报记者 徐昭 林倩

12月2日，中国证券报成功举办“2020中

国证券业高质量发展论坛” 。 中国证券业协会

党委书记、 执行副会长安青松在论坛上表示，

证券行业在凝聚思想共识的同时，应当主动作

为，担当使命，把推动高质量发展当作自觉行

为，为监管部门推进注册制改革，发挥自律先

行一步的积极作用，为构建资本市场良好发展

生态做出应有的贡献。

安青松说，推动证券业高质量发展，是贯

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健全具有

更高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现代金融体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

会通过的十四五规划建议中提出的，全面实行

股票发行注册制的关键环节。

“今年是我国资本市场建立30周年。 三十

而立，春华秋实，中国证券业伴随着中国经济

的腾飞和资本市场的发展，迈入了高质量发展

的新阶段。 ” 安青松说，为广泛凝聚推动证券

业高质量发展的共识，2019年以来， 中国证券

业协会与中国证券报合作，邀请了60多位证券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围绕高质量发展与文化

建设主题，分享思想感悟、总结实践经验和提

出政策建议。 中国证券报开辟专栏，全文刊发

证券公司高管们的真知灼见，向全社会展示新

时代证券业发展的新方位，证券业贯彻落实新

发展理念的新成果；中国证券业协会会刊《中

国证券》 定期发布证券公司高管们的实战经

验，在行业传导守正创新的正能量，交流服务

实体经济的真本领。

安青松总结道，两年来，经过各方共同的努

力，推动证券业高质量发展，正在形成行业的思

想共识和行动自觉。首先，打造一个规范、透明、

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必须建设高

质量的投资银行和财富管理机构。其次，推动证

券行业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服务实体经济的

发展定位。 第三，推动证券业高质量发展，必须

提升证券公司全面风险管理水平。 第四，推动

证券业高质量发展，必须提升全业务链投资银

行服务能力。 第五，推动证券业高质量发展，必

须守正笃实推进证券业文化建设。

对于推进证券业文化建设，安青松强调，自

2019年11月行业文化建设动员大会召开以来，

经过一年的持续推进，各证券公司在形成文化理

念、加强组织领导、完善工作机制、加强人员管

理、优化考核激励、加大培训宣导、履行社会责任

等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 100多家证券公司将合

规理念融入到公司文化理念之中，倡导和推进合

规文化建设；90余家证券公司提出诚信经营为

本， 构建良好的诚信文化环境；70余家证券公司

提出专业创造价值的理念， 积极塑造专业文化，

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80余家证券公司将稳健经

营作为公司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行稳致远。

安青松表示，下一步，协会将结合国情实

际，借鉴国际最佳实践，推动出台《证券行业

文化建设十要素》，从观念、组织、行为三个层

次， 提炼推广证券公司文化建设的关键要素，

积极推动证券公司文化建设与公司治理、发展

战略、发展方式和行为规范深度融合，引导文

化建设与专业能力建设、人的全面发展、历史

文化传承和党建活动要求有机结合，促进提升

证券公司的文化“软实力” 。

□

本报记者 张玉洁 周璐璐

2021年是“十四五” 开局之年，银行业要

锚定资管航向推动银行业务转型， 证券业要抓

住机遇打造国际一流投行。 这是在12月2日由

中国证券报主办、 北京金融街服务局特别支持

的“2020中国银行业理财发展论坛” 和“2020

中国证券业高质量发展论坛” 上，来自管理层、

银行业和证券界人士达成的共识。

锚定资管新航向 开启转型新征程

在“2020中国银行业理财发展论坛” 上，

与会嘉宾围绕 “锚定资管新航向 开启转型新

征程” 的主题，畅谈银行理财发展方向。

北京市西城区区长、北京金融街服务局党

组书记孙硕在主题演讲中表示，金融街作为国

家金融管理中心，发展资产管理产业，强化资

产管理中心功能，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是重要

职责所在。 孙硕表示，金融街着眼更好地支持

资产管理产业发展，将给予更多政策保障和支

持。 在扩大资产管理开放方面，不断发挥“两

区” 政策优势，在监管部门支持下，加强与国际

顶级资产管理机构战略合作， 在跨境投融资、

人民币国际化使用、外汇管理改革等方面争取

先行先试，为专业机构提供更多全球化资产配

置机会。

中国证券报总编辑徐寿松在致辞时表示，

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十四五” 规划和

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经济社会发展新

目标，必将引领银行理财业开启转型升级、高质

量发展的新征程。新征程中，银行理财业将全面

释放支持科技创新、服务实体经济的磅礴力量，

将全面激发增加老百姓财产性收入的财富效

应，将全面提升以市场化、专业化、国际化为底

色的核心竞争能力。

中国银行业协会副秘书长周更强表示，当

前，银行理财规范转型不断推进，但资管新规过

渡期内需要完成的转型任务依然艰巨，（下转

A02版）

锚定资管航向推动银行转型 助力双循环打造国际一流投行

中国银行业理财发展论坛

中国证券业高质量发展论坛

2020 在京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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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日，由中国证券报主办、北京金融街服务局特别支持的“

2020

中国银行业理财发展论坛暨第一届中国银行业理财金牛奖颁奖典礼”在

北京举行，图为银行理财公司金牛奖颁奖现场。

26家机构和28只理财产品

分享四项金牛大奖 T01

银行理财子公司乘风破浪

花式掘金资本市场 T02

证券业拥抱新格局

修炼自身硬实力 T05

开局“十四五”

“牛”年再出发 T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