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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时报记者 程丹

昨日， 中国证监会就上市公司监管法规

体系整合涉及相关规则公开征求意见， 其中

涉及证监会的

27

件规范性文件，包括合并后

制定规则

6

件、修改

17

件、废止

4

件等，这是

资本市场上市公司监管法规体系

30

年来的

首次全面整合修订。

证监会表示，为构建更加科学、规范、易

懂、管用的上市公司监管法规体系，提升市场

规则的友好度，增强市场主体的获得感，证监

会会同沪深证券交易所开展了上市公司监管

法规体系整合工作， 共有

182

件， 数量压缩

60%

。本次法规整合，旨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

强化上市公司监管法规的科学性、体系性、规

范性，方便市场主体查找使用，助推提升上市

公司质量， 注重强化持续监管与发行、 再融

资、并购重组、退市等业务领域的有机联系，

注重强化证监会与沪深交易所规则的功能互

补和沪深交易所之间市场规则的协调一致。

整合后，上市公司监管法规主要呈现三方

面特点，一是体系化繁为简。 业务分类包含信

息披露、公司治理、并购重组、监管职责四大

类；在层次上，证监会层面构建基础规则、监管

指引、规则适用意见三个层次，交易所层面构

建自律监管规则、自律监管指引、自律监管指

南三个层次，行政监管与自律监管实现有效衔

接。二是内容更为规范合理。在“避免实体内容

大修大改”的前提下，优化上下位规则关系，尽

量“找平”沪深交易所规则的章节体例并维持

两所规则内容上的合理差异，技术上合并同一

事项规则、修改废止不符合实践或存在矛盾的

规则，统一文字表述和格式体例。 三是数量显

著减少。 整合后证监会规则

94

件，沪深交易所

规则

88

件，更为简明、清晰、友好。

本次规则整合具体内容有五大方面。 一

是合并监管事项相同但分散各处的规则， 并修

改过时、重复、矛盾之处，形成统一、明确的专项

规则。如《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

（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股份的补充规定》 等数项规范性文件合并为

《上市公司股份回购管理规则》； 规范境内分拆

的 《上市公司分拆所属子公司境内上市试点若

干规定》和规范境外分拆的《关于规范境内上市

公司所属企业到境外上市有关问题的通知》合

并为《上市公司分拆规则（试行）》；以《关于规范

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

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和《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

担保行为的通知》为基础，吸纳《关于集中解决上

市公司资金被占用和违规担保问题的通知》等数

项涉及资金往来、 对外担保规定的相关内容，合

并为《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

号———上市公司资

金往来、 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关于加强社会

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的相关内容分

门别类整合至《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等规则。 （下转A2版）

上市公司监管法规体系迎来全面整合修订

北交所首家过会公司诞生 后备资源充足

证券时报记者 程丹

昨日， 威博液压公开发行及在北交所上市

的申请获北交所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这是北

交所开市以来首家企业过会。

根据北交所发行上市审核规则相关要求，

拟上市企业在经过上市委审议流程后， 还需报

送审核意见、证监会注册，均顺利通过后方可发

行上市。若注册获同意，威博液压将成北交所第

83

家上市企业。

根据问询内容， 北交所上市委特别要求威

博液压详细说明并补充披露政府补助项目验收

标准、公司政府补助是否存在被收回风险，及如

政府补助被收回，公司的应对措施等。此次冲刺

北交所，威博液压的发行价预计不低于

8

元，计

划募集资金

1.4

亿元。 募集资金将投入

30

万套

高端装备智能电液动力系统建设项目、

20

万套

齿轮泵建设项目以及补充流动资金。

作为资本市场的重头戏， 北交所推进速度

有目共睹， 从开市的

11

月

15

日算起， 短短数

日，已有多家创新层公司发布公告，计划冲刺北

交所。

截至

11

月

25

日， 审核项目动态显示共有

184

家公司，剔除

42

家“已终止”、

82

家“已注

册”，还有

60

家待审。 其中处在“已受理”状态

12

家，“已问询”

