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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上海1月 16日电（记者潘
清）继针对大连控股支持诉讼提起上诉
后，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近日又就
*ST 圣莱虚假陈述案提起证券支持诉
讼。

新年伊始的两起证券支持诉讼案例
透露着同样的信号：以追责“首恶”为诉
讼原则，证券支持诉讼正日益发挥其独
特优势，担负起证券投资者“权利救济”
渠道的重要功能。

法律理解存在冲突
证券支持诉讼首现“上诉”
作为证监会管理的证券金融类公益

机构，设立于上海的中证中小投资者服
务中心近日宣布，针对大连大福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支持诉讼的上诉请求已于1
月3日获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
理。这也是证券支持诉讼起步两年多
来，投服中心首次“上诉”。

2017年7月25日大连控股公告因信
息披露违法被大连证监局行政处罚。同
年8月，投服中心通过公开征集方式提起
支持诉讼，共征集409名投资者。至2018
年 12 月底，共有 117 名投资者获立案受
理，其中34名投资者案件开庭审理。

据投服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按照
证券支持诉讼追责“首恶”的诉讼原则，
大连控股案例以第一被告代威（大连控
股实际控制人、时任董事长，此案直接责
任人员）、第二被告周成林（财务总监，此
案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及第三被告上市
公司大连控股的顺序提起诉讼。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
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
若干规定》规定，大连中院认定虚假陈述
行为应由作为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上市公
司首先承担赔偿责任，上市公司负有责
任的董监高等高级管理人员再对损失承
担连带赔偿责任。

2018年12月14日，两名投资者收到
法院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的民事判决书。
投服中心认为，这是对现行侵权责任法
与若干规定的法律理解冲突所致，遂指
派公益律师上海华尊律师事务所朱夏嬅
律师作为代理人，支持上述两名投资者
提起上诉。

虚增收入粉饰报表
*ST圣莱时任董事长成“第一被告”
同样秉持追责“首恶”的诉讼原则，

投服中心支持*ST圣莱受损投资者虚假
陈述损害赔偿案件中，时任董事长胡宜
东被列为“第一被告”。近日，这一案件
获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

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18
年5月10日公告收到证监会《行政处罚
决定书》，认定其为防止公司股票因连续
亏损而被特别处理，在主业亏损的情况
下，通过虚构影视版权转让业务和虚构
财政补助，于2015年12月至2016年1月
期间累计虚增收入 2000 万元和净利润
1500 万元，导致 2015 年度财报“变亏为
盈”。

值得注意的是，2015年8月*ST圣莱
开始筹划重组，至 2016 年 2 月因证监会
立案调查而终止。投服中心认为，公司
在此期间虚构收入主要是为重组粉饰业
绩，违法行为较为典型。

2018年9月，*ST圣莱收到证监会第
二份《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时任董事
长胡宜东为虚构收入的主要责任人。据
此，投服中心将胡宜东列为虚假陈述索
赔支持诉讼第一被告，并要求*ST 圣莱
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追首恶”重在震慑
支持诉讼期待制度支撑
事实上，追责“首恶”的诉讼原则在

此前的多起支持诉讼案例中已有充分体
现。2017年5月国内首例证券支持诉讼

胜诉，时任匹凸匹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
人鲜言被法院认定为涉案虚假陈述行为
的直接责任人，应对原告损失承担首要
赔偿责任。这一判决结果也为证券支持
诉讼开创了“追责到人”的先河。

而在 2018 年 7 月获受理的首例市
场操纵支持诉讼案中，恒康医疗控股股
东也因为在并购中“以市值管理之名行
市场操纵之实”，而被投服中心列为被
告。

投服中心专家表示，作为支持诉讼
一贯的诉讼原则，追责“首恶”有利于将
因虚假陈述等违法行为引发的民事赔偿
责任“落实到人”，避免上市公司“代为担
责”，同时避免中小股东“间接”负担本应
由责任人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

