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 信 赖 的 投 资 顾 问
A 叠 / 新闻
40 版
B 叠 / 信息披露
72 版
T叠/ 金牛奖特刊
8版
本期 120 版 总第 7948 期
2020 年 12 月 3 日 星期四

新华通讯社主管主办
证券市场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微信号
xhszzb

数据表格
头版创意图片
头版创意图片
数据表格

中国证券报
App

CHINA SECURITIES JOURNAL

更多即时资讯请登录

中国证券报抖音号

中国证券报微博

中证网 www.c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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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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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中国银行业理财 发 展 论 坛
中国证券业高质量发展论坛

在京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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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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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业高质量发展论坛暨2020中国证券业金牛奖颁奖典礼”在北京
举行，图为获十大证券公司金牛奖代表领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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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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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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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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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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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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