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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纲：中国将继续推动金融业开放
央行将继续实施稳健货币政策，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证券时报记者 孙璐璐
10 月 17~19 日， 二十国集团
（
G20）财政和央行部长级和副手级
会议、第 40 届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
会（
IMFC）会议先后在美国华盛顿
召开，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副行长陈
雨露出席会议。
易纲在上述会议上介绍了中国
经济形势，表示尽管面临下行压力，
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经济结构
继续优化。 人民银行实施稳健的货
币政策， 进一步深化利率市场化改
革，货币信贷平稳增长，市场利率低
位运行。人民币汇率维持基本稳定。
部分中小银行风险得到果断处置和

及时化解。 人民银行将继续实施稳
健的货币政策， 为经济高质量发展
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易纲还表示， 近年来多边贸易
体系遇到严峻挑战， 中方愿与各方
合作， 共同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多
边贸易体系。 中国将继续推动金融
业开放， 包括取消外资金融机构的
股比限制， 为中外金融机构提供平
等的竞争环境。 中方将与各方共同
努力，推动相关改革，使基金组织份
额能够客观反映国际经济格局的现
实情况。
IMFC 会议指出，4 月以来全球
增长持续放缓， 预计今年全球经济
增速为 3%，明年增速将回升，但前

景高度不确定。在政策空间有限、债
务水平高企并上升、 金融脆弱性居
高不下的背景下， 全球经济面临的
风险偏向下行，主要包括贸易摩擦、
政策不确定性及地缘政治风险。
近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IMF） 再次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
期，预计经济增长率将降至 10 年前
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平。 IMF 警
同步放缓”，今
告称，全球经济正在“
年只会增长 3％， 低于去年预测的
3.9％。IMF 在声明中表示，贸易壁垒
增加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继续
削弱经济增长。对于美国、欧元区和
日本等全球一些最大的经济体，
IMF 认为其未来 5 年的增长前景没

有改善。
尽管中国经济也面临着下行压
力， 但相比于其他国家的形势则相
对较好。 据媒体报道，IMF 亚太部副
主任肯尼思·康表示，中国仍然是全
球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2019 年
的贡献率达到 40%。 中国到目前为
止的政策足以使经济增长在 2019~
2020 年保持稳定，可以应对现有的
外部不确定性以及经济放缓压力。
中国坚持灵活的汇率政策及加速金
融市场的开放对经济发展有益，不
仅能够吸收风险， 同时也给政策制
定者更大的调整空间， 也有利于吸
引外资进入中国。
面对当前复杂的全球经济形

势，IMFC 会议强调， 各方应实施所有
恰当的政策，以化解风险、提高韧性、
并支持增长。 应使用财政空间来支持
需求。 对需采取财政整顿以确保债务
可持续性的国家， 应采取良好设计、促
进增长、 并确保民生目标的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应确保通胀趋向目标并稳固
通胀预期。会议同意继续监督金融脆弱
性和金融稳定面临的风险，并在必要时
加以应对，包括运用宏观审慎工具。
IMFC 会议呼吁减少政策不确定
性并加强国际合作。 自由、公平和互利
的货物和服务贸易及投资是增长和就
业的关键引擎。 需解决贸易摩擦，支持
世界贸易组织进行必要改革以完善其
运行。

上交所副总经理徐毅林：

预计11月上旬科创板上市企业数量将达50家
证券时报记者 朱凯
10 月 20 日， 第六届世界互联
网大会在浙江乌镇开幕。 上海证券
交易所副总经理、 上交所技术有
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徐毅林表示，
上交所将大力推动行业标杆、龙

头企业来科创板上市，积极推动红
筹企业上市、分拆上市等政策尽快
落地。 徐毅林预计，按照目前的审
核进度估算，到今年年底，提交证
监会注册的科创板企业有望超过
100 家。
徐毅林介绍，科创板 7 月 22 日

正式开市， 开市以来上市企业数量
不断增加，截至 10 月 18 日，上交所
已受理 165 家科创板申报企业，已
上市 34 家， 融资金额共 421 亿元。
他表示，上交所将坚守科创板定位，
增强科创板的包容性和适应性，落
实好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注册制，

把好入口和出口两道关。 未来将进
一步压实发行人和中介机构责任，
不断提高审核问询质量， 激活退市
制度。 徐毅林表示，预计 11 月上旬
科创板上市企业数量将达到 50 家，
今年底科创板企业报会注册数量有
望达到 100 家。

