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北京2月1日电 科创
板和注册制试点改革方案近日揭开面
纱。在一个新板块酝酿成熟的同时，作
为牵动整个资本市场制度性变革的注
册制也迈出重要一步。业界认为，注册
制试点是从中国资本市场特点出发的
重要探索，有利于更加市场化地配置资
源，审核理念更加注重信息披露，明确
企业上市的时间预期。

值得注意的是，注册制并不是“谁
都能上”，也并不意味着对上市公司质
量要求的放松。一个理想的状况是：企
业和中介机构责任前移，监管职责后
移，让市场的力量充分博弈，形成制衡。

多年来，市场对A股新股发行制
度诟病最多的就是时间的不可预期。
从报送上市材料到拿到批文并正式登
陆A股，所需要的时间受到多种因素
的制约，往往很不确定。这也是一些
企业舍近求远、远赴海外上市的一个
重要原因。业界期待，通过注册制试
点能让这一问题得到解决。

注册制试点重点

在 便利直接融资 强化信息披露监管 加强风险防控 等方面发力

对外征求意见的注册管理办法明确

●精简优化现有发行条件，逐步将现行发行条件中可以由投资者判断的事项转化为更加严格全面、深入精准的信息披露要求
●健全市场化询价定价机制，提升直接融资效率，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根据改革方案，注册制的审核将分两步走

在审核时间上

第一步
上交所对企业IPO申请进行发行上市的全

面审核，重点关注信息披露要求是否落实

第二步
发行上市审核完成后，交易所将审核意见及公司

申请文件报送证监会，由证监会作出准予注册的决定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扣除中
介机构答复、现场核查等耗费的
时间，在交易所内部进行发行上
市审核的时间不超过3个月

证监会须在20
个工作日内，作出是
否准予注册的决定

发行人及中介机构回复上交所
审核问询的时间也不得超过 3 个
月。这意味着，上交所对科创板企业
审核时限原则上为6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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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价但不优质，小区幼儿园为何难配套？
收费高、师资少

小区配套幼儿园何以难普惠？

通知再次强调，小区配套幼儿园要办成

公办园或委托办成普惠性民办园，不得办成

营利性幼儿园。

专家介绍，这个规定其实早就有，但

一直落实不到位。有不少房地产商把教

育作为新的营利点，把小区配套幼儿园建

成“高收费”营利性幼儿园。此外，关于

“不得办成营利性幼儿园”的规定，是特指

小区配套幼儿园，其他场所的民办园仍可

自主选择办成营利性民办园或者非营利

性民办园，享受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有关民

办园的扶持政策。

一些小区配套幼儿园收费高达每人每

月 6000 至 8000 元，而收费在每人每月

4000多元的则更常见。不少幼儿园虽收取

高额费用，但却低薪聘用教师或没有足额配

备教师，教师流动性大，高价但不优质。

4岁的彤彤在武汉一家小区配套的美语
国际幼儿园上学，每学期收费3万元左右。
尽管收费不便宜，但彤彤奶奶对这家幼儿园
很不满意。“每个班3个老师，但都感觉责任
心不强，孩子的秋裤经常两个裤腿穿在一条
腿上，班上孩子也经常生病。”彤彤奶奶说。

小区交付使用数年
承诺中的幼儿园呢？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介绍，

2017年全国学前教育调研发现，一些地方城

镇小区有的没有配建幼儿园，有的虽然建了

但没有办成公办园或者委托办成普惠性民办

园，这是造成城镇“入公办园难”“入普惠性民

办园难”“就近入园难”的重要原因。

安徽合肥包河区广视花园小区已经交付使

用数年，但直到现在，这个小区的孩子还是上不

了幼儿园。自2018年3月起，就有小区居民上

网投诉，小区配套幼儿园迟迟不开园，2000多

户居民有众多孩子等待入园，外加周边小区居

民都在张望。现在各幼儿园已在报名中，该小

区的孩子却面临没有地方上幼儿园的窘境。

目前城镇新建小区大多有配套幼儿园
的规划，配建率高，但是移交政府的比例低，
旧的大型小区幼儿园配套规划不理想。安
徽淮南市 2011 年以来完成小区建设 59处，
其中，57处新建小区均有配套幼儿园建设规
划，配建率为 96.61%，但是在目前已建成或
即将建成的57所配套幼儿园中，移交政府的
仅有14所，占比为24.56%；5000人以上的8
个城镇小区中，5个小区未配建幼儿园，3所
幼儿园正在建设中。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发出针
对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治理工
作的通知。这是继去年11月《中
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
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后
的又一重磅文件。

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建设
是扩大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的重
要途径，但由于政策执行不到位，
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仍存在规划
不到位、建设不到位、移交不到
位、使用不到位等问题。