更为重要的是，追责“首恶”原则有
利于对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董监高等
形成警示和震慑，督促其勤勉尽责，不做
任何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

不过，大连控股案例也表明，追责“首
恶”在司法实践中面临法律理解冲突的挑
战。若干规定确立了共同侵权责任，而侵
权责任法规定，在共同侵权案件中，原告
有权请求部分或全部连带责任人承担责
任，且责任承担顺序无法律限制。

投服中心专家认为，虚假陈述类侵
权行为符合基本的侵权责任规则，受侵
权责任法约束。有别于普通维权诉讼，
证券支持诉讼重在通过诉讼促使上市公
司完善公司治理。厘清责任主体顺序，
由“首恶”承担违反法律义务的首要赔偿
责任，对于促使相关责任人员增强勤勉
尽责意识具有重要作用。

针对证券支持诉讼中的争议问题，
部分法律界人士则呼吁立法机关着手完
善相关法律法规，最高法尽快出台相关
司法解释，为证券支持诉讼的司法实践
提供制度支撑。

新华社日内瓦1月15日电（记者凌馨）世界经济论
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15日强调，全球化
发展已进入新阶段，各方应努力，保证未来的全球化发
展更具包容性和可持续性。

世界经济论坛15日发布的一份公报引用施瓦布的
话说，受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冲击和全球地缘经
济和政治力量重构的影响，全球已进入深度动荡时期。
全球化4.0时代需要坚持“以人为本”，同时兼具包容性
和可持续性。

施瓦布当天还在此间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未
来由于全球范围的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全球化仍将进
一步发展，全球化4.0时代应更多关注此前未赶上全球
化发展机遇的部分人群。

2019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将于1月22日至25日在
瑞士达沃斯举行，本次年会主题为“全球化4.0：打造第四
次工业革命时代的全球结构”。届时年会将汇聚来自政
府、国际组织、商界、媒体等各界代表和专家约3000人，
举办350多场讨论活动。

新华社北京1月15日电（记者吴雨）中国人民银行
15日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全年人民币贷款
增加16.17万亿元，同比多增2.64万亿元。

央行数据显示，2018年以个人住房按揭贷款为主的
住户部门中长期贷款增加4.95万亿元；以实体经济贷款
为主的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增加8.31万亿元。12
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1.08万亿元，同比多增4995亿元。

另外，全年人民币存款增加13.4万亿元，同比少增
1071亿元。其中，住户存款增加7.2万亿元，非金融企业
存款增加2.16万亿元，财政性存款减少596亿元，非银行
业金融机构存款增加1.96万亿元。12月份，人民币存款
增加916亿元，同比多增8845亿元。

从货币供应看，12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182.67万
亿元，同比增长8.1%，增速比上月末高0.1个百分点，与上年
同期持平；狭义货币（M1）余额 55.17 万亿元，同比增长
1.5%，增速与上月末持平，比上年同期低10.3个百分点。

同日发布的社会融资数据显示，2018年社会融资规
模增量累计为19.26万亿元，比上年少3.14万亿元。12
月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1.59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33
亿元。2018年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200.75万亿元，同比
增长9.8%。

新华社北京1月15日电（记者王文
博）1 月 14 日，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
我国2018年外贸进出口总值30.51万亿
元，比 2017 年增长 9.7%，规模再创历史
新高，有望继续保持全球货物贸易第一
大国地位。记者还获悉，目前海关、商务
部等部门正在酝酿支持政策，确保2019
年外贸发展稳中提质。

当日，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统计分
析司司长李魁文在国新办新
闻发布会上表示，去年我国
外贸进出口总值再上新台
阶。2005 年，我国外贸进出
口总值首次超过 10 万亿元
人民币；2010 年，超过 20 万亿元；2018
年，再创新高，超过30万亿元，比2017年
的历史高位多2.7万亿元。

其中，民营企业对当年我国外贸增
长的贡献度超过了 50%，对外贸发展的
拉动作用更加突出。李魁文说，2018年
我国有进出口实绩的民营企业 37.2 万
家，比2017年增加了10.7%，有更多的民
营企业参与到进出口活动当中。

