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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沪深交易所发布银行参与债券交易结算的有关事
项；证监会发布实施四项新三板改革配套规则；
LPR催化衍生品市场，利率期权试点锁定浮动风险

资本市场

沪深交易所发布银行参与债券交易结算的有关事项

为贯彻落实中国证监会、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保
监会《关于银行在证券交易所参与债券交易有关问
题的通知》（证监发〔2019〕81号）精神，进一步
扩大在证券交易所参与债券交易的银行范围，上交
所、深交所分别发布关于银行参与深圳证券交易所
债券交易结算有关事项的通知。

通知明确了，政策性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国有大
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在
华外资银行及境内上市的其他银行，可以进入交易
所参与以下品种的交易；申请成为债券交易参与人，
直接参与债券交易的条件及所需材料等。

http://news.cnstock.com/news,bwkx-202001-44
78061.htm

证监会发布实施四项新三板改革配套规则

为推动新三板各项改革措施平稳落地，近日，证监
会发布实施了4项新三板改革配套规则，包括对定向
发行格式准则进行修订，同时制定了创新层、基础
层企业的年报格式准则等。新三板挂牌公司2019年
年报也将依据新发布规则进行编制。

此次发布的配套规则包括：对《非上市公众公司信
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定向发行说明书和
发行情况报告书》、《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
容与格式准则第4号—定向发行申请文件》进行修
订；制定《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
则第9号—创新层挂牌公司年度报告》、《非上市公
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0号—基础层挂
牌公司年度报告》。

http://jrz.cnstock.com/yw/202001/4477072.htm

LPR催化衍生品市场，利率期权试点锁定浮动风险

外汇交易中心日前发布公告称，为更好发挥银行间
利率衍生品市场对实体经济支持作用，满足市场成
员利率风险管理需求，完善利率风险定价机制，经
人民银行批复同意，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下
称交易中心）将于2020年2月24日起试运行利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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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交易及相关服务。

所谓利率期权，是一种与利率变化挂钩的期权，也
是一项规避利率风险的有效工具。当市场利率向不
利方向变化时，期权买方可以行权，从而锁定利率
风险；当市场利率向有利方向变化时，期权买方又
可以选择不行权，享受市场利率带来的优惠。

此次试运行的利率期权交易品种为挂钩LPR1Y/
LPR5Y的利率互换期权、利率上/下限期权，期权类
型为欧式期权。交易中心称，有意参与利率期权交
易的市场成员，需在今年2月7日前递交申请。

http://news.cnstock.com/news,yw-202001-4475
599.htm

非银金融机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修订，银保监
会公开征求意见

为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强化其他非银行金融
机构（下称非银机构）监管，银保监会对《中国银
保监会非银行金融机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进
行修订，起草了《中国银保监会非银行金融机构行
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下称“征求
意见稿”），2020年1月14日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征求意见稿所称非银行金融机构，包括经银保监会
批准设立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企业集团财务公司、
金融租赁公司、汽车金融公司、货币经纪公司、消费
金融公司、境外非银行金融机构驻华代表处等7类
机构。

而本次修订重点围绕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进一步规
范和加强非银机构股权管理，强化与有关政策的配
套衔接；二是进一步落实简政放权工作要求，精简
审批事项，优化许可条件及程序；三是进一步完善
相关规定，解决监管实践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

http://news.cnstock.com/news,yw-202001-4477
742.htm

2020年首个商品期权菜籽粕期权今日亮相郑商所

2020年1月16日，菜籽粕期权在郑州商品交易所正
式挂牌交易，成为继白糖、棉花、PTA和甲醇等期权
后郑商所上市的第5个期权品种。这也是我国第11个
商品期权，将进一步丰富油脂油料行业避险工具体
系。

