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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车“体检” 迎春运

1

月

16

日，工人在动车检修维护作业中。 当日，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有限公司南宁车辆段南宁动车所对部分动车组进行检修维护，备战

即将到来的春运。 新华社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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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银对付改革启动 提高市场资金使用效率

●本报记者 昝秀丽

证监会近日启动货银对付改革。接受中国

证券报记者采访的专家16日表示， 货银对付

改革及其配套措施进一步完善了资本市场基

础结算制度，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的风险防控能

力将进一步提升。 这为减少市场资金占用、增

强市场活力打开空间，有助于提高市场资金使

用效率，提升我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水平。

提升资本市场风险防控能力

业内人士介绍 ， 货银 对付 （简 称

“DVP” ）制度是将证券交收和资金交收关联

起来的机制，可通俗理解为“一手交钱，一手

交券” ，其核心是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与结算参

与人在交收过程中， 证券和资金交收互为条

件。 目前，该制度已成为国际成熟市场通行的

基础结算制度。多年来，我国资本市场实行“T

日证券过户、T+1日资金交收” 的结算模式，T

日日终证券无条件过户，证券过户和资金交收

不挂钩。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对广大个人投资

者参与的经纪和融资融券业务，我国资本市场

通过第三方存管、全额保证金、交易前验资验

券等制度已达到货银对付的效果。对仅机构投

资者参与的自营和托管业务未纳入第三方存

管，其结算制度有待完善。

此次改革通过设置“可售交收锁定”标识

的方式， 建立证券交收与资金交收之间的关

联，形成覆盖全部业务的违约处置安排：结算

参与人T日日终资金不足额的，证券不再无条

件过户，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在证券过户同时，

将相应证券打上“可售交收锁定” 标识，表示

相关证券仍处于交收过程中。T+1日组织多批

次交收，结算参与人资金足额的，解除证券标

识完成交收；资金不足的，进行后续违约处置。

业内人士评价，上述制度的建立，进一步

完善了资本市场基础结算制度，提升了我国资

本市场的风险防控能力。

为增强市场活力打开空间

随着货银对付改革的实施，证券登记结算

机构的风险防控能力将进一步提升，为减少市

场资金占用、增强市场活力打开空间。 （下转

A02版）

进一步释放居民消费潜力 推动实现一季度经济平稳开局

国家发改委部署十大举措促消费

●本报记者 刘丽靓

国家发改委16日消息， 国家发改委近日

发布的《关于做好近期促进消费工作的通知》

强调，在精准有效做好疫情防控前提下，抓住

春节、元宵节等传统佳节消费旺季契机，适应

居民消费习惯变化和提质升级需要，挖掘消费

热点和增长点， 进一步释放居民消费潜力，推

动实现一季度经济平稳开局。《通知》提出10

个方面的工作举措。

国家发改委表示，下一步将充分发挥完善

促进消费体制机制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作用，进

一步加强统筹协调和督促指导，不断充实完善

政策储备，着力促进消费持续恢复。

《通知》指出，因地制宜多措并举满足居

民节日消费需求。坚持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

下稳定和扩大消费，落实地方主体责任，防止

简单化、“一刀切” 、“层层加码” 式防控，最大

限度减少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低风险地区

要保障城乡居民区域内短途合理流动和正常

消费活动。 切实加强生活物资供应，确保生活

必需品不脱销、不断档。

打造线上节庆消费提质升级版。引导电商

企业开启春节“不打烊” 模式，线上举办年货

采办、赶大集等促销活动。 开展形式多样的促

销活动， 有条件的地方可联合企业发放消费

券、惠民券。维护春节市场秩序，严禁不公平竞

争、“二选一” 、“大数据杀熟” 、销售侵权假冒

伪劣商品等违法行为。

有效拓展县域乡村消费。 支持开展新能

源汽车下乡， 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开展绿色智

能家电下乡，通过企业让利、降低首付比例等

方式，促进农村居民消费。 引导生产企业积极

开发适合农村市场的日用消费品、大家电、建

材、家具、汽车等，推动农村耐用消费品更新

换代。

乘势而上扩大居民冰雪消费。积极实施冰

雪旅游发展行动计划，大力拓展冰雪竞赛表演

市场，打造冰雪运动品牌赛事，进一步提升北

方冰雪消费参与度，充分挖掘南方冰雪消费潜

力。 加大冰雪旅游设施建设力度。开展丰富多

彩的冰雪消费活动。

大力提升文旅休闲服务供给。 增加春节

期间网络电视、网络电影、赛事直播等文化体

育节目供应， 鼓励网络视频平台限时低价电

影放映。

进一步激发智慧零售新活力。推动实体商

场、超市、便利店等数字化改造和线上线下协

同，发展仓储会员店、“门店到家”服务等零售

新业态。鼓励办公楼宇、住宅小区、社区商圈等

加快布局配套智慧超市、智慧商店、智慧书店、

智慧药房，优化自提柜、云柜等新业态服务，发

展无接触交易服务。

积极发展绿色消费。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对

