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究扩大交易所债券市场对
外开放，拓展境外机构投资者进
入交易所债券市场的渠道

推动修订QFII/RQFII 制度规
则，进一步便利境外机构投资者参
与中国资本市场

按内外资一致原则，允许合资
证券和基金管理公司的境外股东
实现“一参一控”

合理设置综合类证券公司控
股股东的资质要求，特别是净资
产要求

适当考虑外资银行母行资产规模
和业务经验，放宽外资银行在华从事
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的准入限制

全面推开 H
股“全流通”改革

持续加大期货市
场开放力度，扩大特定
品种范围

放开外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管理人管理的私募产品参与“港
股通”交易的限制

研究制定交易所熊猫
债管理办法，更加便利境
外机构发债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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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重磅举措将助推中国资本市场开放
证监会主席易会满13日在陆家嘴论坛上宣布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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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
——记者再走长征路

13日，曾孕育了新
中国证券市场的黄浦
江畔，再次打响中国资
本市场制度创新的发
令枪——科创板正式
开板！

作为金融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
措，扬帆起航的科创板
不仅将为充满生机的
科技创新企业提供直
接融资支持，更将成为
一片“试验田”，引领全
球第二大资本市场开
启新一轮改革征程。

开板！科创板在上海扬帆起航

助力科技创新
科创板扬帆起航

2018年11月5日，国家主席习
近平在上海举行的首届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将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

2019年6月13日，同样在这座
金融中心城市，“第十一届陆家嘴论
坛”现场，科创板正式开板。

200多天日夜兼程，呱呱坠地、
朝气蓬勃的科创板向全球昭示了中
国通过增量改革助力科技创新的决
心和信心。

1月30日，证监会发布《关于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
注册制的实施意见》；

3月1日，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
管理办法、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以
及上市审核规则、发行与承销实施办
法、股票上市规则、股票交易特别规
定等一系列制度规则正式“落地”；

3月18日，发行上市审核系统正
式“开工”，标志着科创板向科创企业
敞开大门，同月22日首批获受理企
业亮相；

6月5日，首批三家企业获上交
所科创板上市委员会审议会议通过
……

来自上交所的最新统计显示，截
至6月12日，科创板发行审核系统
累计受理122家企业的首发申请，其
中102家已问询。6家已通过上市委
审议会议的企业中，3家的状态变更
为“提交注册”。13日当天，科创板
上市委举行第三次审议会议。公告
显示，未来8天内还将有五批企业相
继接受上市委审议。

这也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科创企
业正整装待发，期待在科创板这艘中
国资本市场的新“旗舰”上完成精彩

“首秀”。

“包容”姿态拥抱科创企业
开放透明提高市场韧性

在科创板诞生之前，年轻的新中
国资本市场已经拥有值得骄傲的资
本。3639家上市公司，逾52万亿元
总市值，规模稳居全球股票现货市场

“第一方阵”。
在沪深交易所成功运行近三十

载的基础上，以增量方式全新打造科
创板，究竟有何深意？

中国经济正从高速增长转向高
质量发展，从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
动。对于“调速换挡”的中国经济，科
技创新不仅是未来最重要的发力点，
也是最值得期待的增长点。在新旧
动能转换的关键期，如何护航科技创
新已经成为金融领域特别是资本市
场亟待破解的课题。

纵观全球，高效的资本市场已经
成为培育科技创新的“土壤”。在美
国股市，包括微软、苹果在内，市值排
名前10位的上市公司中互联网和信
息技术企业占据了半壁江山。

此前，一批中国经济增长中最具
代表性及最具创新实力的企业缺席
了A股市场。如今，科创板成为资本
市场补齐支持科技创新“短板”的求
解之道。

为科技创新企业“量身定制”的
科创板，设立了5套上市标准，用“包
容”姿态拥抱处于不同成长阶段、拥
有不同股权架构的科创企业，通过打
通直接融资渠道为拥有引领性、突破
性核心技术的企业“助跑”。

正因为“新”，科创板在起步之初
难免波动和争议，其“成色”也等待开
板后的市场检验。

不过在业界看来，科创板成功与
否的标志，并不在于股价或指数的涨
跌，而在于创新的发行方式能否激发
企业的活力，市场化的定价机制能否
实现质价相符，令资本市场真正发挥
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

打造资本市场“试验田”
引领改革新征程

“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是
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开放的基础制度
安排，是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促进科技与资本深度融合、引领
经济发展向创新驱动转型的重大举
措。”证监会主席易会满在陆家嘴论
坛上说，将坚持以增量改革带动存量
改革，充分发挥科创板的改革试验田
作用，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以
此带动资本市场全面深化改革，努力
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
有韧性的资本市场。

多家科创板申报企业也表示，注

册制改革的推进，有助于让更多代表
经济转型方向的中小企业、成长型企
业获得与大企业平等的融资机会，从
而极大提升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
的能力。

