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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资本市场法治建设

促进资本市场科学发展

桂敏杰申中

我着重从进一步推进资本市场法治建设 !促进

资本市场科学发展的角度 ,谈三点认识 "

一 !利用上证法治论坛 ,汇集众人智慧 ,推进
资本市场法治建设

上证法治论坛始于 2010 年 ,是上海证券交易

所联合北京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华东政法大学共

同创办的 ,201 2 年是第三届 "举办这个论坛 ,主要

目的是搭建一个平台 ,架设一个桥梁 ,加强理论界

和实务界以及立法 !执法 !司法部门的交流沟通 ,进

而促进资本市场法治建设 "

公开论坛之前 ,上交所曾持续举办过很多次与

专家学者对话的闭门会议 ,先后围绕两法修改完

善 !独立董事制度建立 !交易所业务规则法律效力

本文系根据桂敏杰理事长在201 2 年 12 月 8 日第三届 /上

证法治论坛 0上的讲话整理而成 ,未经本人审定 "

上海证券交易所理率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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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定 !证券侵权行为民事责任追究等问题 ,举办和协办过十余场法制专

题研讨会 ,讨论相关法律问题 ,其中的一些研讨成果对推动证券立法 !

执法 !司法进步 ,发挥了积极作用 "我们还坚持设立上证法制系列研究

计划 ,围绕资本市场法治建设中的重大理论和实务问题 ,先后选定五十

余项课题进行公开招标 ,形成了一批有价值的成果 "

近年来 ,我们日益感受到 ,伴随资本市场的发展和法治建设的推

进 ,需要有一个参与面广 !影响力大 !开放度高的法治交流平台 ,将更多

的专家学者组织在一起 ,将更多的智慧凝聚起来 !"经和北大 !人大 !华

政三所大学共同商量 ,我们决定加强联合 !优势互补 ,共同创办上证法

治论坛 "为保证论坛取得实效 ,上交所还同步筹办由法律出版社公开

出版的法制集刊 5证券法苑 6 ,围绕论坛主题组稿约稿 ,现已出版 7 期

11 卷 ,集中收录了二百余篇优秀文章 "

从原有的专题研讨 !法制课题研究 ,到现在的上证法治论坛 !5证

券法苑 6 ,上交所促进资本市场法律问题研讨 !制度建设 ,经历了一个

由小到大 !由内到外 !由分散到集中的转变和提升过程 "总的来看 ,在

领导和各方专家的大力支持下 ,经过举办方的共同努力 ,上证法治论坛

影响力越来越大 ,知名度越来越高 ,成为资本市场诸多论坛中的重要一

个 "进一步办好论坛 ,我们很有信心 "

二 !资本市场的科学发展需要更为完善的法治保障

党的十八大确立了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进一步

阐明了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0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强调要 /完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0,要 /推进依法行政 ,切实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

明执法 0,要 /深人开展法制宣传教育 ,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 0,并将

/自由 !平等 !公正 0等现代法制理念与 /法治 0一起 ,纳入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体系 "这些精神 !理念和部署 ,对推进资本市场法治建设具有重大

而深远的指导意义 "

资本市场建立以来二十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 ,资本市场的进步和

发展与市场法制建设的健全和完善息息相关 ,法治水平的高低决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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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规范化程度和成熟度水平 "二十多年的经验也告诉我们 ,资本市

场法治建设的成效有一个从间接到直接 !从隐性到显性的过程 ,难以立

竿见影 !快速见效 ,需要我们长期坚持和努力 "但是法治的导向和预期

作用却使其效用随时间的推移呈现雪球效应 ,坚守法治道路越持久越

稳定 ,其成效就会越放大 !影响越深远 "如果我们稍有偏离 ,就可能出

现全局性 !长期性问题 "因此 ,资本市场必须始终坚持走法治化道路 "

