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交所将发布中证隐含评级

信用债指数系列等11条指数

为进一步丰富指数体系， 为投资者提供新

的分析工具和投资标的， 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

证指数有限公司将于

2020

年

9

月

7

日正式发

布中证隐含评级信用债指数系列 （共

5

条）、中

证非银行可转换债券

50

指数、中证非银行可转

换债券质量指数、上证长三角信用债指数、上证

长三角综合债指数、 上证粤港澳大湾区信用债

指数和上证粤港澳大湾区综合债指数等合计

11

条指数。

上交所通知显示， 上证粤港澳大湾区信用

债指数，从上交所上市的信用债中选取发行人所

在地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债券作为指数样本，以反

映上交所粤港澳大湾区信用债的整体表现；上证

粤港澳大湾区综合债指数， 从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的信用债和地方政府债中， 选取发行人所

在地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债券作为指数样本，以

反映上交所粤港澳大湾区综合债的整体表现。

（朱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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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修改《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

完善知识产权保护 明确涉嫌犯罪案件移送程序

据新华社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

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

〈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

件的规定〉的决定》，自公布之日

起施行。

党中央、 国务院高度重视知识

产权保护和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

接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

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 大力强化

相关执法，增强知识产权民事和刑

事司法保护力度。 李克强总理强

调，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促进

发明创造和转化运用。 为贯彻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根据《中

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 的规

定，国务院对《行政执法机关移送

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的部分条款

予以修改。

修改的主要内容包括：

为了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在第

三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 对知识

产权领域涉嫌犯罪案件移送作出

特别规定，具体内容为：“知识产权

领域的违法案件，行政执法机关根

据调查收集的证据和查明的案件

事实， 认为存在犯罪的合理嫌疑，

需要公安机关采取措施进一步获

取证据以判断是否达到刑事案件

立案追诉标准的，应当向公安机关

移送。 ”上述规定进一步明确了知

识产权领域行政执法机关向刑事

司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标

准和程序。

此外，根据监察法、公职人员政

务处分法等规定进行相应修改。 一

是鉴于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将 “行

政处分”修改为“处分”，对第十五

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中的“行政处

分”作了相应修改。二是为了明确向监

察机关移送公职人员违法案件的情形

和程序，增加一条，作为第十八条。 三

是根据监察法第十一条、 刑事诉讼法

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对违法行为的

表述等作了修改；考虑到此种情形下

移送案件的依据涉及刑法、刑事诉讼

法、监察法，补充了移送案件的法律

依据。

商务部：在京津冀等地试点数字人民币

先由深圳、成都、苏州、雄安新区等地及未来冬奥场景相关部门协助推进

证券时报记者 孙璐璐

8

月

14

日，数字货币概念股再

次全线飘红引关注。 当天数字货币

概念股的上扬主要源自央行数字货

币又有了官方新动向。

商务部网站

8

月

14

日发布《关

于印发 〈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

展试点总体方案〉的通知》。 通知明

确，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

区及中西部具备条件的试点地区开

展数字人民币试点。 人民银行制订

政策保障措施；先由深圳、成都、苏

州、 雄安新区等地及未来冬奥场景

相关部门协助推进， 后续视情况扩

大到其他地区。

但实际上， 上述商务部的消息

并非全新消息， 此前央行就已透露

过有关法定数字货币在部分地区先

行试点的信息。央行在

2020

年下半

年工作电视会议中就指出， 上半年

已实现法定数字货币封闭试点顺利

启动， 下半年将积极稳妥推进法定

数字货币研发。

目前，央行数字货币已在深圳、

苏州、雄安、成都及未来的冬奥会场

景进行内部封闭试点测试。 近期不

断有消息传出包括农业银行、 建设

银行等国有大行在成都、 深圳等地

大规模测试数字钱包应用， 为数字

货币正式落地做准备。

不过， 有大行人士曾对证券时

报记者表示， 与人们已经习惯使用

的微信、支付宝等电子钱包相比，央

行法定数字货币缺少有优势的

C

端应用场景， 所以目前各方都还处

在不断摸索测试的阶段。

一个新的趋势是， 央行法定

数字货币目前正积极尝试与更多

C

端应用场景合作，而与互联网巨

头合作， 对接与消费者生活息息

相关的高频次应用场景， 则成为

央行目前测试法定数字货币的新

动向。

多家媒体报道，

4

月

22

日， 雄安

新区管理委员会改革发展局组织召

开的法定数字货币试点推介会，公布

包括奥斯卡影城、麦当劳、星巴克、赛

百味、菜鸟驿站、京东无人超市、中信

书店、 新时期无人车等

19

家法定数

字货币应用试点单位。

7

月初，央行数

字货币研究所与滴滴出行正式达成

战略合作协议，共同研究探索法定数

字货币在智慧出行领域的场景创新

和应用。

上交所修订股票期权

配套经纪业务指南

为进一步优化股票期权行权指令合并申报

功能，上海证券交易所近日修订了《证券公司股

票期权经纪业务指南》和《期货公司股票期权经

纪业务指南》，自

2020

年

8

月

26

日起实施。

上交所通知显示，本次修订涉及三方面，一

是关于时间调整， 将行权指令合并申报的时间

由原来的行权日收盘后

