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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板相关税收政策近期或将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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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行动” 助返乡农民工就业

时报观察

In Our Eyes

深交所战略规划纲要提出

未来三年将大力推进创业板改革

形成领先的创新支持市场体系、创新资本生态圈、市场监管与风控体系及市场基础设施和制度体系

证券时报记者 吴少龙

深交所日前发布了 《深圳证券交

易所发展战略规划纲要 （

2018-2020

年）》， 明确未来

3

年将大力推进创业

板改革， 针对创新创业型高新技术企

业的盈利和股权特点， 推动完善

IPO

发行上市条件，扩大创业板包容性。同

时，全面提高科技监管能力，到

2020

年， 一线监管的适应性更强， 风险监

测、预警和应急处置能力进一步提升。

纲要明确了深交所未来

3

年的发

展目标， 即形成领先的创新支持市场

体系，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占比、中小

创企业成长性领先全球新兴市场；形

成领先的创新资本生态圈， 重点区域

覆盖率、 创新产业链覆盖率和行业组

织话语权适应实体经济发展需要；形

成领先的市场监管与风控体系， 投资

者满意度和重大风险防控率持续改

善； 形成领先的市场基础设施和制度

体系，市场绩效、规则完备性与核心系

统安全性等指标领先全球。

为实现上述目标， 深交所围绕市

场体系建设、 国际化布局和综合能力

建设等三个方面， 明确了未来

3

年的

重点工作：

一是大力推进创业板改革， 优化

多层次市场体系。 深交所将以促进深

市多层次市场健康发展为主线， 推动

形成特色更加鲜明的市场体系， 突出

新经济新产业特征， 针对创新创业型

高新技术企业的盈利和股权特点，推

动完善

IPO

发行上市条件，扩大创业

板包容性。

二是完善深市产品体系， 实现股

票、 债券、 基金和衍生品市场均衡发

展。加大固定收益产品发展力度，丰富

债券市场交易品种。 研究推进

REITs

产品试点， 形成具有深市特色的

RE－

ITs

板块。 推动深市股票

ETF

期权成

功试点， 形成以场内标准化产品为核

心的衍生品体系。 打造一站式资产配

置平台，构建“

1+2

”指数格局。 逐步形

成种类齐全、功能齐备、结构合理、风

险可控的产品体系。

三是全力以赴打好三大攻坚战：

建成统一的风险监测预警平台， 打好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 充分发挥

深交所资源配置功能，推动节能、环保

绿色企业做优做强， 助力打赢污染防

治攻坚战；依托深交所资源优势，深入

贯彻落实证监会 《关于发挥资本市场

作用服务国家脱贫攻坚战略的意见》，

多渠道履行脱贫攻坚社会责任。

四是坚持市场化导向， 完善市场

基础运行机制。既要通过优质服务，大

力支持上市公司规范发展， 提高上市

公司质量，又要依法严格退市，实现优

胜劣汰，增强市场活力。

五是推进交易技术的标准化、产

品化，提高深交所国际化水平。建设跨

境资本服务平台，深化深港市场合作，

探索“一带一路”沿线企业和金融机构

跨境投融资， 全面提高深交所国际化

水平。结合深交所实践经验，从交易系

统、市场监察、金融数据交换等角度，总

结出一套有中国特色、操作性强、普适性

广的标准技术体系， 推进深交所交易技

术的产品化、国际化，更好实现交易所技

术和能力输出。

六是主动拥抱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

现代科技，全面提高科技监管能力。着力

加强统筹布局， 健全完善风险监测和预

警平台机制， 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

坚战。 推进新一代互联网应用平台和新

一代信息平台规划建设， 建成大数据中

心， 实现主要监管活动的科技化、 智能

化。依托金融科技研究发展中心平台，推

进金融科技的创新研究和运用， 提升金

融科技自主掌控能力。

七是建成全国在地化服务网络，吸

引标杆型创新企业上市。 充分发挥深交

所培育、培训、研究、产品、信息服务等资

源优势，积极做好战略、服务对接工作，

为企业集团提供全链条服务解决方案。

聚焦标杆重点， 着力吸引一批优质企业

进入深交所。

春节的脚步临近，随着各地劳务大军的陆续回归，各地以促进转移就业、支持返乡创业、助力增收脱贫的“春风行动” 招聘会也陆续拉开了序幕，安徽六安、湖

北黄冈、贵州黔东南等地的“春风行动” 招聘会已吸引成千上万群众应聘。据人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人社部、国务院扶贫办、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等四部门将于2

