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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动物检疫管理办法》
和《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自
2022年12月1日起施行。

新版《动物检疫管理办法》
明确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负责动
物检疫监督管理，动物疫病预
防控制机构提供有关技术支

撑，对受理输入无疫区的动
物、动物产品检疫申报的机构
作出调整，明确官方兽医的资
格条件、任命程序、培训和考核
要求等。

新版《动物防疫条件审查
办法》规定，动物饲养场、隔离

场所、屠宰加工场所、无害化
处理场所等四类场所应当配
备与其生产经营规模相适应
的执业兽医或动物防疫技术
人员，患有人畜共患传染病的
人员不得在场所内直接从事相
关活动。 据新华社

《中国证券报》11月30日刊
发文章《政策接续发力 推动房地
产转型发展》。文章称，11月29
日，地产股掀起涨停潮，并带动其
他行业板块走强。这既是市场对
房地产融资政策优化调整的直接
回应，也是市场预期改善、信心增
强的直观反映。此前，证监会宣
布调整优化五项股权融资措施，
支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业内人士认为，房地产市场平
稳健康发展事关金融市场稳定和
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近期从“第一
支箭”银行信贷支持，到“第二支
箭”债券融资帮扶，再到“第三支
箭”股权融资重启，接续发力、层层
递进，形成立体式的金融支持“组
合拳”，将加快行业风险缓释，推动
行业转型发展，更快稳定房地产市
场，从而更好稳定经济大盘。

防范化解风险
房地产既扮演着国民经济的

“压舱石”，也是一头潜在的“灰犀
牛”。业内专家解释，由于房地产
链条长、融资规模大、与金融联系
紧密，牵扯面广，其金融风险的发
生容易扩散蔓延。五项股权融资
支持措施出台的重要意义之一，
正是改善房企权益融资，缓释房
地产领域风险。

五 项 措 施 中 ，“ 两 个 恢
复”——“恢复涉房上市公司并购
重组及配套融资”“恢复上市房企
和涉房上市公司再融资”尤其受
到关注。

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
长田利辉分析，在恢复并购重组及
配套融资、再融资的同时，证监会
明确了募集资金可用于补充企业
流动资金、偿还债务，这有利于改
善房企现金流，缓解流动性紧张状
况，防止房地产风险蔓延升级。

“资金链持续紧绷的民营房
企迎来了‘喘息期’。”亿翰智库报
告认为，监管部门明确募集资金
不仅可用于“保交楼”，还可用于
补充流动资金、偿还债务，将有助
于房地产风险从蔓延扩散逐步转
向收敛缓释。

在业内人士看来，调整完善
房企境外上市政策等举措，也会
起到纾解房企流动性困境、化解
行业风险的积极作用。中指研究
院企业事业部研究负责人刘水
说，恢复以房地产为主业的H股
上市公司再融资，支持房企更好
利用境外市场资源，有助于房企
开展多渠道融资，多措并举缓解
短期流动性紧张，避免行业和个
体风险扩大。

“证监会出台支持房地产股
权融资的五项措施，对整个产业
具有重大意义。相信包括股权融
资在内的各类融资支持力度加
大，将有力推动房企解决资金问
题，加快风险出清，给行业以关键
的‘喘息’机会，积蓄能量走出困
境。”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分院
院长张波说。

盘活存量资产
除了防范化解风险，促进房

地产市场盘活存量也被视为此次
股权融资支持措施的一大看点。

业内人士分析，进一步发挥RE-
ITs盘活房企存量资产作用，不
仅可改善房企资产负债表，也有
助于推动行业转型发展，促进房
地产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
席研究员李宇嘉认为，鼓励优质房
企依托符合条件的仓储物流、产业
园区等资产发行基础设施REITs，
不仅有助于房企更早收回投资，也
将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鼓励引导房
地产开发商转型的作用。

“发行REITs可在不增加负
债的同时，达成项目开发和退出的
闭环，促进形成房地产业可持续发
展的‘开发、运营、盘活’新模式。”
田利辉认为，通过发展REITs市
场和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来盘活
房地产存量资产，探索房地产发展
新路径既可行也有必要。

李宇嘉认为，推动保租房
REITs 常态化发行，努力打造
REITs市场的“保租房板块”，或
意味着后续在REITs发行条件
方面会有政策创新和优化。田利
辉认为，未来保租房REITs市场
建设将是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的一
个重点领域。

在盘活存量资产方面，证监
会提出，积极发挥私募股权投资
基金作用。中信建投证券房地产
行业首席分析师竺劲表示，该项
政策可为住宅和商业地产引入新
资金，盘活房企存量经营性不动
产，助力行业健康发展。

支持行业健康发展
综合业内人士观点，系列股

权融资支持政策的出台将有力改
善房地产融资环境、提升行业发
展质量，支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
康发展。

