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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7日，证监会“辟谣”：对主板、
中小板、创业板首发企业的审核政策没
有新的调整，将坚持并保持新股发行常
态化，严把资本市场入口关，审核进度
服从质量。这也是证监会时隔一个月
再次就新股发行问题做出回应。

新股发行常态化能为股市不断注
入源头活水，是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成熟
股市的“标配”。但换一个角度看，一级
市场发行的新股最终需要二级市场资
金承接，对股市存量资金客观上有着一
定的“抽血效应”。在股民眼里，“放宽”
发行审核要求，无异于“开闸”放水，在
弱市中当然避之唯恐不及。好在证监

会及时回应，给市场吃了颗定心丸。
乍一看，市场传言并非空穴来风。

因为4月份有16家企业在证监会发审委
过会，15家成功通过，过会率94%，单月过
会率创25个月新高。造成过会率创阶段
新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自2018年以来，
不少“排队”企业因这样那样的原因而中
止审核，部分瑕疵企业还主动“撤退”，也
就是说，正是因为坚持了企业持续经营能
力等关键标准，才使得最终能走到正式审
核关的企业在数量同比下降的同时，质量
也明显提升，过会率也自然提高。

统计显示，今年以来，A 股过会率
84%。而去年同期，过会率46%。机构研
究报告还显示，目前在证监会候审企业
总数约 280 家，数量较 2012 年末新股发
行“堰塞湖”形成时的 809 家已大为减
少，“堰塞湖”基本消失。现在发审委每

周审核数量在 4-6 家，企业从受理到审
核发行的时间缩短到一年左右，排队时
间较之前也明显缩短，已进入正常的审
核时间周期。今年 1 月-3 月，排队企业
家数分别为285家、280家和277家，排队
数量继续呈逐渐减少态势，可以说，新股
发行审核基本实现了常态化。

常态化就是“持续无中断”“政策可
预期”。近年来为更好服务实体经济，证
监会持续提高审核效率，一直在推进和
保持新股发行常态化。2016 年到 2018
年，A 股分别有 227 家、438 家和 105 家公
司实现首发新股并上市，今年以来则有
40 家公司成为发行上市的“新面孔”。
尽管这几年 A 股指数总体不振，但新股
始终在发，没有中断。对于A股来说，这
应该是市场化建设难能可贵的一大进
步。毕竟，历史上，A 股曾经有过 9 次新

股发行暂停。
融资是资本市场的主要功能，暂停

新股发行意味着融资功能的阶段缺失，
这当然不是一个成熟市场的应有表现。
从突然“暂停”，再到“突然”恢复，每一次
的“暂停”“恢复”都无法预期，如此人为
地调控新股发行上市的节奏，既干扰了
市场正常运行，也影响着投资者的决策，
最终损害的还是市场本身。

当前，伴随着科创板推出而试点实
施的注册制，是新股发行市场化的最终
方向，监管层已表态，未来条件成熟时，
注册制也将逐渐实施于主板、创业板、中
小板。而证监会日前对新股发行常态化
的重申，无疑再次强化了人们对股市入
口市场化的预期。只有常态化，才是市
场化，才能更好发挥资本市场服务实体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魔方”作用。吉 强

新股发行常态化是成熟市场“标配”

医责险一度相关各方都不满意

“进展很慢，不温不火，效果不理
想。”江苏银保监局副巡视员王宝敏如
此评价进行了十余年的医责险，本是为
调解医患矛盾产品，却出现了医院、保
险公司、患者、政府都不满意的僵局。

分析其原因，王宝敏认为，对医疗
责任保险缺乏正确的认知，利益相关方
均站在自己的角度，公说公有理，婆说
婆有理。具体看，保险公司将该业务作
为普通的保险业务，只管拿保费、付赔
偿，而在理赔时无话语权，认为医疗风
险水太深，积极性减弱。医院则认为，
缴纳的保费反而成了负担，因为该迁出
院外处理的医疗矛盾，仍主要靠医院自
身来解决，保险公司既没有发挥转移风
险的作用，也不能解决医疗纠纷。

从 2007 年至 2015 年，该保险没
有发挥本该有的作用。“甚至个别地方
暂停了由商业保险机构承保的做法，
改由政府出面来做。”王宝敏说。

从全球来看，医疗纠纷是世界各
国面临的共同难题。

江苏省肿瘤医院副院长张勤说，
发达国家处理策略是在采用协商、行
政调解、诉讼3种方式基础上，辅以法
制化的补偿机制。以美国为例，上世
纪 70 年代开始尝试把庭前审核、调
解、仲裁等方式作为解决纠纷的主要
手段，解决了80%的纠纷。