根据郑商所此前公告，首日挂牌合约包括标的月份
为2005、2007及2009的菜籽粕期权合约。

1月16日当晚起，菜籽粕期权合约开展夜盘交易。菜
籽粕期权合约夜盘交易时间与菜籽粕期货合约相
同。

http://news.cnstock.com/news,bwkx-202001-44
78543.htm

金融委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建立

经国务院同意，近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
办公室（下称金融委办公室）印发《国务院金融稳
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建立地方协调机制的意
见》（金融委办发〔2020〕1号），将在各省（区、市）
建立金融委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加强中央和地方
在金融监管、风险处置、信息共享和消费者权益保
护等方面的协作。

金融委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设在人民银行省级分支
机构，由其主要负责同志担任召集人，银保监会、
证监会、外汇局省级派出机构、省级地方金融监管
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以及省级发展改革部门、财政部
门负责同志为成员。

http://news.cnstock.com/news,bwkx-202001-44
77511.htm

财政部印发《金融机构国有股权董事管理暂行办
法》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国有金融资
本管理的指导意见》精神，加强金融机构国有股权
董事管理，明确股权董事职责，规范工作程序，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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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董事有效履行权利和义务，维护国有金融资本
安全和国有出资人合法权益，财政部部制定了《金
融机构国有股权董事管理暂行办法》。

http://news.cnstock.com/news,bwkx-202001-44
77493.htm

税收

五部门印发《重大技术装备进口税收政策管理办
法》

2020年1月13日，为继续支持我国重大技术装备制
造业发展，财政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能源局制定了《重大技术装备进口税收
政策管理办法》，现予印发，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http://news.cnstock.com/news,bwkx-202001-44
76845.htm

知产

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强国战略纲要初稿已形
成

2020年1月14日的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布会上，
国家知识产权局表示，知识产权强国战略纲要初稿
已形成。2020年，国家知识产权局将进一步加强对
纲要制定的研究论证和统筹协调，完成知识产权强
国战略纲要的文本编制工作并按程序报批。

当日，国家知识产权局集中发布了2019年专利、商
标、地理标志、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的年度统计数
据。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主要知识产权指标总
体平稳、稳中有进，知识产权质量效益持续提升。
2019年统计数据呈现三个特点。一是知识产权源
头保护能力不断增强。2019年，我国发明专利授权
量同比增长4.8%，商标注册量同比增长27.9%，高
价值专利的审查周期和商标注册平均审查周期都
在压缩。二是知识产权政策更加贴合市场需求。我
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有专利申请的企业比重达
到22.3%；2019年，国内发明专利申请中企业比重

达到65%，较上年提高0.6个百分点；市场主体平均
有效商标拥有量稳步提升。三是知识产权有力支撑
更高水平对外开放。2019年，国外在华发明专利申
请量达到15.7万件，较上年增长6%；国外在华商标
申请量达到25.5万件，较上年增长4.7%。

http://news.cnstock.com/industry,rdjj-202001-44
77798.htm

北京知识产权保险试点启动，可通过北京小微企业
金融综合服务平台申报

为探索运用现代金融工具提高知识产权保护能力和
水平，进一步激发创新创业热情、吸引国内外智力
资源、优化首都营商环境，由北京市知识产权局、
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北京市财政局、北京市经
信局等共同推动的北京市知识产权保险试点工作
于2020年1月10日正式启动。

本次试点工作为期3年，试点期间，对投保专利执行
保险、专利被侵权保险或两种保险组合产品的单项
冠军企业和重点领域中小微企业，政府将给予保费
补贴。此外，来京发展的外资隐形冠军企业也将纳
入试点范围。

所谓单项冠军企业，是指长期专注于某些特定细分
产品市场，生产技术或工艺国际领先，单项产品市
场占有率位居全国前列的企业；所谓隐形冠军企业，
则是指那些不为公众所熟知，却在某个细分行业或
市场占据领先地位，拥有核心竞争力和明确战略，
其产品、服务难以被超越和模仿的中小型企业。

