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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设GDP增长目标

让经济政策更灵活

证券时报记者 黄小鹏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

，

首次没有公布

GDP

增长目标

，

引

起很大关注

。

受疫情影响

，

中国经济在第一季度遭遇了前所未

有的困难

，

第二季度虽然有所恢复但仍然面临很大的不确定

性

。 “

两会

”

召开前就有很多经济学家呼吁今年不必公布具体

的

GDP

增长目标

，

政府工作报告从善如流

，

社会各界认为这

体现了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

，

给予好评

。

设定年度

GDP

增长目标是中国的一个特色

。

很长一段时

间里

，

它对凝聚社会共识

、

稳定社会预期

、

鼓舞全社会发展经济

的士气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

不过

，

此次没有设定

GDP

增速目标

是因为全球疫情和全球经济的走向都面临着高度不确定性

，

经

济增长率非常难以预测

。

在这种情况下

，

根据实际情况动态调

整政策应对才是最优的策略

，

如果硬性规定一个目标

，

反而可

能让政策失去灵活性

。

在经济总体形势严峻的情况下

，

如果公

布一个脱离实际的目标

，

反而可能产生负面影响

，

出现一些为

了完成目标而不顾经济规律

、

不讲效率硬上投资项目的事情

，

也可能会导致统计数据弄虚作假

，

损害政府公信力

。

这些都与

高质量发展背道而驰

。

需要注意的是

，

不公布具体

GDP

增速目标是为了给经济

政策提供灵活性

，

而不是说今年经济活动不需要目标

，

陷入随

机漂移的状态

。

稳就业

、

保民生始终是最重要的政策目标

，

集

中精力抓好

“

六稳

”、

落实

“

六保

”，

稳住经济基本盘

，

以保促稳

、

稳中求进

，

是贯穿今年全年的工作思路

。

只要这个思路得到落

实

，

没有

GDP

目标

，

经济也会良性运行

。

从公布具体增长目标到具有弹性的区间目标

，

再到此次

因为特殊情况不公布目标

，

宏观经济管理的灵活性越来越高

。

有学者曾建议在常规情况下也不必公布官方目标

，

而改由民

间发布预测性目标

。

这种方式理论上讲灵活性更高

，

更有利于

经济工作者实事求是

，

把经济增长质量和人民实际生活水平

放在冷冰冰的

GDP

数字之前

。

今年的特殊情况给我们提供了

一个观察机会

，

看看不公布

GDP

目标具体会带来哪些变化

，

如果利大于弊

，

未来或许值得进一步研究推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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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证监会原副主席姜洋：

加快制定期货法 完善期货市场法律制度体系

证券时报两会报道组

全国政协委员、证监会原副主席姜洋

今年“两会”期间建议加快推进制定《期

货法》。

姜洋表示， 我国期货市场基础制度建

设已取得长足进步， 但由于期货市场法规

制度体系整体效力层级相对较低， 致使期

货市场发展的法治基础仍显薄弱。为此，姜

洋建议，加快推进制定《期货法》，进一步完

善期货市场法律制度体系。

首先， 期货交易是一种特殊的民商

事交易， 期货交易的缔约形式、 交易方

式、结算方式，特别是风险控制方式都有

显著的不同。 为了确保期货交易的效率

和安全， 期货领域创设了特有的风险控

制制度。 比如，结算机构介入合约双方以

“中央对手方”进行结算，期货交易所对

期货公司合约进行强制平仓等。 这些制

度多涉及交易双方的基础合同关系、基

本交易权利等， 有些可适用 《合同法》、

《民法通则》基本原则和相关规定，有些

则需要适用期货的特别法。 因此，制定《期

货法》 可将已为期货市场实践证明有效的

风险控制制度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 提高

其法律效力，更好地保障期货市场的安全，

实现期货市场长远健康发展。

其次， 期货交易是一种高风险的交易，

从境外期货市场看，投资者以合格的机构投

资者居多。 但我国期货市场具有以散户居多

的特点，投资者权益保障至关重要。 比如，要

求期货公司严格执行合格投资者制度；在期

货公司破产时，客户资产能够享受“破产隔

离”保护，免于司法强制执行；对于市场主体

实施内幕交易、价格操纵等违法行为，投资

者可提出民事赔偿等等。 这都需要法律做出

相应的制度安排。因此，制定《期货法》可均衡

配置不同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 合理设定相

关主体法律责任， 切实保障期货投资者的合

法权益。

再次， 我国期货市场要发展成为国际重

要商品的定价中心，必须加快对外开放。 对外

开放应有良好的法律环境、 完善的跨境监管

执法安排，而《期货交易管理条例》对此涉及

较少。 从境外发达期货市场的期货立法看，针

对市场开放、跨境监管问题，也多从法律层面

进行规定。因此，制定《期货法》可为期货市场

对外开放以及跨境监管提供法律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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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京开幕

