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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协同配合 答好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新考题”

●本报记者 昝秀丽

以2020年10月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提

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下称《意见》）为标

志，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上升到新高度。 半年来，

有关单位纷纷出台配套举措，落实部署，强化实

施，政策合力不断加强，协同效应逐渐显现，开

创了上市公司提质增效的全新局面。 中国证券

报记者获悉，下一步，证监会将进一步强化与各

单位的协同配合， 主动增强工作的实效性和预

期性，扎实推动《意见》各项安排落地见效。

积极响应 形成同频共振

中国证券报记者注意到，《意见》印发后，

多地出台相关文件，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行动在

各地形成同频共振。

北京近日出台 《关于进一步推动提高北

京上市公司质量的若干措施》，从提高上市公

司治理水平、形成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工作合

力等方面制定了16条具体措施， 明确由北京

证监局、北京市金融局负责牵头抓总，相关责

任单位共涉及16个市级部门，16个区级政府，

各级政府部门要充分履行各自职责，并发挥合

力，建立跨部门协作机制，优化政策环境和生

态体系，共同推动上市公司质量整体提升。

此外，《关于加快推动广西资本市场高质

量发展的意见》《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提高全

省上市公司质量的实施意见》《海南省人民政

府关于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促进资本市场健康

发展的若干意见》于近期由相关省份发布。

证监会介绍，《意见》印发后，全系统上下

积极行动，凝聚系统内外合力，狠抓宣讲培训，

掀起了广泛学习贯彻《意见》的热潮。 先后组

织召开6场涉及36个辖区地方政府的提高上

市公司质量经验交流会， 交流贯彻落实 《意

见》的经验做法和化解风险的典型案例，推动

浙江、上海等二十余个省区市政府出台了配套

文件，充分调动了地方政府积极性，邀请18个

部委召开了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小组会议，充分

调动有关部委的积极性。

协同配合 解决突出问题

《意见》明确，增加制度供给，优化政策环

境，加强监管执法协作，协同处置上市公司风

险。 业内人士反映，《意见》落地后，协同配合

的监管体制不断完善， 上市公司股票质押风

险、违规担保等部分突出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比如，《意见》要求，建立多部门共同参与

的上市公司股票质押风险处置机制，强化场内

外一致性监管，加强质押信息共享。为此，证监

会协调地方政府制定“一司一策” 方案，通过

“重组一批、重整一批、退市一批”等方式化解

风险，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协作机制。在各

方努力下，存量上市公司风险持续下降。

又比如，针对违规担保治理行政和司法的

合力逐渐形成。 最高人民法院已发布《全国法

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对公司为他人

提供担保相关问题做出裁判指导，肯定了上市

公司公告及决策程序的必要性。 业内人士指

出，解决上市公司违规担保顽疾离不开行政司

法“双剑合璧” 。

形成合力 完善监管体系

《意见》在厘清责任分工的同时，也强调

凝聚各方合力。 （下转A02版）

外贸维持高景气度 4月出口数据超预期

●本报记者 赵白执南

4月我国外贸维持高景气度，出口

同比增速超出市场普遍预期， 进口增

势也十分强劲。专家认为，海外供给修

复不及预期、 我国产业链竞争优势明

显是促使出口增速屡超预期的重要原

因。展望未来，二季度出口增长仍有较

强外需支撑，进口将延续较快增长。

产业链竞争优势明显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4月， 按人民

币计价， 我国出口同比增长22.2%；按

美元计价，我国出口同比增长32.3%。

“4月我国出口同比增速超预期

表明市场高估了海外供给修复进展。”

