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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上海11月5日电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5

日在上海开幕。国家主席习近
平出席开幕式并发表题为《共
建创新包容的开放型世界经
济》的主旨演讲，强调回顾历
史，开放合作是增强国际经贸
活力的重要动力；立足当今，
开放合作是推动世界经济稳
定复苏的现实要求；放眼未
来，开放合作是促进人类社会
不断进步的时代要求。中国推
动更高水平开放的脚步不会
停滞，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
济的脚步不会停滞，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脚步不会
停滞。

习近平指出，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是中国推动建设开
放型世界经济、支持经济全球
化的实际行动。改革开放40年
来，中国坚持打开国门搞建
设。开放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的
鲜明标识。中国不断扩大对外

开放，不仅发展了自己，也造
福了世界。中国开放的大门不
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

习近平强调，中国将坚定
不移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
略，将始终是全球共同开放的
重要推动者、世界经济增长的
稳定动力源、各国拓展商机的
活力大市场、全球治理改革的
积极贡献者。

激发进口潜力。中国将促
进居民收入增加、消费能力增
强，培育中高端消费新增长
点，持续释放国内市场潜力，
扩大进口空间；将进一步降低
关税，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
削减进口环节制度性成本，加
快跨境电子商务等新业态新
模式发展。中国真诚向各国开
放市场，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不仅要年年办下去，而且要办
出水平、办出成效、越办越好。

持续放宽市场准入。中国
已经进一步精简了外商投资

准入负面清单，减少投资限
制，提升投资自由化水平，正
稳步扩大金融业开放，持续推
进服务业开放，深化农业、采
矿业、制造业开放，加快电信、
教育、医疗、文化等领域开放
进程。

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中国将加快出台外商投资法
规，完善公开、透明的涉外法
律体系，全面深入实施准入前
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
度；对在中国境内注册的各类
企业一视同仁、平等对待；保
护外资企业合法权益，坚决依
法惩处侵犯外商合法权益特
别是侵犯知识产权行为，提高
知识产权审查质量和审查效
率，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

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中
国将支持自由贸易试验区深
化改革创新，抓紧研究提出海
南分步骤、分阶段建设自由贸
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加快探

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进程。

推动多边和双边合作深
入发展。中国一贯主张，坚定
维护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支持
对世界贸易组织进行必要改
革，共同捍卫多边贸易体制。

习近平强调，当前，中国
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
进。中国经济发展健康稳定的
基本面没有改变，支撑高质量
发展的生产要素条件没有改
变，长期稳中向好的总体势头
没有改变。中国具有保持经济
长期健康稳定发展的诸多有
利条件。

习近平宣布，为了更好发
挥上海等地区在对外开放中
的重要作用，决定增设中国上
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新片区；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
板并试点注册制；支持长江三
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
为国家战略。

5日，证监会和上交所就设
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答记者
问，明确了科创板设立的一些
基本情况。

重点一：
科创板如何定位？

证监会表示，科创板旨在
补齐资本市场服务科技创新的
短板，是资本市场的增量改革，
将在盈利状况、股权结构等方
面做出更为妥善的差异化安
排，增强对创新企业的包容性
和适应性。

上交所表示，科创板是独
立于现有主板市场的新设板
块，并在该板块内进行注册制
试点。

重点二：
注册制带来哪些影响？

2015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
会对实施股票发行注册制已
有授权，在科创板试点注册制
有充分的法律依据。几年来，
依法全面从严监管资本市场
和相应的制度建设为注册制
试点创造了相应条件。同时，
注册制的试点有严格的标准
和程序，在受理、审核、注册、
发行、交易等各个环节都会更
加注重信息披露的真实全面，
更加注重上市公司质量，更加
注重激发市场活力，更加注重
投资者权益保护。

证监会将指导上交所针对
创新企业的特点，在资产、投资
经验、风险承受能力等方面加
强科创板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引导投资者理性参与。鼓励中
小投资者通过公募基金等方式
参与科创板投资，分享创新企
业发展成果。

重点三：
相关制度如何安排？

证监会表示，证监会和上
交所将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和政策，抓紧完善科创板的相
关制度规则安排，特别是借鉴
国际成功经验，完善上市公司
信息披露，把握好试点的力度
和节奏。同时，继续推动长期增
量资金入市，严厉打击欺诈发
行等违法违规行为，强化中介
机构责任，促进资本市场平稳
健康发展。