高质量养老还缺点啥？

“现在的老人不仅要吃饱，还要
吃好，甚至吃得开心最好。”北京协
和医学院、中国老年保健协会等日
前共同发布的《老年健康蓝皮书：中
国老年健康研究报告（2018）》显
示，2000 年至 2018 年，我国 60岁
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从
10.2%上升到 17.9%，预计在 2026
年中国正式进入老龄社会。

仅一顿老年午餐，一面是不断
扩大的助餐“放量”需求，另一面是

希望餐食个性化的“提质”诉求。不
少代表委员呼吁，养老服务的“增
量”与“走心”需“双轮驱动”。

有专家表示，可以借鉴“白领午
餐工程”的方法，以“社区食堂”为载
体，构建“政府支持、市场承接”的老
年助餐服务新模式、新机制，推出老
年助餐服务的“自选动作”，努力满
足60岁及以上老年人“放量提质”
的助餐服务新需求。

对于亟须壮大的护理人员队

伍来说，专家表示，除了业务培
训，素质建设同样重要，特别要
强化护理员护理伦理和人文关
怀素质的教育。建议一方面组
织护理人员学习，制定相应细化
的行为规范和标准；另一方面通
过舆论宣传、树立典型等营造人
性化护理的氛围，形成关爱老人
的风尚，让老人们开心体面地安
享“多彩夕阳”。

（据新华社上海2月1日电）

养老院、床位、护工等基础养老
服务与设施的数量，已然不能成为
养老供需平衡的唯一尺度，否则“养
者”的好意未必就能换来“被养者”
的满意。

——量的不均衡伴有质的不理
想。当前老百姓最期盼的是“盆景”
如何尽快变成“森林”。以老年助餐
为例，目前的供给模式服务到8.1万
老年困难人群，但上海市仅80岁以

上户籍老人就有80多万，同时公共
服务不均衡、饭菜质量不理想、供给
方式不丰富、配套政策不完善等问
题还比较突出。

——生活照料不等同心理满
足。养老机构间服务水平和质量参
差不齐，一般较低层次的养老机构
主要提供生活照料服务，医疗护理、
文化娱乐则相对较少，精神慰藉提
供得则更少。他在调研中听到不少

老人抱怨护理人员素质不高，缺乏
人性服务。

——服务内容与实际需求存
偏差。上海市政协针对养老问题
的专题调研中显示，长护险服务内
容确实存在与老年人实际需求之
间的矛盾，老年人迫切需要且最受
用的不仅仅是“喂饭、助浴”，“做
饭、洗衣”“买菜、买衣”等日常生活
服务同样重要。

“我腰不太好，每天护理人员上
门给老伴助浴，解决了大问题。”家
住浦东新区陆家嘴街道市新居民区
的江慧君介绍说，她66岁的老伴桂
国祥因受疾病困扰，行动困难、认知
紊乱，参加长期护理保险以来，每天
都有一名护理人员上门帮其洗澡，

“每次1小时只要自己掏6.5元，便宜
又方便。”

上海、重庆、广州和青岛等15个

城市从2016年下半年开始了长期
护理保险试点，着力解决失能老人
的长期护理保障问题。试点至今，
长护险收获了不少“使用感好”的评
价。“我们是2018年 3月提出申请
的，评估办理流程非常快，当月护理
人员就上门服务了。”江慧君说。

另外，对于很多年岁已高、腿脚
不便的独居老人来说，“下楼买菜，
上楼做饭”这件小事成了“天大的难

事”。为此，北京、上海、杭州等地都
开展了老年助餐服务。以上海为
例，从2008年起至2017年底，已建
社区老年助餐服务点815家，解决
了8万余名老人吃饭难的问题。住
在黄浦区西成里居民区86岁的阿
婆赵宁新，每天早上子女上班前会
把她送到社区的托老所里，中午就
和老伙伴们一起吃老年餐，“空调暖
暖的，饭热乎乎的。”

生活观察

从一次澡、一顿饭、一张床看养老成绩单

“好意换不来满意”，养老服务暴露三大问题

养老不是管饱，“增量”与“走心”一个都不能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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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老龄化加速，全国各地围绕养老展开了诸多实践：
老年助餐服务、公私并举的养老机构、多地试点的长期护理保险
……它们构筑起的基础养老服务体系解决了不少养老问题。

在上海两会期间，养老话题亦是备受关注。不少代表委员
称，现有的养老服务还远未达到“高质量”，既要通过增设养老
院、床位、护理人员等“硬件”，也要通过增添人性化、多元化服务
等“软件”，来满足目前的养老新需求。