15∶00

至

15∶30

延长为

行权日全天交易时间

9 ∶15

至

9 ∶25

、

9 ∶30

至

11∶30

、

13∶00

至

15∶30

。 二是调整行权指令合并

申报指令交易所前端检查处理。 上交所按照标

的证券是否相同、合约单位是否相等、是否为

认购合约和认沽期权合约各一张、是否均为当

日到期、认沽期权行权价是否高于认购期权进

行前端检查，不再校验认购和认沽期权累计行

权指令合并申报数量与投资者持有的相应合

约权利仓的净头寸数值。 三是调整为允许指令

部分生效的逻辑。 若行权指令合并申报数量超

过投资者可用净头寸， 则仅权利仓净头寸部分

有效。 （朱凯）

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表示

持续强化产业链要素保障 解决断点堵点卡点

见习记者 贺觉渊

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昨日接受

媒体采访时表示， 下半年要牢牢把

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 以提高

供给质量激活消费潜力， 全面实施

内外销产品“同线同标同质”，加快

发展新型消费业态， 积极扩大有效

投资。同时，着力保持产业链供应链

稳定，帮助中小企业渡过难关，推动

技术创新和数字化转型升级。

对于保产业链供应链， 辛国斌

指出， 工信部下一步将把提高产业

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作为重中

之重，着力补短板、锻长板，提升产

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

筑牢制造强国的根基和现代化经济

体系的底盘。

辛国斌明确提出， 工信部将持

续强化产业链要素保障，依托重点行

业产业链供需对接平台，及时帮助解

决断点堵点卡点；支持大企业主导构

建创新体系和产业生态， 着力培育

一批“专精特新”和“单项冠军”企

业，构建新型产业合作体系；加快补

齐关键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短

板，加快

5G

、人工智能等新型基础设

施建设，大力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

业，努力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

现代化水平。 同时，不断优化产业链

发展环境，推动建立全球产业链供应

链应急协调和管理机制，为各国抗疫

和经济恢复提供支撑。

此外， 辛国斌还表示， 未来在

5G

应用发展上，将重点支持面向智

慧医疗、虚拟企业专网、智能电网等

7

大领域的

5G

创新应用，促进越来

越多的行业应用落地见效。 工信部

还将紧盯产业发展的“最前沿”，持

续推动芯片、仪表等产业链各环节

的研发， 开展毫米波技术研发试

验， 加强

6G

发展方向及关键技术

研究。

辛国斌介绍， 二季度以来工业

经济运行状况逐月向好。具体来看，

4

、

5

、

6

三个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分别增长

3.9%

、

4.4%

和

4.8%

，回升

势头加快。

41

个工业大类中，二季

度有超过半数实现正增长。 装备制造

业

5

、

6

两个月增加值增速分别达到

9.5%

和

9.7%

，汽车产销

7

月份同比分

别增长

21.9%

和

16.4%

，基础原材料供

销平稳。

辛国斌同时指出， 在应对疫情中

加快转型升级， 工业发展也呈现新变

化。 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4.5%

，电子元件、集成电路产量分别增

长

36.6%

和

16.4%

。疫情催生新产品新

业态新模式发展壮大， 信息技术与制

造业融合步伐加快。

（上接 A1版）

证券时报记者注意到，《粤港澳

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明确支持深

圳依规发展以深交所为核心的资本

市场，《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 更是

直接提出创业板改革的具体要求。

《关于贯彻落实金融支持粤港澳大

湾区建设意见的实施方案》 提出，

“要以创业板注册制改革试点为契

机， 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创业企

业更好地利用资本市场做优做强”。

创业板改革作为双区建设的标志性

内容， 对于进一步优化双区资本市

场生态，有着重要的意义。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创业板注

册制首发申报企业

364

家， 广东省

以

82

家企业申报的数量位列第一，

粤港澳大湾区内城市是申报主力

军，占比超过九成。在创业板存量的

831

家上市公司中， 广东军团亦是

主力， 以接近

200

家、 占比超过

20%

位居第一。

“深交所创业板注册制改革将

带给广东近水楼台的优势， 原本

广东经济基础不错， 在经济总量

上全国领先， 高科技企业数量也

相对较多， 这些企业的上市对于

广东经济的增长， 将是一个重要

的力量。 ”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

研究所所长董登新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

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上

市公司发挥着巨大的牵引和拉动作

用。 “广东省、深圳市有一批创业板上

市公司，还有大量未上市企业，可以搭

乘创业板改革发展的快车， 借助资本

市场实现提质增效， 助力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深圳打造

高质量发展高地。 ”有市场人士表示。

定了！ 创业板注册制首批企业24日上市

（上接 A1 版）数据显示，

2019

年，人民币跨境

使用逆势快速增长， 全年银行代客人民币跨境

收付金额合计

19.67

万亿元，同比增长

24.1%

，

在

2018

年高速增长的基础上继续保持快速增

长，收付金额创历史新高。

随着我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化，

外资持续流入投资人民币债券或股票， 证券投

资领域的人民币跨境使用规模快速增长。

2019

年证券投资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合计

9.51

万

亿元，同比增长

49.1%

，净流入

6219

亿元。

此外， 从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的储备功能

看，根据

IMF

官方外汇储备货币构成（

COFER

）

数据，截至

2019

年第四季度末，人民币储备规

模达

2176.7

亿美元，占标明币种构成外汇储备

总额的

1.95%

，排名超过加拿大元的

1.88%

，居

第五位， 这是

IMF

自

2016

年开始公布人民币

储备资产以来的最高水平。据不完全统计，目前

全球已有

70

多个央行或货币当局将人民币纳

入外汇储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