38

家，“中止”状态

10

家。另外，

据

Wind

数据统计显示，截至目前，已有

164

家

新三板公司在接受券商辅导， 计划未来在北交

所上市。

从

60

家后备企业来看，其行业分布多集中

于材料、工业、消费、信息技术和医疗保健行业。

企业经营较为稳健，成长性较强。 今年

11

月以

来，共有

11

家公司申报北交所获受理，其中昆

工科技、克莱特、瑞科汉斯以及绿联智能

4

家公

司属于专精特新企业。昆工科技、克莱特于

2019

年入选工信部首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瑞

科汉斯为吉林省工信厅授予的专精特新中小企

业；绿联智能则是上海市专精特新企业，

2020

年

获得“上海市科技小巨人”称号。

据了解， 多地已制定出台政策鼓励企业在

北交所上市，同时积极培育北交所“种子库”，鼓

励、引导企业走专精特新发展道路。

图虫创意/供图

胰岛素国采最高降幅74%

三大龙头均拟中标逾5个品种

A4

教培公司陆续退出K9业务

转型尚在探索阶段

A3

原发审委委员朱毅

接受监察调查

� � �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证监会纪检监察

组、江苏省监委消息显示，证监会第十四届、十五

届、 十六届主板发审委委员， 上海监管局原调研

员，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总经

理朱毅涉嫌严重违法，目前正接受监察调查。

公开消息显示，朱毅，男，

1975

年

6

月生，浙

江宁波人，

1993

年

6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97

年

9

月参加工作，

2000

年

11

月调入中国证监会上海

证管办工作；

2007

年

2

月至

2018

年

1

月，任中国

证监会上海监管局办公室副主任、 法制工作处调

研员；

2012

年

5

月至

2017

年

9

月，任中国证监会

第十四届、十五届、十六届主板发审委委员；

2018

年

8

月至今， 任国泰君安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总裁助理，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

