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监会：抓好四个重点

推动北交所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昝秀丽 彭扬

“证监会欢迎符合产业政策、 市场定位的

优质企业申报北交所， 也希望市场参与各方给

予更多支持，共同推进北交所健康快速发展。 ”

证监会副主席王建军9月4日在2022年服贸会

“资本市场助力国际科创中心建设” 论坛上表

示，经过近一年建设，北京证券交易所取得良好

开局，下一步将重点推进北交所高质量扩容、拓

展北交所市场功能、树立从严监管导向、做好投

资者保护，努力推动北交所高质量发展。

支持北交所适度加快发展

“北交所是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

业、支持科技创新的重要平台。 ” 王建军说，北

交所定位于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已有上市公

司110家，初步形成了一定规模。 自开市以来，

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各项制度机制运转顺畅，

累计实现直接融资235亿元， 平均每家企业融

资2.1亿元，基本满足了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

对于北交所建设，他指出，作为多层次资

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交所在建设过程中

坚持错位发展， 遵循交易所发展的基本规律，

不断提升服务中小企业和科技创新的能力。

坚持改革创新。 北交所市场的发展要不断

深化改革，探索创新，以改促进，以改促稳，逐

步健全契合中小企业特点的制度机制，全面提

升市场功能，构建良性循环的市场生态，更好

支持中小企业创新发展。

坚持稳中求进，稳政策，稳预期。 发展北交

所要把握好稳定的关系， 既要坚定创新发展，

也要坚守科学发展，支持北交所在注重质量的

同时，适度加快发展。

坚持服务实体经济。 北交所必须将工作重

心放在服务实体企业，特别是“专精特新” 中

小企业上面， 引导资本更多流向实体经济，流

向科技创新领域， 支持中小企业成长壮大，推

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下一步将抓好四个重点

对于下一阶段北交所建设， 王建军表示，

证监会将坚守市场定位、尊重市场规律、夯实

市场基础，抓好四个重点，努力推动北交所高

质量发展。 具体而言，四个重点包括：推进北交

所高质量扩容，拓展北交所市场功能，树立从

严监管的导向，做好投资者保护。

“北交所发展的当务之急是要推进市场

高质量扩容， 这是证券交易所功能充分发挥

的基础。 ” 王建军说，在新三板层层递进的结

构下，（下转A03版）

休刊启事

根据国家有关2022年部分节假日安

排的通知以及沪深北交易所关于中秋节期

间休市的安排，本报9月11日至12日休刊，

9月13日恢复正常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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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制牵引全面深改 资本市场重塑新生态

