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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

新华社北京12月15日电

12月16日出版的第24期《求是》杂志将发

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

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文章强调，要根据各地区的条件，走合理分

工、优化发展的路子，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完

善空间治理，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

经济布局。

文章指出， 要正确认识当前区域经济发展

新形势。 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

化， 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

的主要空间形式。我们必须适应新形势，谋划区

域协调发展新思路。

文章指出，新形势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总的思路是：按照客观经济规律调整完善区

域政策体系，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促进各类

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增强创新发展动

力，加快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动力系统，增强

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

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增强其他地区在保障

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边疆安全等方面的功

能，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

布局。

文章强调， 要从多方面健全区域协调发

展新机制， 抓紧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有

关政策措施，形成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

商品和要素市场， 尽快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

筹，改革土地管理制度，完善能源消费双控制

度，全面建立生态补偿制度，完善财政转移支付

制度。

文章指出，东北地区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要有新的战略性举措， 推动东北地区实现全面

振兴。要有效整合资源，主动调整经济结构，形

成新的均衡发展的产业结构， 加快国有企业

改革，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加快转变政府职

能，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加强对领导干部的

正向激励，树立鲜明用人导向，推动东北全方位

振兴。

国家电投引入战略投资人 募集资金242亿元

电力央企混改最大单落地

□

本报记者 刘丽靓

“国家电投黄河公司混改项目是国家

电投乃至五大发电集团迄今为止最大规模

的股权融资项目， 也是央企通过产权市场

完成的最大混改引战项目。 ” 国家电投副总

经理、 总会计师杨亚近日接受中国证券报

记者独家采访时表示，此次混改释放35%股

权， 引入8家战略投资人， 募集资金242亿

元，16日在北交所签约。 下一步，国家电投

将以黄河公司为平台， 加快内外部区域优

质清洁能源资产整合，积极对接资本市场，

推动国家电投建设世界一流清洁能源企业

战略加快落地。

优质项目注入新动能

杨亚介绍，此次黄河公司混改引入的8家

战略投资人包括中国人寿、工商银行、农业银

行、中国国新、国投集团、浙能集团、云南能投

以及中信证券。其中，中国人寿、工商银行、农

业银行、 中国国新持股比例分别为13%、

8.67%、5%和2.5%，共募资242亿元，相关资

金将主要用于开发海南州、 海西州等大型能

源基地，偿还银行贷款等。

“清洁能源产业是重资产业务， 资金需

求量非常大，必须要与市场资本接轨，引进市

场机制，提升运营效率。 ” 杨亚表示，清洁能

源现金流稳定， 这也是保险资金等投资人愿

意进来长期持有的原因。

位于青海的黄河公司凭借水电和光伏的

资源优势和水风光互补的技术优势， 在国家

电投清洁能源版图中地位凸显。为此，国家电

投提出了黄河项目整体方案设计———以旗下

黄河公司为主体，所属清洁能源资产为基础，

凝聚国家电投优质清洁能源资源， 引进战略

投资者共同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和资本市场

重要影响力的大型清洁能源产业平台。

杨亚认为，黄河公司此次不单单是“引

资” ，更是“引机制” ，为黄河公司、国家电投

在清洁能源领域发展引入动能、积蓄力量。

“该项目是国家电投推动混合所有制改

革、（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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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深改：一场关乎资本市场未来的变革

□

本报记者 费杨生 昝秀丽

“全面深化改革仍将是明年资本市场发展

的主线。 ” 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认

为，明年是资本市场而立之年，深改有望沿着两

条路径继续推进：一是落实好已有措施，特别是

总结科创板试点注册制的可复制可推广经验，

逐步撬动存量改革； 二是更加注重基础制度的

完善， 着力构建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基础制度

体系，夯实资本市场从量变到质变、由大到强的

制度根基。

夯实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制度根基

“以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为突破口，

优化资本市场供给，推进关键制度创新，以实际

行动落实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新时代证

券首席经济学家潘向东认为， 深改正给资本市

场带来积极变化， 并将继续引领资本市场生态

加速优化。

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的落地无疑是今

年资本市场的头等大事。 以此为引领，增量改革

撬动存量改革，资本市场深改路径和重点任务更

加清晰。 从中国证监会主席易会满在多次座谈会

上的讲话、调研及其署名文章来看，此次深改重

在系统性、协调性和长期性，着力于中长期内优

化资本市场供给，推进关键制度创新，增强市场

内在稳定性。 改革的主要逻辑是紧扣“规范、透

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要求，沿着市场化、

法治化、国际化的轨道，全面提升资本市场治理

水平，增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高资源配置的

全球化竞争力。 改革节奏是“成熟一项、推出一

项” ，以增量改革引领，加快存量调整优化。

专家认为，对资本市场而言，此轮深改将具

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无论是从双向开放的国际

化背景、资本市场由小到大的基础、改革对关键

领域重大突破的追求以及对整个市场生态重塑

的角度来看， 此轮深改都将深刻地影响资本市

场的未来。

“从2019年资本市场的各项积极变化中不

难看出，我国资本市场的改革已驶入快车道。 ”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说，2019年是我

国资本市场市场化改革成果丰硕的一年。

一系列影响资本市场未来发展的基础性制

度在加速完善。一是市场包容性大幅提升，科创

板在强化资本市场服务科技型企业方面崭露头

角。二是多层次体系日益完善。新三板全面改革

启动，（下转A02版）

A05-A07

【

编者按：经济亮点纷呈的2019年即将过去，本报今起推出“年终报道” ，盘点2019

年经济改革发展、资本市场开拓创新的新成果，展望2020年经济大势和市场趋势，帮助

投资者更好地把握市场机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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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资本市场改革发展六大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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