反观国内，张勤认为，以协商为主
要形式的医疗纠纷处理方式，使得医
疗纠纷规避了法律的监管，医患之间
的自由博弈容易导致纠纷升级，进而

演化成社会性事件；以行政部门为主体
的仲裁机构难以获得患方的信任，致使
这一法律主体形同虚设，未能发挥应有
的作用；经济赔付缺乏风险分担机制和
法定化的标准，使得医患双方的权益得
不到保障，由此加剧了医患关系的对立。

那么，到底谁说了算？僵局，一直在
2014年才打破。

启东破冰“医责险+大调解”模式

2014年，启东在既有社会大调解成
功经验的基础上，该市综治办、法院、公
安、司法、卫生、财政、民政、金融办、大调
解中心等 9 个部门合力推动，成立了启
东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简称启
东医调委）。该市政法委书记朱志强提
出，将矛盾最为集中的医疗纠纷领域交
由第三方保险经纪公司办理，通过医责
险+大调解的模式，建立了“保、调、赔、
防”相结合的医疗纠纷化解机制。

从 2014 年 8 月至今，启东医调委共
受理医疗纠纷案件 275 起，涉及赔偿诉
求 4389.39 万元，经调解后实际赔付金
额约 990.85 万元。该市因医患纠纷引
起的医闹次数、出警次数、赔款金额同比
大幅下降。

启东此举，打破了全省医责险的
僵局。

江泰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吴跃霞认为，在医责险范围内，需要处理好
两大矛盾：即投保医院和保险公司之间信
息不对称、需求不明确形成的医保矛盾、医
患双方基于信息不对称形成的矛盾。

“医责险能否推动，只保不调不行、
调赔不结合也不行，调解工作是医责险

服务的核心。”她说。
然而，如何保证调解的中立性、专业

性、客观性？这也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医疗纠纷的特殊性，就在于其专业性。
因此，需要成立由医学专家、法律专家、
医调委、保险人、经纪人组成的评鉴委员
会，进行匿名评鉴。这样一来，保险的定
损理赔权就从保险公司、医院等手中转
向了专家组。”江泰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
司江苏营业部总经理丁红说，由专业评
估鉴定进行定性定责定损，厘清了各方
责任，加上调解，最后达成和解。

保险经纪公司独立于政府和医、患、
保三方，较好地解决了过去医疗机构和
保险公司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问
题。保险经纪公司从市场上招投标选取
商业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做出最优组
合，是各方利益的协调者。“位置摆不正，
这个事情就无法干下去。”王宝敏说。

一体化医疗风险分担机制亟待构建

2017年，南京、淮安纷纷借鉴启东经
验，因地制宜建立了自身的医责险模式。

2017 年 5 月 1 日，南京市创新型医
疗责任保险服务医患矛盾化解工程试运
行。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处处长李
正斌说，南京搭建了医疗纠纷一体化处
理平台的调解中心和赔处中心，共同构
建“医疗风险隔离带”，形成一体化的医
疗风险分担机制。其中，司法部门成立
的调解中心负责医疗纠纷调解工作，赔
处中心负责保险理赔及医疗安全风险管
理工作，主要服务投保人。截至今年 4
月 30 日，赔处中心接到医疗纠纷报案
1207 件，受理迁出医疗纠纷案件 819

件，已完成保险赔偿金额 2800 余万元，
赔付金额到位率100%。

在淮安，于 2017 年 8 月份建立了
“1+6”的创新模式化解医疗纠纷。“1”即
医患纠纷调处综合服务平台，“6”即政
法委、卫计委、司法局、公安局、江泰公
司、共保体成员等六方协调。“集中统一
参保，实现了风险的有效分散，有效地调
动了保险公司承保的积极性。”该市卫生
健康委员会副主任俞伟男说，截至今年
4 月 30 日，该模式已经完成保险索赔案
件153起，成功迁出纠纷51起。

虽然破冰，但是医责险还有更多领
域亟待拓展。医疗行为过程是高风险过
程。据不完全统计，在医患纠纷中，30%
是院方侵权责任，70%是医疗意外，而医
责险所能覆盖的仅是医疗机构侵权责任
所造成的风险，除此之外，医师职业责
任、医疗耗材产品责任、医疗意外等多种
风险也尚未能得到有效转移，医疗安全
风险敞口较大。这也为进一步完善医疗
风险分担机制、建立健全医疗机构综合
风险保障制度提出了更多的要求。

目前来看，全省其他地区、尤其是县
一级公立医院的医责险也亟待加快推进
步伐，更好地满足患者、医院、政府等各
方需求。

僵了十来年的医责险，借助于专业
第三方轻松化解。这也给我们一个启
示：跳出原有的框框看纠纷化解。比如
在工业生产安全领域，可以借鉴医责险
的运行模式，建立一套由第三方运行的
安全责任保险。