徐毅林指出， 上交所以多种措施
保持科创板上市持续供给， 进一步提
高市场覆盖面和承载力， 包括加强对
科创企业的发行上市培训服务， 大力
推动行业标杆企业、 龙头企业来科创
板上市，积极推动红筹企业上市、分拆
上市等政策尽快落地。

输血+造血 深交所助力脱贫攻坚战
证券时报记者 张婷婷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深交
所多措并举， 助力全面打赢脱贫攻
坚战。党的十八大以来，深交所将脱
贫攻坚工作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抓紧
抓实，紧扣中心、服务大局，发挥优
势，突出创新，夯实组织保障基础，
落实资本市场扶贫举措， 精准实施
民生扶贫、教育扶贫、金融扶贫、产
业扶贫， 并把对口帮扶地区作为培
养干部的重要阵地。
深交所的扶贫成效先后得到国

务院扶贫办、中宣部、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和甘肃省政府的肯定和推广，
扶贫干部被甘肃省政府授予 “
脱贫
攻坚先进个人”称号。
深交所于 2013 年 5 月开始对
甘肃省武山县、2016 年 7 月开始对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麦盖提县进行定
点帮扶， 是证监会系统唯一承担两
个贫困县定点帮扶任务的机构。 据
记者了解，截至目前，深交所为两县
直接投入资金 5860 万元，引导市场
主体投入资金 36 亿元， 武山县、麦
盖提县贫困发生率分别下降至

1.53%和 0.07%， 累计减贫 15.5 万
人，扶贫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资本市场作为市场化程度最
高、最为活跃的金融市场，在资金、
技术、人才方面具有优势。深交所深
入落实资本市场帮扶措施， 引导资
金支持贫困地区经济发展。 落实贫
困地区企业上市培育和上市挂牌绿
色通道政策， 共有 9 家贫困地区企
业在深交所挂牌上市， 募集资金
61.53 亿元。落实扶贫专项公司债券
政策， 发行贫困地区公司债券 22
只，发行金额 121.8 亿元。

深交所深入落实 “
两不愁三保
障”目标要求，精准实施系列民生扶
贫项目。在甘肃武山县投入 1200 万
元实施危房改造项目， 惠及 800 多
户贫困群众和残疾人家庭； 在新疆
麦盖提县投资 160 万元建设 20 个
净水站，使 7000 多名村民告别苦咸
水， 彻底解决了当地群众饮水健康
问题，进一步巩固民族团结基础。
同时， 深交所创新金融扶贫工
作机制。 为解决贫困地区中小企业
和农户生产经营融资难、 融资贵问
题，深交所联合中国建设银行、中国

扶贫基金会， 在甘肃武山县创新推出
了“
深银通”“
深农惠”两个产品，截至
目前，“
深银通”项目共对 14 家企业提
供贷款支持 35 笔， 累计放贷 1.03 亿
元，有力支持当地经济发展。
既授人以鱼，同时授人以渔，深交
所坚持“
输血”、“
造血”相结合，因地制
宜引进产业扶贫项目。 向麦盖提县捐
资 800 万元创造性实施“
铁畜”养殖扶
贫项目， 与中国证监会共同协调恒大
集团捐资 5 亿元在麦盖提县试点安格
斯肉牛养殖， 引进龙头企业带动武山
县农业提质增效，均产生良好成效。

（上接 A1 版） 二是企业类型更加
多元。科创板设置了多套上市标准，
允许未盈利、 特殊股权结构和红筹
等类型企业发行上市。目前，在审企
业中已有 10 家未盈利企业、2 家特
殊股权结构企业和 1 家红筹企业，
相信不久就会有相关企业上市交
易。三是基础制度更加市场化。建立
了以机构投资者为参与主体的询
价、定价、配售等机制，大幅放宽涨

跌幅限制，优化了融资融券、并购重
组、 退市等制度安排。 从实施效果
看， 上述制度安排提升了资源配置
效率，初步经受住了市场考验。
李超指出， 证监会已制定了全
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总体方案，下一
稳中求进、做好协调、能办
步将按照“
快办”的原则，加快推动落实落地。在
支持科技创新方面， 将紧紧抓住多
层次市场体系和服务体系建设这条

主线，进一步完善制度机制安排。
一是充分发挥科创板的试验田
作用。把握好科创板定位，落实以信
息披露为核心的注册制。 出台再融
资、分拆上市等制度规则，细化红筹
企业上市有关安排， 吸引更多优质
科创企业上市。在综合评估基础上，
总结可复制推广的经验。
二是加快创业板改革。 聚焦深
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