目前 ,资本市场法律体系和主要制度基本建立 ,执法和司法能力显

著增强 ,资本市场法治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和进步 "但同时应看到 ,我

国资本市场尚处于新兴转轨的阶段 ,发展快 !创新多 !变化大仍是明显

特点 ,法律的相对稳定性和市场的变动性之间的矛盾 ,以及市场对执法

和司法提升更高层次的需求 ,仍是当前资本市场法治建设需要解决的

突出问题 "今后 ,我们需要将法治的进一步健全完善作为推进资本市

场科学发展的重要任务 ,通过制度供给 !制度创新 ,提升资本市场法治

化的科学水平 ,促进和保障资本市场发展再上新台阶 "

三 !继续加强和推进上交所自身的法治建设

刚刚过去的 12 月 4 日,是全国法制宣传日,郭主席发表了5更加重

视法治推动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的重要作用 6的文章 ,阐述了今后一段

时期资本市场完善法治的方向和任务 ,强调了资本市场改革发展必须

坚持法治化的发展道路 "这些论述和观点 ,集中反映了证券期货监管

部门的理念和认识 ,对资本市场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上交所

给予充分认同和积极响应 ,全力配合监管层推进市场法治建设 "

一是适应市场发展变化需要 ,健全完善上交所的规则体系 "交易
所的规则是资本市场法律规则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市场运行中发

挥着基础性作用 "截至目前 ,上交所市场运行中的各类有效规则共二

百二十余件 ,以上市 !交易 !会员管理三大基本规则为主体 ,以实施细

则 !指引和通知为补充的自律管理规则体系已经形成 "但这些规则主

要以股票类 !集中交易类 !监管类 !实体类规则为主 ,债券基金衍生品

类 !非集中交易类 !服务类 !程序类规则比较欠缺 ,已经不能适应上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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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全面发展的现实要求 "我们需要重点加强与市场改革创新密切相

关的规则制定 !修改工作 ,进一步扩大规则覆盖面 ,努力促进市场创新

和发展 "

二是认真履行交易所职责 ,严格执行资本市场的法律制度 "上交

所是证券交易的组织者 !管理者 ,承担着严格执行证券法律 !法规和规

则 ,维护交易秩序 ,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等管理职能 "多年来 ,上交所

一直努力扮演好市场秩序维护者的角色 ,随着资本市场的扩大和复杂 ,

市场各方对交易所严格执行法律 !维护市场公平正义 !保护投资者权益

的要求和期望越来越高 ,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强化执法守法理念 !丰富

自律监管手段 ,努力在惩治市场违规失信行为 !规范市场秩序时 ,更加

充分 !更为有效地发挥交易所的作用 "

三是加大法制宣传力度 ,提高市场主体的法制意识 "法制宣传教

育 ,是增强资本市场主体法制意识 !塑造良好法制环境的基础性工作 ,

交易所也一直是资本市场法制宣传教育中的重要力量 "多年来 ,我们

通过编辑书籍资料 !主持报刊专栏 !开展业务咨询 !设立投资者教育网

络学院 !组织市场培训等方式 ,开展了大量的法制宣传教育 "今后 ,我

们需要创新法制宜传教育的方式 ,丰富法制宣传手段 ,增强法制宣传效

果 ,促进市场主体提高诚信合规意识 "

四是坚持依法办事 ,进一步提升上交所自身运作的法治水平 "当

前 ,资本市场日益重视和期望加强法治建设 ,市场各方对交易所自身运

作的法制化也有了更多的关注和期待 "我们需要进一步深刻认识资本

市场改革发展新形势对法治建设提出的新要求 ,进一步增强法治意识 ,

尊重法制规律 ,坚持依法办事 "需要进一步将自身运作的法制化 !规范

化和透明化与市场建设统一起来 ,在市场发展和创新中更加注重运用

法治方式 ,更好地发挥法治的作用 "我们也希望和期待各位领导和专

家 ,对上交所自身的法治建设提出宝贵意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