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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保监会将更大力度支持长期资金入市

险资有望委托基金券商管理资产

近期拟加大入市力度

□

本报记者 申屠青南

权威人士透露， 中国证监会

和中国保监会近日就保险资金运

用、 加强监管合作等一系列问题

进行了会商。 双方对大力发展资

本市场、 推动机构投资者发展具

有高度共识， 将在鼓励保险资金

等长期资金入市方面给予更大力

度的政策支持， 双方将建立更为

顺畅的沟通、 交流机制和信息共

享机制，加强监管合作，共同促进

资本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 权威

人士表示， 未来将允许保险资金

以专户或定向资管形式委托基金

管理公司、证券公司管理。

保险机构是资本市场主要的

专业机构投资者， 投资理念相对

成熟。根据《保险资金运用管理暂

行办法》等相关规定，保险机构投

资股票和股票型基金的比例不得

超过总资产的

20%

。 从保险资金

入市的情况看， 去年底保险业资

产持有

A

股流通市值的比例约为

11%

，还有较大提升空间。目前股

票市场整体估值水平处于低位，

有统计显示， 保险机构近期股票

持仓比例持续增加， 表明其对股

票市场的信心。有关人士透露，保

险资金近期拟加大入市力度。

委托管理政策障碍将消除

中国证券报记者近日走访

多家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和基金

管理公司获悉，不少保险公司客

户有意将保险资金委托给基金

管理公司或证券公司进行管理，

但由于《保险资金运用管理暂行

办法》等相关规定，目前还无法

实现。

根据规定， 保险公司目前只

能自行投资或者委托保险资产管

理机构进行投资。因此，保险公司

不能委托基金管理公司、 证券公

司等市场机构进行资产管理。 而

为了更好地利用证券市场专业机

构投资者的优势， 对于委托基金

管理公司、 证券公司等市场机构

进行资产管理， 多家保险公司意

愿强烈。

权威人士透露，近日，证监会

和保监会就保险资金运用、 加强

监管合作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会

商， 上述问题有望于近期得以解

决。（下转A02版）

证监会力挺民企利用资本市场发展壮大

创业板公司中民企占比超

95%

□

本报记者 申屠青南

中国证监会有关部门负

责人

5

月

31

日表示， 证监会大

力支持民营企业利用资本市

场发展壮大。 截至目前，上市

公司中民营企业占比超过

50%

。其中，主板上市公司中民

营企业占比近三分之一，中小

企业板上市公司中民营企业

占比近

80%

， 创业板上市公司

中民营企业占比超过

95%

。

近年来，中国证监会按照

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稳

步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

积极支持民营企业发展。

2004

年

5

月， 设立中小企业板；

2009

年

10

月，设立创业板市场。随着

上述举措逐步实施， 资本市场

层次日渐丰富， 服务范围不断

扩大，促进不同规模、处于不同

发展阶段的民营企业发展的积

极作用日益显现。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

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

展的若干意见》和《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

资健康发展工作分工的通知》

要求， 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功

能， 中国证监会日前发布了

《关于落实 〈国务院关于鼓励

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

若干意见〉工作要点的通知》。

《通知》 提出了进一步支持民

营企业发行上市和再融资的

相关措施，包括进一步深化新

股发行体制改革，促进一级和

二级市场均衡协调发展；修订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以

及上市公司发行证券等管理

办法，研究制定创业板再融资

规则，积极支持符合条件的民

营企业发行上市和再融资。

证监会将积极贯彻落实

《通知》提出的相关措施，做好

监管服务工作，一如既往地支

持民营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发

展壮大。

第五个国家级新区有望落户大连

将获财政、金融、贸易等优惠政策

□

本报记者联合报道

中国证券报记者近日获

悉，有关在大连设立国家级新

区的实施意见在部委层面征

求意见后，近期有望上报。 继

上海浦东新区、 天津滨海新

区、重庆两江新区和浙江舟山

群岛新区之后，第五个国家级

新区有望落户大连。

分析人士表示，大连如果

成立国家级新区， 将获得财

政、金融、贸易等多项优惠政

策，在吸引外资方面将更好地

发挥窗口作用。

国家级新区是指新区的成

立乃至于开发建设上升为国家

战略，总体发展目标、发展定位

等由国务院统一规划和审批，

相关特殊优惠政策和权限由国

务院直接批复， 在辖区内实行

更加开放和优惠的特殊政策，

鼓励新区进行各项制度改革与

创新的探索工作， 规格一般为

副部级。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

协委员、 东北财经大学副校长

武献华提出了 《关于在大连设

立国家级新区的提案》。

服务和带动东北振兴

武献华表示，大连是东北对

外开放的窗口和龙头， 立足大连

建设国家级新区， 先行先试深化

改革、扩大开放的政策措施，既是

国家区域战略布局的重大选择，

也是进一步发挥大连作用， 服务

和带动东北振兴的现实需要。

他认为，“大连是辽宁沿

海经济带的核心，立足已有功

能区设立新区，可以进一步探

索行政区与功能区融合发展

的新模式，并通过创造新的开

放和政策优势，提升辽宁沿海

经济带的整体国际竞争力。 这

对于实现我国东部沿海地区

南北均衡协调发展，发挥海陆

统筹发展整体优势也具有重

要意义。 ”（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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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牵头研究建立国家稀土收储机制

拟成立稀土交易平台

□

本报记者 孟斯硕

消息人士向中国证券报

记者透露，工信部正牵头研究

建立国家稀土收储机制以平

抑稀土价格波动，并计划在此

基础上成立稀土交易平台，供

企业进行公开交易。 这是继稀

土行业协会成立后，工信部又

一次牵头采取措施，意味着工

信部加强稀土行业管理进入

实质性阶段。

消息人士透露，国家稀土

收储机制正在研究中，与企业

进一步沟通和研究后将形成

具体方案。 当稀土价格下降到

某一特定价格后，企业将按照

收储机制的要求在市场上收

储；当稀土价格上涨到某一特

定价格后，企业将按照收储机

制的要求售出稀土。

去年

5

月 ， 国务院发布

《关于促进稀土行业持续健

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要求建

立稀土战略储备体系， 将按

照国家储备与企业（商业）储

备、实物储备和资源（地）储

备相结合的方式建立稀土战

略储备。

银河证券认为， 近期稀

土价格总体保持平稳。 去年

稀土价格大起大落， 既不利

于稀土行业的稳定健康发

展， 也给国家对稀土行业的

整合和调控带来了很大困

难。 稀土收储机制建立后，稀

土价格的大幅波动有望受到

抑制， 从控制供求角度引领

市场价格趋于稳定。

有色行业一位分析师认

为，包钢稀土曾建立类似的收

储机制， 但在稀土价格高企

时，企业很难有动力来售出稀

土以平抑价格。 而在稀土价格

处于低位时，企业的收储行为

对市场价格影响较有限。 对稀

土的管理应该从源头上进行

治理， 打击非法盗采行为，这

对市场价格也会起到稳定的

作用。

银河证券认为， 国家可

以通过稀土交易平台对交易

行为进行更多的监管， 有利

于稀土价格保持稳定， 减少

私采、盗采现象。 （相关报道

见A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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