针对专利类知识产权维权过程中存在的诉讼费用
大、举证成本高等问题，试点工作对相关保险产品
提出了提高保障倍数、延长保障期限、加强风险防
范功能等要求，通过发挥保险经济补偿与风险防范
的双重功能。

企业参与试点可通过北京小微企业金融综合服务平
台进行申报。

http://news.cnstock.com/news,bwkx-202001-44
7589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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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

上海推进科创中心建设条例（草案）出炉

2020年1月15日召开的上海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三次会议就《上海市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条
例（草案）》（以下简称《条例（草案）》）进行了审议。

《条例（草案）》包括总则、创新主体建设、创新能
力建设、聚焦张江推进承载区建设、人才环境建设、
金融环境建设、知识产权保护、社会环境建设以及
附则等共9章、56条内容。

http://news.cnstock.com/news,bwkx-202001-44
77970.htm

《上海市优化营商环境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
求意见

为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打造贸易投资便
利、行政效率高效、政府服务规范、法治完善的国
际一流营商环境，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加快推
进政府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根据市委、市
政府工作安排，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会同市司
法局、市政府办公厅、市经信委、市市场监管局等
部门起草形成了《上海市优化营商环境办法（征求
意见稿）》，（以下简称“《办法》”），现向社会公开征
求意见。

《办法》指出，国家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以外的领域，
各类市场主体均可以依法平等进入。此外，在中国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临港新片区探索实施更大
力度的对外开放政策措施。

http://news.cnstock.com/news,bwkx-202001-44
76277.htm

我国将建短缺药品清单管理制度

2020年1月15日，国家卫健委会同有关部门组织起
草了《国家短缺药品清单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
见稿）》（下简称《征求意见稿》），正式公开征求意
见。《征求意见稿》指出，为加强药品短缺风险预

警，我国将组织制定国家短缺药品清单和临床必需
易短缺药品重点监测清单，并建立动态调整机制。

http://news.cnstock.com/industry,rdjj-202001-44
78449.htm

广电总局印发《全国地面数字电视广播频率规划》

为加快推动地面电视数字化，进一步提升广播电视
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水平，近期，广电总局制定印发
了《全国地面数字电视广播频率规划》（以下简称
《规划》）。

《规划》是优化广播电视无线频谱资源的一项重大
政策调整，事关广播电视行业未来高质量发展的战
略布局，是未来创新性发展的战略资源保障。《规
划》充分考虑挖掘了广播电视无线频谱资源，为当
前和未来广播电视融合发展预留了发展空间，对构
建新型地面数字电视传输覆盖网具有重要指导意
义。下一步，广电总局将组织有关单位编制全国地
面数字电视广播频率规划指配方案，推动实现无线
模拟电视向地面数字电视转换、原覆盖网频率迁向
新覆盖网频率的平稳过渡。

http://news.cnstock.com/news,bwkx-202001-44
77997.htm

商务部等八部门发文推动服务外包加快转型升级，
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贸易高质量发
展的部署要求，推动服务外包加快转型升级，商务
部等八部门发布《关于推动服务外包加快转型升级
的指导意见》（下简称《意见》）。

《意见》提出主要任务共20项，包括支持信息技术外
包发展，将企业开展云计算、基础软件、集成电路
设计、区块链等信息技术研发和应用纳入国家科技
计划（专项、基金等）支持范围。培育一批信息技术
外包和制造业融合发展示范企业；培育新模式新业
态，依托5G技术，大力发展众包、云外包、平台分
包等新模式。积极推动工业互联网创新与融合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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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一批数字化制造外包平台，发展服务型制造等
新业态；打造数字服务出口集聚区，依托服务贸易
创新发展试点地区和国家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建设
一批数字服务出口基地；创新金融支持手段，按市
场化原则，充分发挥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引导基金作
用，带动社会资本加大对服务外包产业投资，支持
符合条件的综合服务提供商上市融资等。

http://news.cnstock.com/news,bwkx-202001-44
7731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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