不仅仅是注册制。允许存在未
弥补亏损、未盈利企业上市，允许红
筹企业及存在表决权差异安排等特
殊治理结构的企业上市，引入以机
构投资者为主体的市场化询价机
制，探索压实中介机构责任的资本
约束机制，上市后5个交易日不设
涨跌幅限制、后续涨跌幅限制扩大
至20%，实施与国际接轨的股权激
励机制，建立最严退市机制……科
创板在诸多环节大胆创新、率先试
水，空前的改革力度让市场耳目一
新，充满期待。

滔滔江水，奔流入海。走过近
30年风雨的新中国资本市场，在上
海这座创新之城书写新的篇章。市
场各方期待，在科创板这片“试验田”
里形成的可复制、可推广经验，将通
过增量带动存量的方式，引领中国资
本市场走上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征
程。 （据新华社上海6月13日电）

新华社杭州6月13日电（记者
朱涵）科技部火炬中心13日在全国
双创活动周杭州梦想小镇主会场发
布《中 国 创 业 孵 化 发 展 报 告
2019》。该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
底，全国创业孵化机构总数达到
11808家，在孵企业和创业团队人
数达395万人，创业带动就业作用
进一步发挥。

科技部火炬中心孵化器管理处
处长陈晴说，当前孵化服务精细化
和专业化程度在逐步增加，在孵企
业的科技含量和质量在同步提升，

已形成主体多元、类型多样、业态丰
富的发展格局。

数据显示，截至 2018 年底，
全国在孵企业和团队 62 万个，创
业孵化机构运营收入为 646.2 亿
元，在孵企业拥有有效知识产权
超 过 65.6 万 件 ，其 中 发 明 专 利
10.6万件。

据了解，《中国创业孵化发展报
告》由科技部火炬中心和首都科技发
展战略研究院联合编撰，自2017年
开始出版，旨在展现中国创业孵化发
展全貌。

上万家创孵机构
带动395万人创业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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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杭州6月13日电 6月
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在浙江杭州出席2019年
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并发
表重要讲话。

李克强来到“双创”主题展区，
走向一个个展台，观看大学生创新
创业大赛优秀成果，详细了解视联
网、数字化制造、海洋潮流能发电、

人工饲料工厂化养蚕、生物医药等
方面创新成果，与中外创客交流。
对年轻创客提出的“我敢闯、我会
创”，李克强表示肯定。

李克强指出，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实质是通过改革解放和发展生产
力，调动亿万市场主体积极性和社会
创造活力，更大限度激发每个人的潜
能潜质。近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
保持平稳运行。虽然当前面临复杂
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但中国经济有韧
性，韧性植根于近14亿人的勤劳与
创造，“双创”是个重要支撑，依靠更
大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社会创造力，
可以顶住经济下行压力，保持中国经
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

李克强指出，“双创”是创新发

展的重要抓手。中国经济发展到
今天，必须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双
创”聚众智、汇众力，利用“互联
网+”平台，促进了新动能加快成
长，这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巨大潜力
所在。要鼓励创投、风投基金为

“双创”加油助力。“双创”还可拓展
社会纵向流动通道，为更多人尤其
是“草根”创业者提供发展平台，使

他们通过拼搏实现人生价值，创造
社会财富，这有利于实现机会公
平，推进市场繁荣。要推动“双创”
提升质量，创业创新者要弘扬企业
家精神、工匠精神、专业精神，脚踏
实地，从细微处做起，追求卓越，把
精妙创意变成现实，以受消费者欢
迎的产品和服务赢得市场，推动高
质量发展。

李克强在出席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时强调

让“双创”更好稳就业促创新强动能

（据新华社上海6月13日电）

就个人信息出境安全评估办法
国家网信办公开征求意见

据新华社北京6月13日电（记者王思北）国家
互联网信息办公室13日就《个人信息出境安全评估
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根据意
见稿，个人信息出境应进行安全评估。经安全评估
认定个人信息出境可能影响国家安全、损害公共利
益，或者难以有效保障个人信息安全的，不得出境。

意见稿指出，个人信息出境前，网络运营者应
当向所在地省级网信部门申报个人信息出境安全
评估。个人信息出境安全评估重点评估是否符合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合同条款是否能够
充分保障个人信息主体合法权益；网络运营者或接
收者是否有损害个人信息主体合法权益的历史、是
否发生过重大网络安全事件等内容。网络运营者
应当建立个人信息出境记录并且至少保存5年。

6月13日，由中铁十一局集团承建的福（州）厦
（门）高铁湄洲湾跨海大桥启动移动模架现浇梁浇筑
施工。这是国内首孔40米大跨度移动模架现浇梁。

福厦高铁是福建省第一条时速350公里的
高铁，也是我国首条跨海高铁。 新华社发

国内首孔40米大跨度移动模架现浇梁启动浇筑

新华社杭州6月13日电（记者朱
涵、张泉）13日上午，10位来自全国的
老中青三代创新创业者代表在浙江省
杭州市梦想小镇一起写下“众”字，
2019年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
周正式拉开帷幕。

