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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跨周期调节措施稳外贸

加强对进出口的政策支持 进一步鼓励跨境电商等外贸新业态发展

●新华社北京

12

月

23

日电

日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

常务会议，确定跨周期调节措施，推动外贸稳

定发展；部署做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

定》生效后实施工作。

会议指出， 今年我国进出口快速增长，为

稳定经济增长作出重要贡献。但当前外贸面临

不确定不稳定不平衡因素增多。 要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部署，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

进一步扩大开放， 针对困难挑战推出应对举

措，做好跨周期调节，助企纾困特别是扶持中

小微企业，努力保订单、稳预期，促进外贸平稳

发展。 一是加强对进出口的政策支持。落实减

税降费措施。 加快出口退税进度，把退税平均

时间压缩至6个工作日以内。 引导银行结合外

贸企业需求创新保单融资等产品。保持人民币

汇率基本稳定，鼓励银行有针对性开展远期结

售汇业务， 提升外贸企业应对汇率风险能力。

优化出口信保承保和理赔条件，加大对中小微

外贸企业、出运前订单被取消风险等的保障力

度。深化东部与中西部、东北地区合作共建，支

持加工贸易梯度转移和承接。做好大宗商品进

口。二是进一步鼓励跨境电商等外贸新业态发

展。增设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培育一批

离岸贸易中心城市（地区）。 按照市场化方式

加大对建设使用海外仓的支持。优化跨境电商

零售商品进口清单、扩大进口类别。 三是加强

对企业的配套服务，推动解决企业在发展内外

贸同线同标同质产品、拓展贸易渠道、完善供

应链等方面遇到的问题。 2022年对加工贸易

企业内销暂免征收缓税利息。四是缓解国际物

流压力。鼓励外贸企业和航运企业签订长期协

议。依法依规打击违规收费、哄抬运价等行为。

支持金融机构向符合条件的小微外贸企业提

供物流方面的普惠性金融支持。五是支持地方

结合实际建立健全制度，积极开展贸易调整援

助工作，助力稳定产业链和供应链。

会议指出， 经过国际国内相关方共同努

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将于2022

年1月1日正式生效实施。 要支持企业抓住协

定实施的契机， 增强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力，进

一步提升贸易和投资发展水平，倒逼国内产业

升级。 一是鼓励企业用好成员国降税、区域原

产地累积规则等，扩大优势产品出口和有竞争

力的产品进口。 用好开放承诺和规则，加强区

域内高端、 绿色产业链和制造业项目合作，提

升服务业和投资开放水平。二是对标国际先进

规则优化营商环境， 积极引进区域内资金、人

才，加大参与国际标准制定和对接力度。 三是

建立自贸协定实施公共服务平台和专家队伍，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进一步加强对中小微

企业的培训， 提升理解和应用协定规则能力。

发展通关、单证等专业化服务，为中小微企业

提供便利。四是继续推动协定更多成员生效实

施和协定机制化建设，共同打造地区经贸合作

主平台。 助力发挥世贸组织作用，坚持自由贸

易。 推进其他多双边自贸协定谈判，促进高水

平对外开放。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证监会上市部主任李明：

研究稳步推进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

●本报记者 昝秀丽

中国证监会上市部主任李明23日表示，

下一步证监会将充分听取市场各方意见，研究

稳步推进ESG信息披露相关工作，推动上市公

司引领绿色发展、履行社会责任、提升治理水

平。 ESG信息披露应既体现国际共识又坚持

地区差异，不能简单搞“拿来主义” 。

加强ESG信息披露十分必要

李明指出，加强ESG信息披露十分必要。

首先，加强ESG信息披露，是完整准确全

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具体体现。推动企业加强

ESG信息披露，并与ESG评级和ESG投资有效

结合，目的就是引导上市公司群体贯彻新发展

理念，努力实现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

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

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高质量发展。

其次，加强ESG信息披露，是推动提高上

市公司质量的客观要求。 加强ESG信息披露，

一方面， 有利于推动企业更加重视环境贡献、

能源消耗、员工保护、内部治理等因素对公司

长期价值的影响，并将这些因素与财务因素统

筹考虑，主动优化自身经营和发展战略，提升

中长期可持续发展能力； 另一方面， 有助于

ESG表现较好的企业得到投资者特别是机构

投资者等长期资金认可和青睐，获得资本市场

支持，从而加快做优做强步伐。

“加强ESG信息披露要坚持立足我国实

际和分步、自愿原则。 ” 李明表示，目前，境内

尚未出台专门ESG信息披露规则， 但已在上

市公司治理准则和定期报告内容与格式准则

中，对实为ESG内容有一定提及，并明确鼓励

上市公司披露社会责任报告。2021年，约四分

之一的A股上市公司发布了社会责任报告、

ESG报告、可持续发展报告、环境报告等相关

报告；843家上市公司在2021年半年报中披露

了为减少碳排放所采取措施和取得的效果。

总体看， 相较于已经比较成熟的财务信息披

露， 境内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处于起步探

索阶段。

把握三项原则

李明说，在下一步具体工作中，证监会将

注意把握以下三项原则。 一是坚持立足我国

实际。 （下转A02版）

新能源车市高歌猛进 中国车企迎全方位超越良机

● 本报记者 金一丹

浓绿万枝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

2021年，在车市“寒冬” 中，高歌猛

进的新能源汽车市场成为暖人心脾的

“一抹春色” 。产销爆发式增长、渗透率迅

猛提升、向需求驱动转型……中国新能源

汽车销量已连续6年冠绝全球，在为中国

汽车产业带来深刻变革的同时，彻底改写

了全球汽车产业格局。

展望未来，发展潜力依旧巨大的新能

源汽车，不但成为推进“双碳” 战略的重

要抓手，也助力中国抢占全球产业竞争新

高地。 而强大的供应链保障能力，将为中

国新能源汽车市场长远发展保驾护航。

车市发展的强劲驱动力

在车市萎靡的不利环境下，2021年

的新能源汽车市场呈现爆发式增长势头。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1月至11月， 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317.2万辆和2348.9万辆， 同比仅增长

3.5%和4.5%。 （下转A02版）

中国证券报·中证网 路演预告

网址：www.cs.com.cn

时间：12 月 24 日（周五）9:30-11:30

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发行

网上路演

公募年度业绩临近收官

多只基金“贴身肉搏”

距离

2021

年收官仅剩六个交易日，公

募基金业绩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截至

12

月

22

日的净值数据显示， 在主动权益类基金

中，崔宸龙管理的前海开源公用事业和前海

开源新经济

A

业绩遥遥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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