事业部执行委员会委员、投资银行部总经理。

（程丹）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

分别向中俄科技创新年闭幕式致贺信

据新华社电

11

月

26

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

统普京分别向中俄科技创新年闭幕式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

2020

年

8

月中俄科技创新年

开幕时，我和普京总统分别致信表示祝贺，寄予

厚望。 一年多来，中俄两国共同携手，克服新冠

肺炎疫情不利影响， 创造性实施千余项科技创

新合作交流活动，积极推动两国在疫情防控、航

空航天、核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取得一批丰硕合

作成果，中俄联合科技创新基金成功启动，战略

性大项目合作取得重要进展。实践证明，中俄两

国科技创新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

习近平强调，中俄互为最大邻国，在当今

国际政治、 经济舞台上共同发挥着越来越重

要的作用。双方要秉持世代友好、合作共赢理

念，务实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促进中俄关系

向更高层次、更高质量、更高水平迈进，为建

设新型国际关系、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

入新动力。

普京在贺信中表示，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俄

中科技创新年成功举行， 充分展示了两国在新时

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框架下开展科技合作的

重大意义。两年来，俄中科研工作者克服疫情带来

的影响，落实了千余项科研活动。 中方参与重离子

超导同步加速器（

NICA

）大科学装置建设、双方成

立俄中数学中心等成为其中最主要的合作成果。

相信双方将继续秉持世代友好、合作共赢理念，为

推进俄中全方位合作不断注入强劲动力。

中俄科技创新年当日闭幕。

外汇局：持续加强服务

实体经济外汇风险管理

� � � �

11

月

26

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就《关于支持市

场主体外汇风险管理有关措施的通知 （征求意见

稿）》公开征求意见，进一步促进外汇市场发展，更

好服务市场主体管理外汇风险。

《通知》要求，银行应持续加强服务实体经济

外汇风险管理的能力建设。 包括引导客户树立风

险中性理念； 持续提升基层机构外汇衍生品服务

能力；支持银行灵活展业；银行应基于实需原则和

风险中性原则为客户提供汇率风险管理服务，注

意引导企业遵循“保值”而非“增值”为核心的汇率

风险管理原则，聚焦主业、套保避险。

《通知》提出丰富银行对客户外汇市场产品。

其中，银行为客户办理人民币对外汇衍生品业务，

可根据客户外汇风险管理的实际需要， 灵活选择

反向平仓、全额或差额结算等交易机制。用于确定

结算金额使用的参考价应是境内真实、 有效的市

场汇率。

《通知》表示要支持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提升外

汇市场服务水平。 其中，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可根据

市场需求扩大银行间人民币对外汇衍生品的币种

覆盖范围。支持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完善银企服务平

台，实现企业电子化多银行询价、交易和全流程管

理，降低企业交易成本，便利企业外汇交易和风险

管理。

《通知》还提出扩大合作办理人民币对外汇衍生

品业务范围。 具备资格银行可向合作银行提供相应

产品资格的人民币对外汇合作衍生品业务服务，包

括合作远期结售汇、合作外汇掉期、合作货币掉期。

国家外汇局副局长、 新闻发言人王春英近日

表示，企业一定要树立汇率风险中性的理念，要立

足主业，理性地来对待汇率的涨跌，要非常审慎地

安排自己资产、负债的币种和期限，要选择适合自

身的套保策略。 （王君晖）

国务院发布支持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意见

将城市副中心打造为京津冀金融创新、高端商务发展高地

证券时报记者 贺觉渊

11

月

26

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支持北京城

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进一步支持城市

副中心高质量发展，主要从六方面提出了

17

项

细则。《意见》提出，依托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

合示范区和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将城

市副中心打造为京津冀金融创新、 高端商务发

展高地。 支持金融标准认定机构及国际金融机

构、民营金融机构在城市副中心发展。

《意见》明确，将坚持创新驱动，打造北京发

展新高地；推进功能疏解，开创一体化发展新局

面；强化规划管理，创建新时代城市建设发展典

范；加强环境治理，建设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

对标国际规则，搭建更高水平开放新平台；加大

改革力度，增强发展动力活力。

《意见》提出，到

2025

年，城市副中心绿色

城市、森林城市、海绵城市、智慧城市、人文城

市、宜居城市功能基本形成。 北京市级党政机

关和市属行政事业单位搬迁基本完成，承接北

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和人口转移取得显著成效，

城市管理和社会治理水平明显提升，现代产业

体系初步形成，“城市副中心质量” 体系初步

构建。 通州区与北三县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制

度体系基本建立， 成为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

设的重要支撑。 到

2035

年，现代化城市副中心

基本建成。

《意见》明确，将坚持创新驱动，围绕强化

科技创新引领、提升金融商务服务功能、加快

文化体育旅游发展三方面来打造北京发展新

高地。 其中，在强化科技创新引领上，《意见》提

出，将围绕第五代移动通信（

5G

）网络、人工智

能、云计算、大数据、互联网协议第

6

版（

IPv6

）

等加紧布局数字新基建。 同时，支持具备条件

的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核心区新一轮

先行先试改革政策在城市副中心落地实施，支

持中关村产业协同创新平台在城市副中心及

北三县等地布局。

在提升金融商务服务功能上，《意见》明确，

依托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和中国

（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将城市副中心打造为

京津冀金融创新、高端商务发展高地。

《意见》提出，支持金融标准认定机构及国

际金融机构、 民营金融机构在城市副中心发

展。 稳妥有序承接符合城市副中心发展定位的

金融机构及分支机构， 加快发展区域养老金

融、健康保险业务。 鼓励熟悉国际法律准则的

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在城市副中心布

局。稳妥推进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

（

REITs

）试点，支持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

REITs

，

鼓励公募

REITs

基金管理人在城市副中心落户

发展。

《意见》还提出，支持碳达峰碳中和行动及

技术研发。 鼓励金融机构依法设立绿色金融专

门机构，设立国际绿色投资集团，推动北京绿色

交易所在承担全国自愿减排等碳交易中心功能

的基础上， 升级为面向全球的国家级绿色交易

所，建设绿色金融和可持续金融中心。 支持金融

科技创新发展，加快推进法定数字货币试点，做

好金融科技创新监管工具实施工作， 支持大型

银行等依法设立数字人民币运营实体， 支持符

合条件的银行参与直销银行试点， 探索建设数

字资产交易场所。

（下转A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