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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利好密集释放 新型消费提质升级将加快
● 本报记者 倪铭娅
近期，中央部委和地方政府围绕培育壮大
新型消费密集展开部署，绘就加快发展新型消
费“路线图” 。
业内人士表示，随着具体举措的落地，网
上零售、医疗、体育健身等领域有望打开新的
增长空间，新型消费提质升级将加快。

支持政策陆续推出
国家发改委就业司副司长常铁威日前表
示，下一步促进新型消费发展，关键是要统筹

协调各部门形成合力， 指导地方抓好已出台
政策措施的贯彻落实， 推动将新型消费更好
融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 区域消费中心
建设中。
商务部消费促进司副司长王斌日前指出，
商务部将促进新型消费加快发展，包括推动直
播电商、社交电商等规范健康持续发展，促进
跨境电商进口持续创新健康发展等。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10月9日在对十三届
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6187号建议的答复中表
示，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及相关部门将从各
自职能出发，采取更加积极有效的措施推动新
型消费模式健康发展。

多个地方政府推出了加快发展新型消费
的政策。 近日印发的《天津市加快发展新型消
费实施方案》 提出， 要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
略，以新业态新模式为引领，加快推动新型消
费扩容提质，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青海省加
快培育新型消费的若干措施》提出，加速产业
数字化转型升级、 规划建设新型消费网络节
点、 强化财政支持、 优化金融服务等15条举
措，促进青海省新型消费扩容提质。 《云南省
培育发展新型消费释放消费潜力三年行动方
案(2021-2023年)》提出22条措施，培育壮大
新型消费，促进消费提档升级，形成经济发展
新动能。 《江西省“十四五” 消费升级发展规

划》明确，推动实物消费提档升级，加快培育
壮大新型消费。

新型消费加快发展
今年以来，网络购物等新型消费业态和模
式加速发展。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8月实
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15.9%，占全部社
零总额的比重达到23.6%。
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付一夫表示，
在全方位、全链条政策支持下，新型消费正成
为引领消费市场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引擎。随着
具体举措的落地，（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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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商研判A股走势：
年K线有望三连阳
今年前三季度A股市场共涌现253只翻
倍牛股。 展望后市，券商人士认为，在企业盈
利回升、流动性较充裕等积极因素影响下，A
股指数年K线有望实现三连阳， 四季度应均
衡配置。

中国证券报·中证网 路演预告

江苏华兰药用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
证券代码：301093 证券简称：华兰股份

时间：10月18日（星期一）14:00—17:00

扩充团队搭建平台 券商深耕“
专精特新” 领域
● 本报记者 徐昭 周璐璐 林倩
北交所设立以来，“
专精特新” 企业关
注度大幅提升，券商研究所纷纷通过增加人
才储备、与投行部门合作等形式加大对“专
精特新” 企业的研究力度。

“专精特新” 企业成焦点
“设立北交所的目标之一是构建一套
契合创新型中小企业特点的基础制度安排，
培育一批‘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形成良性
市场生态。 未来北交所有望承接各类创投、
私募机构的退出需求，成为中小企业生命周
期中重要融资平台。 ” 中信建投研究所相关
人士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专精特新小
巨人” 企业已培育4700多家。 其中，303家
在A股上市 ，219 家 在 新 三 板 上 市 ， 尚 有

4200余家未上市企业。这些未上市的“
专精
特新” 企业有望成为北交所源源不断的长
期标的来源。
在国金证券研究所相关负责人看来，从
外部不确定性、产业链安全以及制造业升级
的角度看，培育“专精特新” 企业将是长期
政策导向的重点。
“
‘专精特新’ 企业主要分布在高端制
造业， 特别是在制造业核心基础零部件、先
进基础工艺和关键基础材料以及解决我国
产业链‘卡脖子’ 领域，在国内经济高质量
发展过程中至关重要。 ” 开源证券总裁助理
兼研究所所长孙金钜说。
孙金钜认为， 北交所的设立将深化新
三板改革， 助力资本市场支持中小企业发
展壮大。 包括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打
造服务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的专业化平台，
探索完善契合中小企业特点的制度安排，

