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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
察委员会委员郑新俭表示，对
于发行人与中介机构合谋串

通， 在证券发行或者持续披露
过程中编造内容重大失实的财

务报告，造成上市公司退市的，
以及非法获利特别巨大， 对资
本市场秩序造成严重破坏，社
会影响特别恶劣的内幕交易、
操纵市场、 利用未公开交易等
犯罪，要依法从严追诉。

据最高检与证监会联合发

布的 12 个证券违法犯罪案例
看， 其中包括有 6 个刑事犯罪
案例和 6 个行政违法案例。

“数据显示，2017 年至今年
9 月， 全国检察机关共批准逮
捕各类证券期货犯罪 302 人 ，
起诉 342 人。 其中，今年 1 至 9
月批准逮捕 102 人 ， 起诉 98
人 ， 分 别 同 比 上 升 15% 和
27%。 ”高智说。

娇娇问， 有些上市公司大
股东侵占资金的事情、 财务造
假的事情、 占用担保的事情要
不要严惩？

“上周证监会主席易会满
的守牢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

线，着力健全市场风险的预防、
预警和防范处置机制， 持续做
好资本市场各类风险防控工

作， 坚决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
全的讲话， 预示着防范系统性
风险底线是未来资本市场的重

中之重， 一切损害市场的行为

都会被叫停和及时阻止。 ”郁教
授也重复了上周的观点。

“上市公司是包括大股东
在内的全体投资者的共同资

产，大股东侵占上市公司资产，
就是侵占其他投资者的资产 ，
出现大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金

的事情，不能大股东没事、助纣
为虐的公司高管也没事， 而一
味地惩罚上市公司， 导致股价
大跌， 倒霉的是无辜的中小投
资者。 ”高智说。

“昨天，证监会上市公司监
管部副主任孙念瑞表示， 下一
步， 证监会将畅通多元化退出
渠道， 支持上市公司通过主动
退市、并购重组、破产重整等方
式盘活存量、出清不良资产，实
现市场优胜劣汰、新陈代谢。 这
意味着， 未来资本市场退出机
制将逐步理顺， 除了触犯法律
要追究刑事责任外， 退市也是
一条惩罚途径。 ”郁教授道。

“虽然说退市本身并不是
管理层监管的目的， 但上市公
司既然出现了问题， 拿出强硬
措施惩前毖后就是必须的。 ”高
智说。 大股东没有给社会投资
者带来收益， 反而制造了各种
损失、各种亏损，那把这些企业
请出去， 离开二级市场是十分
正常的，随着注册制的展开，相
信退市常态化会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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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深股指全面反弹
科创50指数涨逾1%

据新华社报道

19 日，沪深股指全面反弹，科
创 50 指数涨幅逾 1%。当日，上证
综指以 3339.09 点低开，全天震荡
上行，最终收报 3363.09 点，较前一
交易日涨 15.78 点，涨幅为 0.47%。

深证成指收报 13777.45 点，涨
119.25 点，涨幅为 0.87%。
创业板指数涨 0.93%，收盘报

2645.16 点。中小板指数收报
9083.93 点，涨幅为 0.93%。

科创 50 指数录得 1.18%的涨
幅，收盘报 1435.92 点。

沪深两市个股涨多跌少，约
2100 只交易品种上涨。不计算 ST
个股，两市逾 30只个股涨停。
行业概念方面，通用航空、水产

养殖、大飞机涨幅居前，涨幅均逾
4%；药用玻璃、有机硅、港口运输跌
幅居前，跌幅均逾 2%。

企业要发展， 就得需要钱。
钱从哪里来？ 当前，银行贷款是
企业融资的重要方式，金融机构
的信贷投放关系着企业的发展

信心。
近 17 万亿元！ 这是前 10 个

月我国新增贷款总量，已超过了
去年全年 16.81 万亿元的水平 。
预计今年全年人民币贷款有望

新增近 20 万亿元， 创 2016 年以
来新高。

这近 17 万亿元投向了哪里？
实体企业占了大头。 数据显示，
前 10 个月我国企业贷款累计新
增超 11 万亿元。 具体来看，金融
机构不断加大对重点领域的中

