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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向“2021从都国际论坛” 开幕式

发表视频致辞

●新华社北京12月5日电

12月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向“2021

从都国际论坛”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

习近平强调，当今世界，人类正经历罕见的

多重危机。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问题和挑战，

我们应该坚持开放包容、协商合作，坚持和维护

多边主义，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我们要同舟共济，践行真正的多边主

义。 多边主义的要义是国际上的事由大家共

同商量着办，世界前途命运由各国共同掌握。

要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

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以联合国宪章宗

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弘扬

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

共同价值。

———我们要与时俱进， 不断完善全球治理

体系。 要立足世界格局变化，在广泛协商、凝聚

共识基础上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 坚持国

际关系民主化大方向， 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

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努力推动全球治理

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我们要聚焦行动， 落实好全球合作议

程。我提出全球发展倡议，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

同体，希望各方积极参与。 要坚持发展优先，推

进减贫、抗疫和疫苗、发展筹资、绿色转型、互联

互通等领域合作， 推动全球发展迈向平衡协调

包容新阶段。

习近平强调，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一条

重要历史经验就是坚持胸怀天下， 始终关注人

类前途命运。 中国支持多边主义的决心不会改

变， 将坚定维护多边主义的核心价值和基本原

则，坚持互利共赢，坚持求同存异，坚持公平正

义，坚持合作发展，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智慧和

力量。

期货法有望在2022年三读后发布 鼓励符合条件头部期货公司上市融资

证监会：推进碳排放权等期货品种创新

●本报记者 昝秀丽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12月5日在

第17届中国（深圳）国际期货大会上表示，

要坚定信心推动期货市场建设，服务实体经

济高质量发展。 他透露，期货和衍生品法有

望在2022年三读后正式发布。 将推进碳排

放权、新能源金属等期货品种创新工作。 支

持行业领先公司加快发展，鼓励符合条件的

头部期货公司上市融资。

完善品种规则体系

“依法治市是期货市场稳健发展的关

键。 ”方星海说，今年以来，期货行业基本法

制定取得突破性进展，期货法通过一读和二

读，有望在2022年三读后正式发布。

要以期货法立法框架和原则为指导，推

动完善部门规章、 自律规则等制度体系，不

断夯实期货市场法治建设基础，提升依法治

市能力和水平。 要以期货法的颁布为契机，

加强对期货市场服务实体企业的宣介，凝聚

各方发展期货市场的共识。

方星海介绍，2021年期货市场保持良

好发展态势。 目前，我国期货市场资金总量

已突破1.2万亿元，比2020年末增长44.5%。

场内期货期权品种达94个，生猪期货、花生

期货、棕榈油期权、原油期权在今年上市，主

要产品的完整性进一步提高。

他说，要加强市场建设，打造多元开放

期货衍生品市场体系。一是完善品种规则体

系。以产业链需求为导向，优化存量，做好增

量， 不断拓展已上市品种相关产业链新品

种。 推进碳排放权、新能源金属等期货品种

创新工作。 根据产业群体现实诉求，不断推

动规则优化和制度优化，继续增强合约连续

性，优化交割仓库布局，进一步完善仓单交

易机制和升贴水机制，促进期货价格更好地

反映现货供需状况。在完善期货市场运行机

制的同时， 要持续提高国内外大宗商品生

产、消费与流通等产业企业参与期货市场的

深度。期货行业要把这项任务作为当前和今

后一个时期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

二是持续优化做市制度。目前我国期货

市场做市品种已达70个， 占已上市品种数

量的74.5%，其中期货做市品种47个，期权

做市品种23个。 需不断扩大做市品种范围，

动态评估做市效果；进一步丰富做市商数量

和类型，着力培养做市队伍，提高专业报价

机构在价格形成机制中的作用，进一步提高

期货市场定价效率。

三是加快场外衍生品市场建设。稳步扩

大仓单交易试点品种、完善期现综合交易平

台服务功能，加强与新兴科技、金融、仓储、

物流等各方合作，强化产融联合，加快构建

大宗商品生态圈，打造大宗商品交易中心和

信息中心，（下转A03版）

证监会新闻发言人表示

充分尊重企业依法合规自主选择上市地

●本报记者 昝秀丽

近日，美国证监会（SEC）公布了《外国

公司问责法》实施细则，个别企业宣布启动

自美退市工作，引发市场广泛关注。对此，中

国证监会新闻发言人12月5日答记者问时表

示，中国证监会注意到了这些情况，也关注

到市场对中美审计监管合作及下一步境内

企业赴美上市前景的关切。中国证监会和相

关监管部门始终对企业选择境外上市地持

开放态度，充分尊重企业依法合规自主选择

上市地。

“近期，个别媒体报道中国监管部门将禁

止协议控制（VIE）架构企业赴境外上市，推

动在美上市中国企业退市， 这完全是误解误

读。 ” 该新闻发言人表示，据了解，一些境内企

业正在积极与境内外监管机构沟通，推进赴美

上市事宜。

在中美审计监管合作方面，这位新闻发言

人透露，近期，中国证监会与美国SEC、美国公

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等监管机

构就解决合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坦诚、有建

设性的沟通，对一些重点事项推进合作方面取

得了积极进展。

“我们相信，只要双方监管机构继续秉持

这种相互尊重、 理性务实和专业互信的原则

开展对话磋商， 就一定能够找到双方都接受

的合作路径。 ” 该新闻发言人称，中美双方在

中概股审计监管领域一直在开展合作， 也曾

通过试点检查探索有效的合作方式， 为双方

打下了较好的合作基础。 但是，美国一些政治

势力近年来把资本市场监管政治化， 无端打

压在美上市中国企业，胁迫中国企业退市，这

不仅有悖于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和法治理

念， 也损害了全球投资者利益和美国资本市

场的国际地位，是一种“多输” 的做法，对谁

都没有好处。

“在资本市场高度全球化的今天，更需要

监管部门以务实、理性、专业的方式处理审计

监管合作问题，迫使在美上市中国企业退市不

应成为一个负责任的政策选项。 ” 这位新闻发

言人表示，中国证监会将继续与美国监管同行

保持坦诚沟通，争取尽快解决审计监管合作中

的遗留问题。

该新闻发言人表示，一段时间以来，中国

有关监管部门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平台经济规

范发展的政策措施， 其主要目的是规制垄断

行为，保护中小企业权益和数据安全、个人信

息安全，消灭金融监管真空，防止资本无序扩

张。 针对这些新问题、新考验，各国监管部门

也正在尝试采取不同的监管措施， 促进平台

经济更加健康、更可持续的发展。 因此，中国

政府出台的相关政策， 并非对特定行业或民

营企业的打压， 也与企业境外上市活动没有

必然联系。

该新闻发言人介绍，在落实相关监管措施

的过程中，中国有关监管部门将坚定不移推进

改革开放，坚持“两个毫不动摇” ，统筹处理好

投资者、企业、监管等各方关系，进一步提高政

策措施的透明度和可预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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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明晰独立董事权责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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