东吴证券宏观首席分析师陶川说，在

新冠疫苗接种逐渐铺开的情况下，海

外各国逐渐解封、全球生产加速复苏，

市场开始担忧海外供给修复会影响我

国出口。 然而，4月我国出口两年复合

增速再度超过同期越南、 韩国等经济

体表现，也较一季度出现边际改善。

陶川表示，分产品看，4月汽车、家

电、家具、医疗器械出口的两年复合增

速均在25%以上，高于其他产品。 这表

明海外地产市场繁荣带来的相关产品

购买需求仍在释放， 其他经济体的供

给修复尚未对我国出口形成挤占。

“我国产业链竞争优势明显，海外

产能恢复对我国出口的替代效应影响

有限。”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研

究员唐建伟称。

“分国别看， 推动4月我国出口同

比增速超预期的力量来自东盟。 ”红塔

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奇霖认为，从出口

同比增速看，4月我国对主要贸易伙伴

的出口中，对东盟出口同比增速明显走

高。 一方面是因为去年基数较低，另一

方面可能源于东盟经济复苏态势良好。

二季度出口有较强支撑

未来出口能否保持高景气度，受

到研究人士的普遍关注。

在李奇霖看来， 新一轮疫情拖累

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复苏进程， 海外供

给修复仍存在不确定性， 我国出口份

额从高位回落的过程可能比市场预期

出现得更晚一些。 今年全球经济复苏

趋势明显， 将做大全球贸易的 “蛋

糕” 。 与此同时，随着全球流动性拐点

到来，海外需求可能存在回落压力。

陶川预计， 二季度我国出口仍有

较强海外需求支撑。 下半年随着海外

供给进一步修复以及基数效应消退，

预计出口增速可能出现一定回落。

信达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解运亮

认为，我国出口份额会继续提升，原因

有三： 一是美国产能利用率存在长期

下降趋势，很难回到疫情前水平，生产

修复可能持续落后于需求修复； 二是

受益于市场份额提高和市场规模扩

大， 我国制造业企业享受到规模经济

优势，降低产品平均成本，有利于巩固

甚至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 三是全球

疫情演变仍存不确定性， 相关国家生

产修复仍然缓慢。

进口料延续增势

在出口保持较快增长的同时，近

几个月进口数据愈发显露积极信号。

海关总署公布，4月，按人民币计价，我

国进口同比增长32.2%； 按美元计价，

我国进口同比增长43.1%。

谈及4月进口高增长， 唐建伟认

为，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我国市场需求

旺盛、基数效应是三大主要原因。

具体而言，唐建伟说，4月以来，国

际大宗商品价格继续上涨。 前4个月，

布伦特原油涨约30%， 进口铁矿石价

格指数涨约16%。 而从数量看，4月进

口原油吨数相比1月有所减少，相比去

年同期则基本保持平稳， 进口铁矿石

也是如此。 国内市场需求方面，4月制

造业PMI仍高于临界点， 小型企业表

现尤其亮眼， 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

均连续两个月回升， 表明我国经济扩

张势头不减，企业补库存动力较强。

展望未来，唐建伟称，鉴于国际大

宗商品价格涨势延续， 助推进口高增

长，加之人民币汇率出现小幅升值，预

计进口同比增速将保持向好态势。

此外，陶川提示，在大宗商品涨价

背景下，由于我国大宗商品进口占比高

于出口，我国贸易顺差未来可能收窄。

一季度直接投资

净流入705亿美元

●本报记者 彭扬

国家外汇管理局5月7日发布数据显

示， 截至4月末， 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

31982亿美元，较3月末上升282亿美元，升

幅为0.89%。 一季度，我国国际收支基本平

衡，其中经常账户顺差751亿美元，直接投

资净流入705亿美元。 专家表示，未来我国

外汇储备规模有望继续保持稳定。另外，预

计2021年全年我国经常账户将继续保持

合理规模顺差。

4月外汇储备规模上升

“2021年4月，外汇收支交易平稳有序，

外汇市场供求保持基本平衡。 ”国家外汇管

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王春英表示，国际

金融市场上， 受新冠肺炎疫情和疫苗进展、

主要国家货币政策预期和宏观经济数据等

因素影响，非美元货币相对美元上涨，主要

国家金融资产价格总体上涨。外汇储备以美

元为计价货币，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

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上升。

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表示，下一

阶段，我国外汇储备规模有望继续保持稳

定。 从外部看，当前全球经济整体呈现加

快复苏趋势，外需逐渐改善，有助于我国

出口保持平稳，促进国际收支和外汇市场

供求基本平衡。 从内部看，我国经济恢复

取得明显成效，经济景气持续位于扩张区

间，近期消费复苏呈现加快趋势，出口旺

盛带动制造业投资改善，人民币汇率弹性

不断增强， 人民币资产具有较大吸引力，

这些积极因素对外汇储备规模保持稳定

提供支撑。 （下转A02版）

退市制度威力尽显

75家沪市公司披星戴帽

●本报记者 黄一灵

2020年度是退市新规执行的首个会计年度。

中国证券报记者统计沪市年报披露情况发现，共

有39家公司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即*ST），36家