区，推进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
完善发行上市、并购重组、再融资等
基础制度， 进一步增强对创新创业
企业的制度包容性。
三是深化新三板改革。 通过完
善分层管理、改进交易机制、优化投
资者适当性要求等， 改善市场流动
性水平，提升投融资功能，更好服务
中小企业发展。
四是推动完善创业投资 支 持

政策。 健全私募投资基金管理法规制
度， 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服务创业投
资的相关鼓励政策， 引导私募股权投
资基金加大对科技创新企业的资金支
持力度。
五是着力构建高质量中介服务体
系。 督促中介机构归位尽责，推动形成
合规、诚信、专业、稳健的行业文化。 建
设高水平一流投行， 为科技创新提供
有针对性的优质服务。

英国脱欧再现波折
本周迎关键投票
证券时报记者 吴家明
脱欧，果然成了“
拖欧”。
英国议会在当地时间 19 日召开特别会议，
对英国首相约翰逊 17 日与欧盟达成的新脱欧
协议进行表决，这是英国议会近 40 年来首次在
星期六开会。只是，最终结果也让期待在“
超级星
期六”看到脱欧终结战的观众们的心思落了空。
当地时间 19 日晚上 10 时， 英国议会下院
投票以 322 票赞同、306 票反对通过一项关键
修正案，迫使首相约翰逊寻求再度推迟脱欧，原
定在当天就脱欧协议进行投票也因修正案的通
过而被取消，新的表决时间或为本周一。 此外，
该修正案还自动触发了早前通过的另一项法
案，要求首相必须向欧盟申请延期脱欧。
按照这一项法案，约翰逊必须在 19 日当天
向欧盟申请延迟脱欧至 2020 年 1 月 31 日，但
约翰逊此前曾多次强调， 无论如何都将引领英
国在 10 月 31 日如期脱欧。最终，约翰逊被迫去
信欧盟要求延迟脱欧， 但他的一个神操作让市
场傻眼： 约翰逊本人并未在这封官方申请信上
亲笔签名， 并同时附上了一封反对延期的私人
亲笔信。 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随后在推特上
表示，他收到了英国方面提出的延期申请，延期
时间为 3 个月至 2020 年 1 月 31 日。
在另外一封反对延期的私人亲笔信里，约
翰逊阐述延期脱欧并非正确的解决办法， 希望
欧盟不要同意延期。公开信息显示，约翰逊在信
中称任何进一步的拖延都具有严重破坏性，并
将损害英国和欧盟伙伴的利益， 他仍会推进英
国在 10 月 31 日脱欧。分析人士预测，约翰逊可
能最快在本周一就把脱欧协议相关立法内容提
交议会审议， 以推动议会尽快投票表决新脱欧
协议。
而在英国议会通过修正案迫使约翰逊寻求
推迟脱欧后，各方的反应不一。法国总统马克龙
表示，协议已经谈成，现在是时候让英国议会表
态接受或者拒绝协议。欧盟则表示，英国政府需
要尽快通过关于脱欧的下一步行动。
约翰逊
英国工党二号人物麦克唐纳表示，“
是一位藐视议会和法院的首相， 拒绝在申请信
上签字的行为只是确认了我们对他一直以来的
怀疑——
—他对于应享权利的傲慢之感让他以为
自己可以超越法律、逃脱追责。”据悉，延后脱欧
需要欧盟国家一致同意方能过关。 海外媒体的
信源称， 欧盟不同意延期的可能性非常之小，
但他们也许会等到英国议会本周的投票之后
再宣布。
其实， 脱欧的主要争议在怎样处理爱尔兰
与北爱尔兰边界问题。根据新版脱欧方案，北爱
尔兰在法律意义上留在英国关税区内， 但在关
税和配额等方面需要遵守欧盟贸易规则； 在爱
尔兰和北爱尔兰之间，不设立硬边界，但在英国
和北爱尔兰海域，有一条软的海关边界。 此外，
新协议还纳入一项机制， 允许北爱尔兰地区批
准或拒绝脱欧协议中的安排， 即当地议会可以
在 2020 年过渡期结束的四年后就脱欧安排进
行投票。如果同意目前的安排，那就再延长 4 年
或 8 年，直到下次表决。 如果不同意，则将进入
两年冷静期，欧盟、英国、北爱方面讨论新的替
代方案。
有分析人士表示， 虽然目前约翰逊致力于
推动英国快速脱欧， 已经比之前的脱欧进展更
进一步，导致欧元和英镑都出现回涨，但脱欧的
前景依然困难不断，10 月底前顺利脱欧的不确
定性仍非常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