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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上午，备受社会关注的甘肃内蒙
古“8·05”系列强奸杀人案一审公开宣判，
甘肃省白银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被
告人高承勇犯抢劫罪、故意杀人罪、强奸
罪、侮辱尸体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
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高承勇当庭表示
不上诉。

法院审理查明，被告人高承勇于1988
年5月至2002年2月，先后在甘肃省白银
市、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共作案11起，其
中实施抢劫作案4起，实施抢劫、侮辱尸体
作案4起，实施抢劫、故意杀人、强奸作案2
起，实施抢劫、故意杀人、侮辱尸体作案1
起，共致11名女性被害人死亡。

白银中院依法判决被告人高承勇犯
抢劫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
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故意杀人罪，判
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强奸罪，判
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犯
侮辱尸体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决定执
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
人全部财产。

宣判后，高承勇当庭表示不上诉。
此案破案跨度长达28年，曾一度被称

为“世纪悬案”。高承勇被警方抓获后，对
其在1988年至2002年间残忍杀害11名
女性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 据新华社电

甘蒙“8·05”
系列强奸杀人案
一审宣判

A股发行制度迎来新变化

尚未盈利的试点创新企业也能上市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证监会《关于开展创新

企业境内发行股票或存托凭证试点的若干意见》，这为
我国创新企业境内上市融资提供了制度保障。那么这
份文件里都有哪些干货值得关注？

七大新经济领域位列试点

“本次试点设定了较高的门槛，面向符合国家战略、
掌握核心技术、市场认可度高的创新企业。”证监会新闻
发言人说。

七大新经济领域成为试点重点行业。互联网、大数
据、云计算、人工智能、软件和集成电路、高端装备制造、
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这七大领
域中达到相当规模的创新企业有望入选试点企业。

意见还明确了试点企业的指标门槛。对于已在境
外上市的大型红筹企业，市值不得低于2000亿元人民
币；尚未在境外上市的红筹企业和境内企业，最近一年
营业收入不得低于30亿元人民币且估值不低于200亿
元人民币，或收入快速增长，拥有自主研发、国际领先的
技术，同行业竞争中处于相对优势地位。

创新企业登陆A股路径丰富

如何让那些已经在海外上市的优质创新企业回归
国内资本市场？意见也给出了明确的回归路径。

符合试点条件的红筹企业，可以选择通过发行存托
凭证在境内上市融资；符合股票发行条件的，也可以选
择发行股票。此外，符合试点条件的境内企业，可以直
接在境内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存托凭证是指存托人签发，以境外证券为基础在中
国境内发行，代表境外基础证券权益的证券。试点企业
在境内发行的股票或者存托凭证，应当在境内证券交易
所上市交易，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集中
登记存管、结算。

成立专门委员会认定试点企业

证监会将成立科技创新产业化咨询委员会，对申请
企业是否纳入试点范围作出初步判断，证监会将以此作
为重要依据，决定申请企业是否纳入试点。

委员会由各行业的权威专家、知名企业家、资深投
资专家等组成，综合考虑商业模式、发展战略、研发投
入、新产品产出、创新能力、技术壁垒、团队竞争力、行业
地位、社会影响、行业发展趋势、企业成长性、预估市值
等多个因素进行评判。

尚未盈利的试点创新企业也能上市

创新企业具有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的特点，企业
发展前期一般需要大规模的研发和市场投入，在企业发
展的特定阶段很多出于亏损状态，并不符合有关盈利的
发行上市条件要求。

“而这次改革，就针对创新企业的特点，按照证券法
规定的程序，报经国务院批准，修改相关规定，明确规定
符合条件的创新企业不再适用有关盈利及不存在未弥
补亏损的发行条件。”证监会新闻发言人说。

必须让境内外投资者权益相当

针对投资者权益保护，意见也作出了明确规定。
根据意见，试点企业发行股票的，按照境内现行股票

发行的投资者保护制度执行；发行存托凭证的，应当确保
存托凭证持有人实际享有权益与境外基础股票持有人权
益相当。投资者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情况下，试点企业
应确保境内投资者获得与境外投资者相当的赔偿。

此外，意见规定，尚未盈利试点企业的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企业实现盈利前不得
减持上市前持有的股票。 据新华社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