公司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即ST）。 与此同时，沪

市原6家暂停上市公司均触及终止上市条件，截

至目前，2021年沪市被作出终止上市决定的公司

家数将达10家。

业内人士表示，退市新规中新设的“扣非净

利润+营业收入” 组合指标是公司披星戴帽的主

要原因。 从实践情况看，退市新规设计合理，常态

化退市初显成效。 上交所发挥退市主体责任，加

大退市新规执行力度，蓄意规避退市的上市公司

必然无处遁形。

“识劣” 功能较强

根据已披露的2020年报， 沪市有39家公司被

*ST。其中，触及本次退市新规新增的“扣非净利润+

营业收入”财务类组合指标共23家公司，占比近六

成。从基本面看，这23家公司基本都是明显缺乏持续

经营能力的壳公司，多年来通过外部输血、出售资产

等手段保壳。 专家表示，营业收入低于1亿元且扣非

前后净利润孰低为负的上市公司， 持续经营能力存

在较大不确定性，这符合注册制的内在含义。

此外，触及净资产为负指标的公司有9家，触

及审计意见为无法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指标的公

司有10家，触及破产重整指标的公司有5家，同时

触及两项及以上指标的公司有7家。

触及ST情形的沪市公司有36家。 其中，触及

新增的内控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指标

的公司有21家， 触及新增的最近三年扣非为负

（孰低） 且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审计报告

显示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指标的公司有5

家，触及资金占用、违规担保指标的公司有14家，

触及连续三年业绩亏损指标（上市规则适用的过

渡性安排）的公司有7家，同时触及两项及以上指

标的公司有12家。

某资深市场人士指出， 从最新披星戴帽公司

的具体情况看，这些公司或缺乏持续经营能力，或

是内部治理混乱，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退市新

规指标设计合理，具有较强的“识劣”功能。

严格执行退市新规

退市新规的威力尽显，离不开监管层严格执

行退市制度，（下转A02版）

数据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海关总署

视觉中国图片 制图/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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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与格式准则征求意见

●本报记者 昝秀丽

证监会7日公布修订后的 《公开发行证券的

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年度报告

的内容与格式（征求意见稿）》《公开发行证券的

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半年度报

告的内容与格式（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

求意见。 证监会表示，此举旨在贯彻落实2020年3

月1日起施行的新证券法， 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

定期报告的编制及信息披露行为， 保护投资者合

法权益。中国证券报记者注意到，本次修订后的两

份定期报告内容与格式准则均新增环境和社会责

任章节， 未来上市公司在年报和半年报中须披露

因环境问题受到行政处罚的相关情况。

本次修订主要包括五方面内容： 一是完善管

理层讨论与分析章节。将定期报告正文第三节、第

四节合并为修订后的 “第三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

析” ， 细化了对所处行业和从事业务情况的披露

内容，明确应结合行业发展、业务经营等信息分析

主要财务数据变化的原因。 二是完善公司治理章

节。 将定期报告正文与公司治理有关的条文统一

整合至修订后的“第四节 公司治理” ，并在年度

报告细化了董事会及其下设专门委员会履职情况

披露内容， 要求公司介绍内部控制制度建设及实

施、对子公司管理控制等情况，并新增了表决权差

异安排实施和变化情况的披露内容。 三是新增环

境和社会责任章节。将定期报告正文与环境保护、

社会责任有关条文统一整合至新增后的“第五节

环境和社会责任” ， 并在定期报告新增报告期内

公司因环境问题受到行政处罚情况的披露内容，

鼓励公司自愿披露在报告期内为减少其碳排放所

采取的措施及效果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乡

村振兴等工作情况。四是完善重要事项章节。在定

期报告新增违规担保披露内容， 在半年度报告新

增资金占用披露内容， 并将资金占用披露范围由

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扩大至其他关联方。同时，在

定期报告新增公司与关联财务公司具体业务情况

的披露内容， 并将担保合同披露标准提高至净资

产的百分之十。五是调整债券相关情况章节。扩大

披露主体范围，要求公开发行企业债券、公司债券

以及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的

公司披露在定期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

况，并简化和调整了债券和公司情况的披露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