本报记者 赵伟莉
本报实习生 双 爽

十余年探索，建立医疗风险分担机制新模式——

医责险，让“阳光”更好照亮现实
今年5月1日起，全国各地普降城镇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以前
高于 16%的，可降至 16%；低于 16%的，
研究提出过渡办法。人社部预计，2019
年，企业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
缴费负担将下降超3000亿元人民币。

1974年的某天，33岁的青年经济学
家阿瑟·拉弗（Arthur Laffer）在华盛顿
与一些知名记者、政治家共进晚餐，其中
重点人物是时任福特总统办公厅主任的
拉姆斯菲尔德和其副手切尼（后任小布什
政府的国防部长和副总统）。拉弗竭力向
众人解释税收与税率之间的关系：税率从
零向百分之一百提升过程中，到达某一关
键点后，政府的总税收将开始下降。情急
之下，拉弗拿出餐布，在上面画出了日后
名声大作的拉弗曲线（Laffer Curve）。

1980 年 1 月，里根总统刚刚上任，
第一堂集体学习的课程老师就是拉弗，
当拉弗讲到“税率高过某一点时，人们就
不再愿意工作了”。里根回应道：“对，就
是这样。二战期间的战时收入附加税高
达 90%，我们只要拍四部电影就达到这
一档税率了，第五部电影赚来的钱将有
90%交税，于是拍完四部电影后，我们就
不工作到乡下度假去。”里根用本人的经
历验证拉弗曲线的内在原因：高税率会
让人们更少工作，低税率反而会激励人
们更努力。里根主政八年，大力推行减
税政策，最终把个人所得最高累进税率
从 70%降到 28%，资本利得税率从 28%
降到 20%，企业所得税率则从 46%下调
到 33%。1982 年到 1999 年，成为美国
经济的超级扩张期，被称为“20 世纪最
持久的繁荣阶段”。

2017年12月，美国国会通过特朗普
的税改方案：企业所得税率从 35％下调
至21％；海外利润一次性汇回，现金资产
按15.5％的税率减征，非流动资产按8％
的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税率最高档税率
从 39.6％下降到 37％；住房利息抵扣。
华为总裁任正非对这样的政策回应：税收
降下来是有利于促进投资、有利于吸引投
资、有利于繁荣经济、有利于精简政府的。

2018年10月1日，中国正式施行新
个人所得税法：对部分收入来源合并征
税 、基 本 减 除 费 用 由 3500 元 提 高 到
5000 元、调整中低档税率对应收入级
距，增加专项附加扣除。财政部最新数
据表明，2019 年一季度个税同比下降
29.7%，累计减税 1686 亿元，人均减税
855 元，累计约 9163 万人的工薪所得无
需缴纳个人所得税；其中 36 至 50 岁的
人群是政策享受的主力，占比达五成。
另外，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起征点由 3
万元提至10万元后，享受增值税减税纳
税人新增 330 万户，小微企业普惠性政
策新增减税576亿元。

古典经济学家休谟曾经说过：过高
的税像极端的贫困一样通过制造失望而
摧毁工业，甚至在达到这种程度之前，过
高的税就会提高劳动者和生产者的工
资，使所有商品价格上涨。弗里德曼犀
利地指出：高度累进的税率能征收到的
税款为数很低，使得一些最有才干的人
把他们的精力投入到如何实现低税率
上，而更多其他人把纳税的多少当作主
要因素，来决定他们的经济活动。耿 强

拉弗曲线
（LafferCurve）
税率下调，

政府收入反而会增加吗？

新橙头条

5月1日，南京市创新型医疗责任保险服务医患矛盾化解工程运行满两年。这个被誉为南京“新一轮”医责险，在南京

市卫健委主任方中友看来，基本起到了为政府分忧、为医疗机构解难、为患者依法维权、为社会和谐创建的积极作用。

让保险参与化解医疗纠纷，我省自2007年开始探索医疗责任保险制度（简称“医责险”）。对于医疗纠纷这样一个

备受社会关注、且具有复杂性、尖锐性和长期性的矛盾，保险该如何介入？在经过了十余年的探索之后，我省启东率先

破冰，随后南京、淮安也建立了具有本地特点的医责险模式。

注销公告
昆山紫芯微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股东于 2019 年 4 月 1 日决
定解散该公司，并于同日成立清
算组。该公司债权人于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
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王文龙
联系电话：13862653808
地址：昆山市玉杨路188号3