形成支持中小企业持续成长的市场服务体
系等。

券商研究持续加码
“作为全市场最早覆盖中小企业和新
三板领域的研究机构， 申万宏源自2010年
设立新三板专职研究岗位以来， 持续布局
新三板， 具备深厚的研究实力和品牌影响
力。 ” 申万宏源研究所相关负责人表示，围
绕北交所设立， 申万宏源持续完善全方位
中小企业研究服务体系——
—组建专门研究
国家战略发展方向以及“专精特新” 产业
研究团队；提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 特色
咨询服务，推出“专精特新” 系列深度研究
报告，密集开展北交所政策解读电话会议；
计划在北京以及“专精特新” 企业集中区
域举办系列服务“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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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策略会，为广大中小企业、投资机构提供
专业交流平台。
中信建投研究所相关人士介绍，其研究
已实现行业全覆盖，无论是对龙头企业的跟
踪覆盖还是对“专精特新” 企业的研究都是
其基本目标。 未来随着市场扩容，研究目标
将聚焦在一级市场、二级市场甚至企业发展
更早期阶段。 北交所设立消息公布以来，中
信建投研究所机械、建材、军工等行业研究
员已率先发布深度研究报告。中信建投研究
所围绕精选层概念企业的研究逐渐增多。同
时，今年研究所不断增加人才储备，加强团
队建设。
针对券商研究所加码“专精特新” 企业
研究覆盖的情况，孙金钜称，这既是外部需
要，也有自身需求。“专精特新” 企业数量和
细分赛道多，需加大研究投入力度。 （下转
A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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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交所A股期指上线交易有助增强资本市场吸引力
● 本报记者 昝秀丽
10月18日，MSCI中国A50互联互通指数
期货合约正式上线交易。这是港交所引入的首
个以内地A股为成分股的MSCI指数期货。 观
察人士认为，未来A股指数期货在岸与离岸产
品、市场将实现协同发展，中国资本市场吸引
力将不断增强。
近年来， 随着境外投资者投资人民币资产
需求不断增加、参与程度不断加深，以及内地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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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市场互联互通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提升，香港
适时推出A股指数期货的积极意义不言而喻。
首先，香港推出A股指数期货，有利于丰富
境外投资者投资A股的风险管理工具。 MSCI中
国A50互联互通指数期货合约覆盖的行业更均
衡，提升了新能源、医药等板块的比重，更加接
近公募基金等机构投资者的持仓结构。 新的
A50指数期货有望在核心资产配置、 风险管理
和优化仓位市值分布等方面，帮助投资者作出
更精准的投资决策。 另一方面，机构数据显示，
目前超过90%的境外投资者通过互联互通参与
境内A股投资，MSCI中国A50互联互通指数期
货合约可为海外投资者提供新的管理A股投资
组合风险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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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香港推出A股指数期货，有利于进
一步吸引境外长期资金配置A股。 与其他离岸
市场相比， 香港市场与内地市场联系更为紧
密，投资者在香港进行A股指数期货交易，有效
地对冲定价风险，有望促进更多长期资金流入
内地市场，提升A股市场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
力。 同时，释放中国持续推进金融改革开放的
信号。
第三，香港推出A股指数期货，有利于巩
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一方面，香港资本
市场在内地资本市场扩大双向开放、支持内地
企业融资发展和引入境外机构投资者等方面
发挥着桥头堡作用。 香港推出A股指数期货是
扩大金融期货国际化品种供给的最新行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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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助力香港发展成为亚洲顶尖衍生产品交易
中心的重要举措。 另一方面，香港推出A股指
数期货可提高境外投资者进行A股风险管理
的便利性，进一步强化风险管理中心的地位。
港交所A股指数期货上线交易，意味着香
港建立离岸A股衍生产品系列迈出了重要一
步，在更好满足境外投资者需求的同时，将极
大地提升境外机构进入A股市场的积极性。
需要指出的是，A股指数期货在香港平稳
推出离不开跨境监管合作。 中国证监会已与香
港证监会细化和完善了衍生品监管合作和跨
境风险防范安排相关合作机制。 通过加强监管
执法协作，共同打击跨境违法违规行为，将为
内地A股和港股市场平稳运行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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