习近平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等在主席台就座

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 栗战书主持大会

据新华社电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22

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开幕。 近

3000

名全

国人大代表肩负人民重托出席大会， 认真履

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神圣职责。

人民大会堂万人大礼堂气氛庄重， 主席

台帷幕正中的国徽在鲜艳的红旗映衬下熠熠

生辉。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 执行主席栗战书

主持大会。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执行主席王

晨、曹建明、张春贤、沈跃跃、吉炳轩、艾力更·

依明巴海、万鄂湘、陈竺、王东明、白玛赤林、

丁仲礼、郝明金、蔡达峰、武维华、杨振武在主

席台执行主席席就座。

习近平、李克强、汪洋、王沪宁、赵乐际、

韩正、 王岐山和大会主席团成员在主席台

就座。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应出席代表

2956

人。

22

日上午的会议，出席

2897

人，缺

席

59

人，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上午

9

时，栗战书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开

幕。 会场全体起立，高唱国歌。

栗战书在主持会议时说， 新冠肺炎疫情

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

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在抗击疫情的严峻斗争

中，一批医务人员、干部职工、社区工作者等

因公殉职，许多患者不幸罹难。我们对牺牲烈

士和逝世同胞，表示深切悼念。

随后， 全体与会人员向新冠肺炎疫情牺

牲烈士和逝世同胞默哀。

根据会议议程，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代表

国务院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 报告共分八

个部分：一、

2019

年和今年以来工作回顾；二、

今年发展主要目标和下一阶段工作总体部

署；三、加大宏观政策实施力度，着力稳企业

保就业；四、依靠改革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增

强发展新动能；五、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推动

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六、确保实现脱贫

攻坚目标，促进农业丰收农民增收；七、推

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稳住外贸外资基本

盘；八、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社会事

业改革发展。

李克强说，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

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遭遇的传播速度最

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公共

卫生事件。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坚强领导下， 经过全国上下和广大人

民群众艰苦卓绝努力并付出牺牲， 疫情防

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 当前， 疫情尚未结

束，发展任务异常艰巨。 要努力把疫情造成

的损失降到最低， 努力完成今年经济社会

发展目标任务。

李克强对

2019

年和今年以来的工作进

行了回顾：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经济结构和

区域布局继续优化； 发展新动能不断增强；

改革开放迈出重要步伐；三大攻坚战取得关

键进展；民生进一步改善。 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后， 党中央将疫情防控作为头等大事来

抓，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坚持

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 在

疫情防控中，我们按照坚定信心、同舟共济、

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总要求，抓紧抓实抓

细各项工作。

（下转A5版）

创业板发行承销规则出炉 制度包容性提升

证券时报记者 程丹

证监会昨日就 《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

券发行与承销特别规定》公开征求意见。 《特

别规定》主要制度复制科创板主要制度，并予

以优化，同时结合创业板存量改革特点，增强

制度安排包容度。 为提高发行效率，《特别规

定》仍允许公开发行

2000

万股（份）以下且无

股东公开发售股份的

IPO

项目直接定价发行。

《特别规定》复制了科创板主要制度，主

要包括将参与询价的投资者限定为基金公

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

者、信托公司、财务公司和私募基金管理人七

类专业机构投资者； 明确询价方式发行的

项目， 主承销商应当向网下投资者提供投

资价值报告； 允许参与询价的网下投资者

为不同配售对象最多提出

3

个报价； 询价

定价参考网下投资者报价中位数、 加权平

均数， 以及优先配售的机构投资者报价中

位数、加权平均数“四个值”；对战略配售不

设门槛，明确战略投资者的定义和要求，允

许高管员工通过设立资管计划参与战略配

售；对设置超额配售选择权不设门槛等。

同时，授权交易所制定具体指标。发行

人和主承销商确定发行价格时， 剔除最高

报价的具体要求和比例由交易所规定。 将

网下初始配售比例提高到与科创板一致，由

交易所根据创业板实际和测算情况确定网上

网下回拨比例。 沿用科创板及其他板块关于

向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

金、保险资金等优先配售的制度，由交易所设

定优先配售的具体比例。 借鉴科创板要求一

定比例网下配售股份设置限售期的做法，由

交易所明确具体限售股份比例。

《特别规定》对个别制度做了完善。 一是

在借鉴科创板关于发行定价超过“四个值”应

当发布投资风险提示公告规定的同时， 结合

创业板现行制度， 规定发行定价超过二级市

场市盈率、 境外市场价格也应当发布投资风

险提示公告。二是仍允许公开发行

2000

万股

（份）以下且无股东公开发售股份的

IPO

项目

直接定价发行，同时规定，直接定价的不得超

过同行业上市公司二级市场平均市盈率以及

境外市场价格， 尚未盈利企业也不得直接定

价， 以鼓励发行人通过市场化询价来确定发

行价格。三是增加两项备用制度：允许发行人

和主承销商要求网下投资者缴纳一定数量保

证金；如果网上网下投资者弃购数量较大，可

以就弃购部分向网下投资者进行二次配售。

证监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证监会将根

据制度实施情况，对科创板发行承销制度也相

应修改完善，实现各板块基础制度协调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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