号厂房
邮编：215300

遗失 苏州工业园区信谊丰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本，编
号 ：320594000201607040302，

声明作废。
遗失 徐州德胜石油机械有限公
司《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
表 》，备 案 登 记 表 编 号 ：
03336453，声明作废。
遗失 苏无锡货 02016 船舶检验
证书，声明作废。
遗失 施 洋 （ 身 份 证 号 ：
320582199103248517）律师执业
证，证号：13205201610188890，执
业机构：国浩律师（苏州）事务所，执业
证类别：专职律师，法律职业资格或律
师资格证号：A201211011433，发
证机关：江苏省司法厅，发证日期：
2016年5月11日。声明作废。
遗失 南京盛龙国际物流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 码 ： 91320192MA1XXP-
MY5X，声明作废。
遗失 苏启渔 02120 船渔业捕捞
许可证，编号：（苏通）船捕（2014）
HY-100521号。声明作废。
遗失 编号 T320117918 出生证

明，父亲邓建全，母亲徐红梅，孩
子邓洋，女，2019.03.24出生。
遗失 编号 P321113285 出生证
明，父亲吴亮，母亲陈露，孩子吴
思成，男，2016.05.13出生。
遗失 2011.12.29 签 发 孙 永 兵
321324199109252417 船员服务
簿 01010636、 A01013138，
2017.5.24签发二类船长适任证书
00200892。
遗失 苏内航货 0198，船舶识别
号 CN20104202218,船检登记号
2010D2104607《内河船舶载重
线证书》发证日期 2018 年 7 月 20
日，声明作废。
遗失 小型汽车，苏 CF3508，丰
县交通运输管理所，行驶证、登记
证书，声明作废。
遗失 摩托车，苏 CGH680，宋千
波，登记证书，声明作废。
遗失 大型汽车，苏 CE8922，郭
兆鹏，行驶证，声明作废。
遗失 小型汽车，苏 CFE150，于

修合，登记证书，声明作废。
遗失 摩托车，苏 CGH930，王为
利，前后号牌，声明作废。
遗失 摩托车，苏CFX449，段敏，
前后号牌、登记证书，声明作废。
遗失 低速车，苏 CFL952，陈得
明，登记证书，声明作废。
遗失 大型汽车，苏 CF8085，徐
州丰义物流有限公司，登记证书，
声明作废。
遗失 低速车，苏 CFL945，张昌
平，登记证书，声明作废。
遗失 小型汽车，苏CV873U，魏崇
昊，行驶证、登记证书，声明作废。
遗失 摩托车，苏 CM706L，程言
启，前后号牌、行驶证、登记证书，
声明作废。
遗失 摩托车，苏 CGF726，李乃
勇，登记证书，声明作废。
遗失 摩托车，苏 CGF007，齐敦
刚，摩托车，声明作废。
遗失 小型汽车，苏 CR7316，薛
志田，前后号牌、行驶证、登记证

书，声明作废。
遗失 摩托车，苏 CGJ701，卓忠
雷，前后号牌、登记证书，声明作废。
遗失 小型汽车，苏 C226XH，奚
红春，前后号牌、行驶证、登记证
书，声明作废。
遗失 苏睢宁驳 0069 内河船舶
检 验 证 书 簿 ，船 检 登 记 号 ：
2004j2102005，声明作废。
遗失 南京苏凯汽车零部件有限
公司 2018 年 1 月 26 日开具的增
值税专用发票壹份（抵扣联、发票
联），代码：3200181130，票号：
05564886。
遗失 南京苏凯汽车零部件有限
公司2018年6月27日开具的增值
税专用发票壹份（抵扣联、发票联），
代 码 ：3200182130，票 号 ：
05650251。遗 失 声 明

公告启事

信 息 超 市
联系电话：025－58680186

58680188

新华日报社就出租南京市江宁区百家湖
湖滨花苑 58 号南园的三幢楼公开招租，欢迎
有意向租赁单位和个人咨询报名。

1.报名租赁单位和个人应提交合法报名
单位和个人的有效证明复印件（同时提供原件
核对），并注明联系人姓名、电话、电子邮箱。

2. 报名租赁咨询地点：南京市中山路 55
号新华大厦 50 层 5003 室。招租文件附电子
版，报名租赁时可自带 U 盘拷贝,报名时间：
2019年5月6日－5月20日(工作日)

上午 9：00－11：30
下午14：00－17：00 逾期不候。
监督电话：025-58682777 顾先生
3. 招 租 事 宜 的 咨 询 电 话 ：025-

58680043 13913914913 陆先生
招租人：新华日报社

2019年5月5日

招 租 公 告

水煮财经

耿强小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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