绿色建材、低碳节能产品等消费品予以适当补

贴或贷款贴息。加快构建废旧物资循环利用体

系。 支持家电、家具等企业开展“以旧换新” 、

“以换代弃” 活动。

促进住房消费健康发展。 加强预期引导，

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坚持租购并举，加快发展

长租房市场，逐步使租购住房在享受公共服务

上具有同等权利。 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以人

口流入多、房价高的城市为重点，扩大保障性

租赁住房供给。支持商品房市场更好满足购房

者的合理住房需求。

落实好中小微企业纾困政策。落实好各项

减税降费政策。依法依规加大对拖欠中小企业

账款的整治力度。（下转A03版）

以全市场注册制改革为牵引

2022年资本市场改革路线图明晰

●本报记者 昝秀丽

今年资本市场改革“路线图” 将在2022年

证监会系统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明确。

16日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表

示，坚持“稳字当头” 和“改革攻坚” ，以全市

场注册制改革为牵引，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

开放，为资本设置“红绿灯” ，坚持“零容忍”

将成为2022年资本市场监管的主题和主线。

2022年， 有关部门将加快构建更加成熟更加

定型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体系，资本市场吸引

力将不断提升。

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制度规则

业界人士认为，目前，市场已基本具备全

市场注册制改革的基础。

“2022年全面推进注册制将成为较大概

率事件。” 申万宏源近期发布的研报指出，注

册制全面推进，有助于证券市场更好服务实

体经济，促进发行定价更加市场化，也有利

于实现资源有效配置，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的重要体现，也将推动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

发展。

近期监管部门也频频释放“以全市场注

册制改革为牵引，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开

放” 信号。 证监会党委日前在传达学习贯彻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时指出，将以注册制

改革为牵引， 统筹推进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健全退市机制、多层次市场建设、强化中介

机构责任、投资端改革、完善证券执法司法

体制机制等重点改革，持续完善资本市场基

础制度。 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稳步推进资本

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完善企业境外上

市监管制度。

全市场注册制改革将重塑资本市场生态，

加快构建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资本市场基础

制度体系。 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席、

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院长吴晓求认为，应深入

研究资本市场发展规律和现代资本市场基本

特征。 围绕注册制改革，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

制度规则，包括发行制度、并购重组、信息披

露、监管体系、退市机制以及对违规违法行为

的处罚等。

为资本设置“红绿灯”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 要为资本设置

“红绿灯” ，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防止

资本野蛮生长。 专家表示，在全市场注册制改

革背景下，完善相关制度机制，加强对资本的

规范引导， 将是2022年资本市场监管的一项

重要内容。

“红绿灯” 意味着该前行的前行，该停车

的停车， 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

同时有效控制其消极作用。 “加强规范，是为

了更加健康、更可持续、更为长远的发展，这对

资本市场来说同样也是如此。 ” 中央财办分管

日常工作的副主任韩文秀曾表示。

增量研究院院长张奥平说：“在中国资本

市场迎来全面注册制改革后，有必要进一步加

强对资本的规范引导，对特定事项的监管可能

会更严格，从而使中国资本市场向着更为市场

化、法治化、国际化的方向发展。 ”

同时，专家们也认为，为资本设置“红绿

灯” ， 监管部门要确保资本有序监管， 做到

“既不缺位，也不越位” 。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

院教授刘俊海建议， 真正实现市场的无形之

手和政府的有形之手之间的无缝对接、 有机

衔接、同频共振与良性互动。 探索建立统一的

监管体制和机制，促进监管尺度、规则和理念

的协调统一。 （下转A03版）

债务重组走“捷径”

违规保壳将成“无用功”

“简单粗暴” 的保壳方式同一线监管“正面遭遇” 在所难免，

而时下最受关注的“债务重组‘挽救’ 净资产指标” 的做法正面临

监管“紧盯” 。专家表示，部分明显有违商业常识的债务豁免可能存在

抽屉协议等“不见光”的一揽子协议。一线监管对于此类规避退市的行

为势必从严监管，违规保壳恐怕是“无用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