一方面，房企获支持力度持
续加大，融资环境或迎来重大转
变。张波分析，随着政策支持力
度加大，房企现金流压力将进一
步得到缓解，促进房地产市场恢
复平稳健康发展。中金公司研究
部不动产与空间服务行业首席分
析师张宇认为，房企特别是优质
房企将有望在经营性现金流恢
复、债务融资性现金流改善、权益
融资现金流补充的情况下实现资
产负债表改善，步入风险缓释与
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

另一方面，本轮政策启动实
施后，房地产行业将加速优胜劣
汰，提高行业发展质量。田利辉
指出，房地产并购重组恢复之后，
部分资产质量尚可的财务受困企
业可能成为潜在的收并购对象，
而那些资不抵债、管理混乱的小
型房企将被加速出清。

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
展，既是房地产行业自身及上下游
产业链的期盼，也是稳定经济金融
大局的要求。张宇表示，短期看，
系列政策“组合拳”打出之后，有助
于扭转房地产市场过快下行风险，
并稳定房地产行业对宏观经济大
盘的支撑作用；中长期看，有利于
构建多层次的房地产融资体系，促
进房地产行业与企业新发展模式
的形成。 据新华社

12月，一批事关你我的新规开始施行
2022年的最后一个月，一批事关你我的新规开始施行。反电信网络诈骗有了专门立法

保障，中小学生的普通话水平有了规范标准，药品网络销售平台责任进一步压实……法治，
为美好生活助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
网络诈骗法》自2022年12月1
日起施行。

反电信网络诈骗法从人员
链、信息链、技术链、资金链等
进行全链条治理，从前端宣传预
防、中端监测处置、后端惩治进行
全流程治理，强化部门监管主体
责任，压实企业责任，对电诈分子
规定了有效预防惩处措施，严厉
打击各类涉诈黑灰产行为。

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规定，
公安机关要会同有关部门、企
业建立预警劝阻系统，对发现
的潜在被害人及时采取相应劝
阻措施。

对前往涉诈严重地区且出境
活动存在重大涉诈嫌疑的，或者
因电信网络诈骗受过刑事处罚
的，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规定，可以
根据情况采取出境限制措施。

中小学生的普通话水平划分为6级
《中小学生普通话水平测

试等级标准及测试大纲》（试
行）自2022年12月15日起试
行。该规范将中小学生的普通
话水平划分为6级，规定了测

试的内容、范围、试卷构成和评
分标准等，适用于义务教育阶
段小学五年级及以上学生普通
话水平的测评或评估监测。

新修订的《汉字部首表》也

将于 2022 年 12 月 15 日起实
施。在保持原有201个主部首
基础上，增补微调个别附形部
首，并给出部分常用部首名称
和部首的信息处理国际编码。

压实药品网络销售平台责任
《药品网络销售监督管理

办法》自 2022 年 12月 1日起
施行。

办法明确了从事药品网络
销售的药品经营企业主体资格
和要求，并依法明确疫苗、血液

制品、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等国
家实行特殊管理的药品不得在
网络上销售。

办法要求对处方药网络销
售实行实名制，并按规定进行
处方审核调配；规定处方药与

非处方药应当区分展示，并明
确在处方药销售主页面、首页
面不得直接公开展示包装、标
签等信息；通过处方审核前，不
得展示说明书等信息，不得提
供处方药购买的相关服务。

规范化妆品生产许可和监督检查工作

《化妆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检查要点及判定原则》自2022
年12月1日起施行。

该原则明确了药监部门
开展生产许可现场核查、生产
许可延续后现场核查、日常监
督检查的具体情形和相关判定

原则。
对检查判定为“生产质量

管理体系存在严重缺陷”的企
业，负责药品监督管理的部门
应当依据相关规定，采取责令
暂停生产、经营等紧急控制措
施，及时控制产品风险。企业

应当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整
改，并向负责药品监督管理的
部门提交整改报告。

对检查判定为“生产质量
管理体系存在严重缺陷”的企
业，负责药品监督管理的部门
应当根据相关规定立案调查。

完善商标代理行业治理监管
《商标代理监督管理规定》

自2022年12月1日起施行，针
对商标代理行业准入门槛低、
机构过多过滥、经营管理不规
范、服务水平参差不齐等问题

细化监管规定。
规定要求，商标代理机构

建立健全业务管理制度和业
务档案制度，加强从业人员
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教育。

商标代理机构从事商标代理
业务不得采取欺诈、诱骗等
不正当手段，不得损害国家
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
法权益。

加强铁路危险货物运输安全管理

新版《铁路危险货物运输
安全监督管理规定》自2022年
12月1日起施行。

针对非法托运危险货物问
题，规定建立了托运人在危险
货物确定品类、防护措施、专门

办理站点、提交证明材料、运单
填报、应急联系等方面制度；针
对违规承运危险货物问题，规
定建立了安全查验、违规托运
告知、签订安全协议等制度。

对包装、数量、危险物质含

量等符合要求的危险货物，如
含锂电池的消费类电子产
品、含碘小于50%的碘酒、医
药用的四氯乙烯等，在满足一
定条件的情况下不作为危险货
物运输。

强化养殖业生产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

政策接续发力
推动房地产转型发展为惩治电信网络诈骗“精准出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