新一代高性能计算机突破密集型
计算冷却瓶颈、潮流能发电机组连续
发电并网超过两年、民营商业航天火
箭探索太空……在全国双创活动周杭
州梦想小镇主会场，从全国2200个项
目中脱颖而出的170余个项目重点展
示了我国创新创业的最新成果。

活动周期间，有关部门将围绕长三
角一体化创新合作、大学生创新创业、创
业就业服务、创业投资发展等主题，举办
系列专题活动。各级地方政府、“双创”
示范基地和各企业、高校、社会组织将结
合活动周主题和自身特点，举办成果展
示、群众竞赛、专业服务等特色活动。

自2015年以来，双创活动周先后
在北京、深圳、上海、成都成功举办四
届，形成了“北有中关村，南有深圳湾，
东有长阳谷，西有菁蓉汇”的双创品
牌。创新创业蓬勃发展，带动就业、汇
聚众智、拓展社会纵向流动渠道，为加

快培育新动能、不断提升我国经济的
创新力和竞争力打下更坚实的基础。

“创新创业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
融合，已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加
快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力量，在稳定
和扩大就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中
国科协主席万钢说。

据了解，本届双创活动周以“汇聚
双创活力、澎湃发展动力”为主题，于
6月13日至19日举行，设杭州“梦想
小镇”主会场和北京会场，全国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和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同步举办系列活动。

2019年全国双创活动周：

汇聚双创活力 澎湃发展动力
连日降雨，波涛汹涌。
村名叫渔翁埠，因渔民集聚而得名。“长征第

一渡”于都河的支流——濂江穿村而过，把村子分
在南北两岸。

“村头有渡口，是中央红军渡江的8大主要渡
口之一。”讲故事的郭庆发已71岁，他的爷爷叫郭
正堂，是85年前渔翁埠渡口的船工。1934年10
月，渡口和爷爷的渡船迎来一群特殊的“客人”，中
央红军红九军团从这里渡江开始长征。

“江面宽90多米，来回一趟要半个多小时。”郭
庆发也在渡口做过十多年船工，送乡亲过江赶集、
送学生上学。2005年，随着渡口建起渔翁埠大桥，
渡船逐渐消失，渡口出发的故事，却代代相传。

口口相传的讲述犹如一支画笔，共同勾勒出
当年渡河的剪影：伤病员乘船渡江，大部队从渡口
下游两三百米处涉水而渡，渡江后战士们就在屋
檐下休整，老乡怎么劝说也不进屋。

“一些伤势较重的战士，被乡亲们接走。”81
岁的黄大荣讲述的是奶奶陈招娣的故事。

距离渡口不远，85年前的田东村黄屋自然村
祠堂里，陈招娣带着乡亲们一起给负伤的红军战
士上药送饭，照料他们起居。1935年初，在敌军
来到村庄前夕，又把战士们秘密转移到附近山洞，
每隔两三天，冒着被杀头的风险进山照料。

渡口出发的故事，还经党史研究人员代代
相传。

“……搭了浮桥，这一工作由我负责，我有一个
大儿子在红三军团，他是在1934年重阳节第二天渡
过于都河的……”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副馆长
张小平的办公桌上堆满了各种和长征相关的书籍，
父亲张德美手写的30多本笔记，整整齐齐地码放在
里面，红色硬质、蓝色软皮，有的直接是稿纸。

上世纪60年代，在于都县委办做秘书的张德
美被抽调筹办革命历史纪念馆（中央红军长征出
发纪念馆前身），被那段历史深深吸引的他，从此
一头扎进和长征出发有关的走访和记录之中。从
将军到苏区老干部，从于都乡野到西北边陲，此后
近20年间，张德美走了大半个中国，访问了200
多个和长征有关的亲历者。

“要想红旗飘万代，关键教育下一代。”子承父
业的张小平守着“长征第一渡”已30余载，如今的
他主动向年轻人靠拢，纪念馆内秉承“红军脚穿草
鞋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迎来一个新中国”的理
念，用草鞋组成一幅中国地图，已成为寻访源头的
游客必拍的“网红”打卡标记。

于都河流淌千年，岁月冲刷，曾经的亲历者一
个个离去，正是这代代相传的讲述，拼出85年前
那场伟大转移的出发图景，记录下铭刻在历史亲
历者记忆深处的出发和离别，成为人们不忘初心，
探寻源头，缅怀曾经苦难与荣光的印记。

（新华社南昌6月13日电）

消失的渡船 不变的渡口

这是江西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园
内的“长征渡口”。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