月20日至3月30日在全国开展“2018年春风行动” ，服务对象是有就业创业意愿的农村劳动力、农村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和有用工需求的用人单位。 图为2月11

日，重庆市永川区“春风行动” 专场招聘会现场。 东方 IC/供图

1月新增信贷大概率创新高

为何银行仍感额度紧张？

证券时报记者 孙璐璐

1月金融数据将于近日公布，作为

传统的“保留节目” ，市场此前已纷纷

预测今年首月新增信贷数据。 仔细观

察不难发现， 此预测呈现出先低后高

的转变： 先有机构预测今年 1 月新增

信贷或大幅低于去年同期， 约 2 万亿

左右的水平；随后市场风向大变，不少

研究机构纷纷认为今年 1 月新增信贷

会创历史新高，达到 2.7 万亿～2.8 万

亿元左右。

更有意思的是， 伴随着当前市场

普遍的 1 月新增信贷创新高预期，来

自一线的银行信贷人员却大都感觉今

年的贷款额度格外紧张。 记者询问过

不少地区的银行信贷部门人士， 额度

紧确实是大家的同感， 一位西北地区

的大行高管甚至表示， 最近其辖内一

半以上的二级分行的行长都亲自到省

分行要额度。 这不免让人疑惑，既然 1

月新增信贷大概率再创历史新高，达

到天量的 2.7 万亿～2.8 万亿左右的

水平， 为何银行仍感觉今年的贷款额

度格外紧张呢？

记者认为，新增信贷或创新高与

信贷人员感觉额度格外紧张并不矛

盾。 这两种情况之所以能同时存在，

与去年以来金融去杠杆政策下，表外

融资需求被迫回表寻求贷款资金支

持有关。一直以来，各家银行在年初都有

“开门红”冲规模的传统，各类大型融资

项目会在年初集中放款，因此，1 月份的

新增信贷数据有定调全年走势的标杆性

意义。特别是当前我国经济企稳向好，企

业和居民的融资需求旺盛，“嗷嗷待哺”

的融资需求碰上有限的贷款规模，即便

银行想尽办法多给年初留些信贷额度，

在庞大的融资需求面前也仍然僧多粥

少，信贷人员感觉额度紧也就再自然不

过了。

不过， 今年有个特殊情况会让信贷

人员感觉额度格外紧———“一行三会”

合力推动金融去杠杆， 各类监管政策打

压表外业务、影子银行的无序扩张；过去

表外融资可以分流一部分表内信贷额度

短缺的压力，如今通道业务、表外业务大

为受限后， 原本可以走表外融资的项目

也不得不回表内寻求贷款资金， 这便加

剧了供求失衡的局面。

因此， 额度紧张主要是银行压缩表

外业务、融资需求回表寻求资金所致，这

实际上符合金融去杠杆的初衷。 但如果

1 月新增信贷数据创新高， 实则也说明

为减少金融严监管对实体经济的负面冲

击， 央行对年初银行新增贷款同比大幅

多增抱有更高的容忍度。 然而不可否认

的是，受制于资本金、存款规模等指标的

限制， 新增贷款的持续高速增长不仅对

银行来说不现实， 对整个社会的融资结

构而言也与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市场的政

策目标和趋势背道而驰。金融去杠杆下，

银行表内信贷大幅增长可以作为一种过

渡性的短期应对措施，但长久来看，银行

自身还是应增强“内功” ，充实资本金并

拓宽负债端来源，监管部门也应为债市、

股市等直接融资市场的发展壮大提供有

利的政策环境， 切实解决融资需求与融

资渠道错配的失衡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