●本报记者 昝秀丽

科创板今年以来最大一单 IPO的缔造

者———医学影像产业龙头企业联影医疗日前

挂牌上市，成为科创板第453家上市公司。

“公司十一年厚积薄发， 凭借着对创新的

执着、各界的托举，一路走到现在，如今在科创

板上市，是年轻的联影医疗向世界级公司迈进

的全新起点。 ”联影医疗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张强在公司上市仪式上说。

从科创板这块“试验田” 起步，到创业板、

北交所，增量与存量改革稳步推进，股票发行注

册制理念逐步照进现实。 一批创新创业企业在

资本市场崭露头角，资本市场吸引力明显提升。

如今，注册制改革正酝酿关键一跃。 证监

会主席易会满近日表示，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

册制的条件已基本具备。 业界人士预期，推开

注册制大门，依托制度创新、配套法规等保障

支持，多层次资本市场将实现更高效率资源配

置，助力中国经济应变局、育新机、开新局。

稳步推进“牛鼻子” 工程

“注册制是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的‘牛

鼻子’ 工程，是发展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

的关键举措，也是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

制的重大改革。 ” 易会满日前撰文指出。

“牛鼻子” 工程、关键举措、重大改革……

走笔行文间，注册制改革的不凡意义顿时凸显。

股票发行体制改革向来是资本市场牵一

发而动全身的改革。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

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

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推进股票发

行注册制改革” 。此后，推进这项宏大的系统工

程成为资本市场深化改革的重中之重。

2018年11月，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改

革的号令发出，率先从增量市场“破题” ，开启

注册制改革落地实施新阶段。2020年4月，创业

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拉开帷幕，试点由增量市

场扩展至存量市场。 2021年11月，北京证券交

易所开市运行，同步试点证券发行注册制。 资

本市场服务“硬科技”“三创四新”“创新型中

小企业”的矩阵更加完备。

如今，460家科创板公司正加快创新步伐，

持续放大“硬科技” 企业的产业集聚效应；注

册制下360家创业板公司汇聚九大战略新兴产

业，代表了近十年中国经济最具活力的企业群

体；在110家北交所公司中，战略新兴产业占比

超八成，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主阵地的路径愈

发清晰……纵览改革成绩单，以注册制改革为

牵引，系列制度创新跟进，共同赋予资本市场

优化资源配置、 促进科技创新的功能，A股市

场正吸引更多优秀企业挂牌上市， 帮助更多

“硬科技” 企业脱颖而出。

“这十年，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要突破。围

绕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深化资本

市场改革，基础制度更加成熟定型，实现核准

制向注册制的跨越。 稳步推进试点注册制，发

行市场化程度、审核注册效率和可预期性大幅

提升，交易、退市等关键制度得到体系化改善，

改革符合市场各方预期。 ”回顾资本市场改革

进程，证监会副主席李超如是总结。

重塑资本市场生态

一子落，满盘活。 以注册制改革为主线，一

系列全面深改举措创新推出，持续增强资本市

场的覆盖面、包容性和吸引力，（下转A02版）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关于新时代

进一步加强科学技术普及

工作的意见》

激励资本市场“压舱石”作用发挥 护航科创企业高质量成长

2022证券公司服务科创企业上市前10强榜单揭晓

●本报记者 周璐璐

9月4日，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资本

市场助力国际科创中心建设”论坛在北京成功

举行。 在论坛上，中国证券报联合北京金融街

研究院发布了 “2022证券公司服务科创企业

上市前10强”榜单。

此次论坛主要围绕资本市场如何助力北

京建设国际科创中心、北京证券交易所如何更

好为中小企业提供资本市场服务、如何孵化培

育创新企业打通资本与科技的正循环等多个

议题展开讨论。 中国证监会党委委员、副主席

王建军，北京市委常委、副市长靳伟出席论坛

并致辞。 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党组书

记、局长李文红，北京市西城区委书记孙硕，全

国股转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北京证券交易

所董事长周贵华等发表了主题演讲。

论坛上，中国证券报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

员、副总编辑丁坚铭和北京金融街服务中心有

限公司总经理、北京金融街研究院执行院长于

合军共同发布了 “2022证券公司服务科创企

业上市前10强”榜单。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

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安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元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获得 “2022证券公司服务科创企业上市前10

强”荣誉。

丁坚铭表示，中国证券报坚持“信仰新时

代、做多中国”的编辑方针，始终为资本市场基

础性制度改革创新、上市公司提质增效、金融

支持科技发展而鼓与呼，在预期引领、价值挖

掘、舆论监督等方面履行好主流财经媒体的责

任与担当，为资本市场服务科技创新营造良好

的舆论氛围。

“此次， 我们联合金融街研究院推出

‘2022证券公司服务科创企业上市前10强’榜

单，旨在营造证券业更好服务科技创新的良好

行业氛围， 鼓励证券公司更好发挥资本市场

‘稳定器’ 和‘压舱石’ 的作用，更好地激发市

场主体创新活力，助力夯实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微观基础。 ” 丁坚铭说。

据丁坚铭介绍，该榜单的评选立足于中证

报20多年来金牛评级体系对证券公司、 基金

公司、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的深耕，从服

务质量、服务数量、服务效果等维度，对证券公

司服务科创企业能力和效果进行客观的综合

评估。

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资本市场助力

国际科创中心建设”论坛由北京市地方金融监

督管理局、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北京金融

街服务局、北京证券交易所联合主办，由中国

证券报、北京金融街研究院提供学术支持。

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资本市场助力国际科创中心建设”论坛现场。 北京金融街研究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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