长期贷款支持，实体经济中长期
贷款占各项新增贷款的六七成。

在信贷融资的支持下，前期
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比如批
发零售 、交通运输 、文化娱乐等
融资情况均有明显改善，尤其中
长期贷款增长较快。 这些与民生
息息相关的企业拿到资金、重获
发展信心，为咱们老百姓逐渐恢
复此前“吃吃吃 ”“买买买 ”的美
好生活创造了良好条件。

金融活水的灌溉下，我国经
济劲头更足 ， 企业加速复工复
产 ， 市场信心不断增强……日
前，10 月份经济运行主要数据新
鲜出炉 ， 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回
升 ，市场销售持续回暖 ，经济延

续稳定恢复的态势。
随着经济逐步恢复，有企业

主担心，信贷投放力度会不会有
所减弱？ 10 月末，我国人民币贷
款余额同比增长 12.9%， 增速比
上月末低 0.1 个百分点。 尽管人
民币贷款增速环比有所下降，但
比上年同期仍高 0.5 个百分点 。
凡事都讲究适度，货币和信贷供
应也要适量适度。 金融活水不能
太少，以免企业“喊渴”；也不能太
多 ，以防会溢出来 ；流向更要精
准， 不能去玩 “钱生钱” 的游戏
……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国强

明确表示，不会出现“政策悬崖”。
这意味着，我国的货币政策仍将
继续保持松紧适度，具体政策实
施会基于对经济状况的准确评

估，不会仓促而行。
目前，企业融资有起色，但并

非全然解决了问题。 小微企业缺
抵押担保、企业发债不易……这
些难题仍然制约着企业融资。 为
此，我国出台多项“直达政策”，直
指这些痛点。

政策能否尽快发挥作用，关
系着企业未来发展前途。 金融机
构的行动还应再快些，更多运用
科技等手段，精准有效进行银企
对接，疏通政策传导渠道，与企业
实现共赢。

（据新华社报道）

据新华社报道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 19 日
表示，中国对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
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持积
极开放态度。

继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
定(RCEP)近日签署后，中国会否
加入已生效两年的 CPTPP 备受关
注。高峰在商务部当日召开的线
上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作出上述表
示。
高峰说，中方主张建设开放透

明、互利共赢的区域自由贸易安排，
对于任何区域自贸协定，只要符合

世贸组织原则，开放、包容、透明，有
利于推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
体化，中方都是欢迎的。
他表示，中国将加大制度型开

放力度，希望各方能够秉持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携手共同推动贸易
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实现互利共赢、
共同发展。

CPTPP 于 2018 年 12 月 30
日正式生效，包括日本、加拿大、澳
大利亚、智利、新西兰、新加坡、文
莱、马来西亚、越南、墨西哥和秘鲁
等 11个国家，覆盖 4.98 亿人口，签
署国国内生产总值之和占全球经济
总量的 13%。

对于 RCEP 签署对中日韩自
贸协定谈判有何影响，高峰指出，
RCEP的签署为推动这一谈判提速
创造了良好条件。中方愿与日方、韩
方一道，积极克服疫情影响，充分利
用现有资源，通过视频会、电话会等
形式保持磋商和交流，加快推进中
日韩自贸协定谈判，力争尽早取得
实质性成果，进一步提升市场准入
和规则水平，打造“RCEP+”的自
贸协定。
此外，关于中欧投资协定，高峰

表示，中方愿与欧方保持沟通，在达
成中欧投资协定的基础上，争取早
日启动中欧自贸协定进程。

商务部：对加入 CPTPP持积极开放态度

/视觉中国昨日 A 股大反弹，图为不久前明晟公司刚刚纳入相关指数的 A 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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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万亿，金融“活水”就是企业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