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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制度逐步完善“花式保壳”遭严查

□

本报记者 昝秀丽

距离2020年不足一个月，上市公司又到了

交成绩单的关键时刻。近期传出多家ST公司卖

房子、获补贴的消息，试图“保壳续命” 。 对此，

监管部门已严查突击保壳交易。

近期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完善资本

市场基础制度。证监会党委传达学习贯彻中央

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时再度强调，要加强资本市

场基础制度建设，加快推进资本市场全面深化

改革落实落地。 权威人士指出，卖房保壳等本

质上是折射退市制度问题。科创板更严退市制

度的推出， 令卖房保壳等乱象不再有生存空

间，因此应加快推进证券法修订工作，配套退

市制度改革，推广复制科创板退市规则，才能

从根本上解决卖房保壳等乱象。 据了解，证监

会已启动退市制度改革。

使出浑身解数“自救”

根据Choice金融终端的ST个股风险预

测，目前共有42家公司的风险预测结果为可能

暂停上市。 面临业绩亏损或退市等风险，部分

上市公司使出浑身解数，卖房保壳等“自救”

方式频现。

*ST游久12月12日晚间发布公告表示，

将出售8套房产， 扣除相关税费预计将增加

本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8000

万元， 上述交易对于濒临暂停上市的*ST游

久来说无疑是“救命稻草” 。 不过，当日*ST

游久就收到上交所关于公司出售房产事项

的问询函。

连续两年亏损， 已被实施退市警示的*ST

海马于11月23日发布关于出售部分闲置房产

的进展公告，称上半年计划出售的位于上海和

海口的401套房产已销售318套，对净利润的影

响金额为0.74亿元。

据不完全统计，四季度以来，有十多家上

市公司发布了卖房公告。 此外，获取地方政府

补贴等保壳术也在A股上演。

*ST南糖12月9日发布公告称，12月6日，

公司收到南宁市武鸣区农业农村局转来的“双

高”基地建设补助资金7094.08万元，是与资产

相关的补助。 本次公告的政府补助会对公司

2019年度利润产生一定影响。

“此前我国新股发行没有完全实现常态

化，加之退市机制不完善，要挤上上市‘独木

桥’ 比较难。但一旦上市就似乎进入保险箱，即

使业绩差也不见得会退市。 ”银河证券首席经

济学家刘锋说。

监管层严查突击保壳交易

频繁卖房、 卖地等行为引起监管层关注。

监管部门已明确表态，要紧盯年末突击保壳交

易。 近期，上交所公司监管部门重点开展相应

监管工作。

（下转A02版）

减税降费发力 财政政策护航稳增长

□

本报记者 赵白执南

减税降费是今年积极财政政策的“头等

大事” 。 专家预计，今年减税降费规模稳超2

万亿元。 展望明年，从国际竞争、高质量发展

等方面考虑，减税降费仍有发力空间。

政策成效显著

今年以来，一系列减税降费政策，

包括个人所得税改革、小微企业普惠

性税收减免、深化增值税改

革和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等

政策陆续发布实施， 减税

降费政策涉及12个税种、

19个费种。

“若按前三季度

趋势，全年减税降费

可达2.5万亿元左

右。 ”太平洋证券首席宏观研究员肖立晟称。

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 前三季度全国累计

新增减税降费17834亿元。 其中， 新增减税

15109亿元，新增社保费降费2725亿元。

从三方面看，今年减税降费政策成效显著。

一是减税降费效果持续显现， 相关税收

增速同比下降。财政部17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前11个月，增值税收入增速同比回落7.1个百