李魁文介绍，民营企业区域分布实
现了梯次发展。2018年中部、西部和东
北地区的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速分别达到
了 20.3%、18.9%和 16.7%，高于东部的

12.1%，呈现了梯次发展的态势，并实现
了两位数的增长。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外贸
区域发展更趋协调。数据显示，2018年，
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进出口增速高于全国
整 体 增 速 ，西 部 12 省 市 外 贸 增 速 为
16.1%，超过全国增速6.4个百分点；中部
6省市外贸增速为11.4%，超过全国增速
1.7 个百分点；东北三省外贸增速为

14.8%，超过全国增速5.1个百分点。
记者还获悉，2019 年还有更多积极

主动扩大进口的政策将出。包括进一步
推动降低进口关税总水平，加大力度支
持先进技术、重要装备和关键零部件进
口，进一步完善汽车平行进口政策支持
措施等。

在跨境电商领域，李魁文透露，下一
步，海关总署将对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
和出口的信息化系统进一步完善，实现对
税收管理、额度控制、申报管理等功能的
优化升级，进一步满足跨境电子商务海关
监管业务需要，也更好服务广大网民。

另外，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政策也正
在酝酿。外贸司副司长宋先茂之前透
露，2019年将进一步促进东部地区加工
贸易转型升级，支持中西部和东北地区
承接加工贸易产业转移，深化加工贸易
管理体制改革，推进加工贸易高附加值
保税维修再制造等新业态发展。

对2019年我国进出口走势，李魁文表
示，总的看，当前我国国内经济长期稳中向

好的发展势头没有改变，中央
围绕稳外资、稳外贸也相继出
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其效果
正在逐步显现，为今年外贸发
展打下了坚实的政策基础。

与此同时，外部环境复杂严峻，不确定、不
稳定因素依然较多，加上基数抬高等客观
因素，外贸增长速度可能有所放缓。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经济学
家连平也认为，尽管过去几个月，中央与
地方及时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出口企业的
政策，各地对出口类民营企业和小微企
业给予了更多支持，但这些政策的红利
释放尚需要一个过程。

“我们相信，随着我国进一步扩大开
放，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进，
预计今年我国外贸发展有望稳中提质，
质量和效益将进一步提高。”李魁文说。

证券支持诉讼坚持追责“首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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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泰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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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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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得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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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洲慈航

美锦能源

国海证券

收盘价
1.95

6.16

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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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7

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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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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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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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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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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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称
顺利办

西部矿业

青青稞酒

正平股份

盐湖股份

青海华鼎

金瑞矿业

西宁特钢

青海春天

收 盘 价
6.15

6.08

11.13

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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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7

涨跌幅（%）
-2.84

-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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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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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沪大势分析深沪大势分析

2018年外贸总额创新高

民企作用更加突出

施瓦布：全球化进入新阶段

包容性和可持续性是关键

2018年我国人民币贷款

增加16.17万亿元

新华社上海1月16日电（记者桑彤）16日，A股市场
各指数涨跌互现，上证综指几乎以平盘报收。

当日，上证综指以2569.07点开盘，全天窄幅震荡，最
终收报2570.42点，上涨0.08点，几乎以平盘报收。深证
成指收报7540.45点，跌6.90点，跌幅为0.09%。

创业板指数涨 0.08%至 1267.30 点。中小板指数跌
0.25%，以4893.04点收盘。

沪深两市个股跌多涨少，有1329只交易品种收涨，
2129只交易品种收跌。不计算ST个股，两市约30只个
股涨停。

板块概念方面，动物保健、公交、医药商业涨幅居
前，涨幅均在2%以上；船舶制造、林业、通信运营跌幅居
前，跌幅都在1%以上。

当日，沪深 B 指以绿盘报收。上证 B 指跌 0.27%至
277.03 点；深证 B 指跌
0.32%至865.50点。

A股指数涨跌互现

沪指几以平盘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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