上交所表示，将积极研究
制订科创板和注册制试点方
案，向市场征求意见并履行报
批程序后实施。

据中国证券报

本报记者 张頔

主板到四板
定位各不同

近些年，中国资本市场一
直在努力构建多层次资本市
场，以让不同体量、不同行业、
不同盈亏状况的企业都能在
资本市场上有一席之地。概括
来说，目前我国的资本市场拼
图可以分为主板、中小板、创
业板、新三板、区域四板多个
层次。

主板市场是资本市场中
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大型成
熟企业上市的主要场所。中国
大陆主板市场的公司在上交
所和深交所两个市场上市，看
股票代码就能区分，上交所主
板股票代码以600开头，深交
所主板股票代码以000开头。

中小板是深交所的主板
市场中单独设立的一个板块，
主要针对稳定发展的企业，流
通盘多为1亿股以下，股票代
码以002开头。别看名字里带
有“中小”，中小板对企业的要
求可不低，持续经营3年以上、
近3年净利润均为正且累计超
过3000万、公司股本总额不少
于5000万……这些指标都与
主板相同，因此主板与中小板
往往并称为一板市场。

创业板属于深圳交易所
的一个板块，是对主板的重要
补充，主要针对科技成长型中
小企业，股票代码以300开头。
总体来看，该板块对财务指标
要求稍低于主板及中小板，但
新增了一些成长性指标条件，
更关注企业的成长性。

新三板全称为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总部设在北
京，主要是为创新型、创业型、成
长型中小微企业发展服务，股票

代码以8或4开头。2013年11月，
本报记者曾赴北京采访刚创立
不久的新三板，当时它只面向4
个试点城市的高新开发区企业，
但很快新三板就进行了全国扩
容。由于它对企业的挂牌要求低
于主板，因此短短几年时间就引
入了上万家企业。

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是为
特定区域内的企业提供股权、
债券的转让和融资服务的市
场，一般被称为四板市场，企业
挂牌的门槛比全国性的新三板
还要再低一些。我省目前有齐
鲁股权交易中心（总部设在淄
博）和蓝海股权交易中心（总部
设在青岛）两家四板市场。

多层资本市场
像一个金字塔

按照企业上市挂牌的门
槛和难度来排序的话，大致和
主板到四板的顺序相当。此
外，主板、中小板、创业板上的

企业相对成熟，一般投资者即
可参与，散户平日所炒的股票
就是出自这三个板块。新三板
和四板市场的企业大多处于
成长期，为了保护个人投资
者，为自然人设定了较高的投
资门槛，大多是投资机构在进
行资金操作。

多层次资本市场像一个
金字塔结构，下面是数量庞大
的中小企业，越往上的板块，
企业发展也越成熟，数量则相
对较少。对于企业来说，随着
自身的发展，也可以不断升级

“转板”。比如区域四板的企
业，自身条件符合新三板的要
求了，就可以从四板转到新三
板。同样的，新三板企业也可
以转到主板。

注册制是
科创板的制度红利

“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
创板，其作用和意义类似于创

业板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位
置，都是对主板市场的补充，
为科技创新型企业提供融资
通道。而注册制的提出，也是
科创板的一个制度红利。”一
家驻鲁券商负责人告诉记者，
目前，主板的上市门槛比较
高，设立科创板可以看作是为
了解决规模体量小、高成长性
的科技创新型企业融资问题。

目前，我国主板市场施行
的是核准制，在核准制的框架
里，企业“排队上市”的情况屡
见不鲜。而注册制则是指证券
发行申请人依法将与证券发
行有关的一切信息和资料公
开，制成法律文件，送交主管
机构审查，主管机构只负责审
查发行申请人提供的信息和
资料是否履行了信息披露义
务的一种制度，属于事后审
核。业内普遍认为，科创板宽
松的条件及施行的注册制将
会吸引大批科技创新型企业
来科创板上市。

习近平出席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共共建建开开放放经经济济，，进进一一步步降降低低关关税税

科科创创板板发发力力，，注注册册制制助助力力
多层次资本市场又添一块重要拼图

11月5日，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支持上海国国际
金融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不断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业内普遍认为，此举将为我国多层级资本市场添加一块重重要拼图。

鼓励投资者通过

公募基金参与科创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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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风来——— 首届进博会特别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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