分点，企业所得税收入增速同比回落3.6个百

分点，个税收入同比下降26.8%。

二是政策惠及面广，涉及个人、企业。从受

益范围来看，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前三季

度仅个人所得税两步改革叠加新增减税4426

亿元，人均减税1764元，无须缴纳工薪所得个

人所得税的纳税人已超过1亿人。 对小微企业

而言，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税标准提高，惠

及402万户纳税人；放宽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

优惠标准，惠及469万户纳税人；地方“六税两

费”减征政策累计有3238万户纳税人受益。

三是促进研发投入，助力结构转型。摩根

士丹利华鑫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章俊表示，今

年减税降费发力，企业在成本端明显受益。 税

务部门调查数据显示， 前三季度45%的制造

业纳税人将减税降费红利用于增加研发投

入。 税务部门监测的1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研

发费用同比增长19.3%。

明年将继续发力

专家认为，减税降费作为积极财政政策

的重要组成部分，明年将继续发力。 一方面，

从方向上“精准滴灌” 小微企业等，输血实体

经济“关键部位” ；另一方面，通过完善配套

机制，保障政策落实落细。

“减税降费仍有发力空间。 ” 中国人民大

学教授尹恒认为， 应全面清理各类涉企财政

补贴； 在央地间妥善分解财政和社保基金的

减收压力，妥善化解地方债务问题；放宽企业

固定资产折旧规定，缩短折旧年限。 此外，进

一步清理各类涉企收费和政府性基金， 也可

成为减税降费重要抓手。

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表示，对

于市场担忧的可持续性问题， 坚决压缩一般

性支出可能成为一种解决方案。

中信证券固定收益首席分析师明明预

计，积极财政政策将有针对性发力，继续对小

微企业实行减税措施，同时对产业结构调整，

比如在进口环节调整一些行业的税收政策。

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首席宏观分析师高瑞

东认为，今年整体减税降费力度很大，明年政策

应着重落实。此外，还将降低企业用电、用气、物

流等成本，降低民生相关的产品服务价格。

肖立晟认为，明年减税降费应突出“精准

滴灌” ，助力企业降成本，可以从直接让利企

业以及调降企业融资成本两方面着手。 一是

降低企业所得税， 让利全产业链中的所有企

业；二是减免商业银行增值税，换取贷款利率

市场化背景下商业银行的降息空间， 从而做

到降低融资成本。（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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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私募基金市场出清和重组 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

□

本报记者 吴娟娟 张凌之

“2019中国私募基金行业峰会” 日前在重

庆举行。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阎庆民在峰会上表

示，证监会将推动私募基金市场出清和重组。同

时， 推动包括保险资金在内的长期资金投资私

募基金，为私募行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生态。

阎庆民表示，私募基金必须贯彻落实中央

经济工作会议精神，适应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要求，提升专业性、竞争力。 证监会将从三个方

面推动私募基金市场出清和重组，引导行业高

质量发展。 一是要努力提升行业机构公司治理

水平，建设专业能力。 私募机构要切实加强内

部治理，坚持守法合规经营，全面履行忠实审

慎义务。二是要努力提升私募基金行业依法监

管效能， 推动健全私募基金法律法规体系、严

厉查处违法违规行为、指导监督基金业协会工

作、引导发挥中介机构作用、真正落实扶优限

劣等方面工作；自律服务要着力做好私募基金

入口端和出口端管理，完善差异化登记备案机

制，强化展业过程自律，寓自律于服务，以自律

促发展。三是要努力推进私募基金行业生态建

设。 要塑造良好的外部生态，增强发展环境包

容性，着力优化资金来源结构、优化投资行为、

畅通退出通道、培育成熟理性投资者，推动私

募基金行业高质量发展。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会长洪磊表示，

一方面， 受经济下行和资管新规政策影响，私

募基金募资渠道明显收窄，加上投资难、退出

难、税负重等问题，整个行业似乎都感受到了

“寒意” 。 另一方面，私募基金行业的发展质量

正在逐步提升。“我们既要勇于直面行业面临

的困难与挑战，又要学会从行业发展大势中看

到未来和希望，更要善于找到服务实体经济和

解决问题的钥匙和路径。 ”洪磊说。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副会长钟蓉萨

在演讲中表示，基金业协会将持续推动养老金

“三支柱” 建设，促进行业践行社会责任投资，

优化市场投资者结构，促进行业的健康可持续

发展。

近年来，我国金融市场开放提速。 与会外

资机构表示，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强，看好中

国经济长期增长潜力以及由此带来的资本市

场投资机遇。 加拿大养老基金投资公司亚太区

外部资产管理负责人Ted� Lee表示，A股市场

未来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股票市场。他们最近

获准将三分之一的资产投入新兴市场，其中中

国将占最重要的比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