审核理念更重信息披露 明确企业上市时间预期

中国A股注册制怎么试点？

制图/陈海冰

做实配套规划，完善政策链条
合力解决“入园难”问题

尽管存在种种困难，但各地在加强城镇小

区配套幼儿园建设和使用方面，也累积了不少

有益经验。

比如广州，自2016年开始，对于新建幼儿

园，要求与首期建设的居民小区同步规划、同

步设计、同步建设、同步验收；对于历史遗留幼

儿园，分类处理，一案一册，梳理出159所小区

历史遗留配套幼儿园的建设和移交责任方，并

提出有针对性的处理意见和操作指引。

在山东，教育行政部门被吸收进入各级城

乡规划委员会，以县为单位制定学前教育发展

规划和幼儿园总体布局规划，规划主管部门负

责将幼儿园建设纳入城乡公共服务设施配套建

设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和居住区规划，确定每所

幼儿园具体位置、建设规模和完成时限等。按照

服务半径原则上不大于300米、每3000至5000

人口居住区设置1所6个班以上规模幼儿园。

吕玉刚说，下一步，教育部将与住建部、发

改委、民政部、自然资源部等部门密切配合，加

强协调，推动各地认真贯彻落实通知要求，逐级

做好部署落实。今年6月底前，各省区市都要

制定小区配套园建设管理办法。

（据新华社北京电）

外交部：

中方赞赏欧洲国家
为维护伊核协议作出的努力

新华社北京2月1日电（记者侯晓晨）针对法
国、德国和英国宣布建立对伊朗“贸易结算支持机
制”，外交部发言人耿爽1日表示，中方高度赞赏
欧洲国家为维护伊核协议作出的努力。

1月31日，法、德、英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宣
布建立对伊朗“贸易结算支持机制”。这是在美国
单方面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后，欧洲国家采
取实际行动继续落实伊核协议的重要举措。

耿爽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说，中方高度赞赏
欧洲国家为维护伊核协议作出的努力，支持建立对
伊朗“贸易结算支持机制”。这充分体现了欧方坚持
多边主义的决心。中方坚定支持欧方与伊朗继续合
作，推动该机制尽快运作起来，并对第三方开放，促
进国际社会与伊朗正常经贸合作。我们也坚定支持
欧盟牵头维护伊核协议的政治和外交努力。

耿爽说，中方一贯主张，伊核协议是多边主义
重要成果，也是联合国安理会核可的国际协议，应
当得到全面、有效执行。这有利于中东和平稳定
及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符合国际社会共同利益。
我们希望相关各方都能从大局和长远出发，坚持
政治外交解决方向，共同维护这份协议。

上海破产法庭成立
新华社上海2月1日电（记者黄安琪）上海法院

的专门破产审判机构——上海破产法庭于1日正式
成立。破产法庭旨在更好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
积极稳妥地处置“僵尸企业”，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
展，为社会大局稳定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上海破产法庭管
辖上海市辖区内区以上（含本级）工商行政管理机
关核准登记的公司、企业的强制清算和破产案件
（上海金融法院、上海铁路运输法院管辖的破产案
件除外）、衍生诉讼案件、跨境破产案件以及其他
依法应当由其审理的案件。

上海破产法庭将紧紧围绕依法处置“僵尸企
业”，促进市场主体有序退出和困境企业救治的任
务，依法开展破产清算、重整、和解案件的审理工
作，加强债权人权益保护，优化市场资源配置，防
控化解金融风险，在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保持社会
稳定、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上发挥积极作用。

贵州黔南多名干部
参与打麻将赌博被处分

新华社贵阳2月1日电（记者蒋成）在党校学
习期间擅自离校外出打麻将赌博、通过网络麻将
App赌博……近日，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
州纪委监委通报5起干部参与赌博的典型问题，
10名干部被处分。

根据通报，2018年10月30日，黔南州事业
单位登记管理局副局长赵再丽在州委党校学习期
间擅自离校到都匀市育英巷某居民楼内打麻将赌
博，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2018年3月以来，平塘县中等职业学校教师
王伦仙、平塘县水利水电规划设计中心专业技术
人员石玉慧多次通过某网络麻将App软件进行
赌博。两人受到警告处分。

2018年9月14日，龙里县中医院副院长赵
祖峰、县中医院临时管委会副主任赵勇、县中医
院主治医师王明华、县中医院安保人员冉茂华
4人在龙架山森林公园某农庄内打麻将赌博。
赵祖峰、赵勇受到政务警告处分，王明华、冉茂
华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2月1日，观众在展览上拍摄的一件工艺品。
当日，“百猪送福——己亥新春传统工艺精品

展”在福建省福州市开展。展览展出以“猪”为题
材的各类工艺品。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 摄

1月31日，在山东临沂红云小镇，工作人员在
雪后清扫道路。春节临近，各地张灯结彩，喜迎佳
节。 新华社发（武纪全 摄）

灯笼红 年味浓

“百猪送福——己亥新春
传统工艺精品展”在福州展出

新
华
社
发

新
华
社
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