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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认为新股发行改革需整体化思路

●

2012年A股IPO数量和融资规模大幅下滑

●

拓宽渠道增强市场约束 新阶段发行改革路径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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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边地区开发开放规划正在编制

完善开放格局 振兴区域经济 打造新增长点

□

本报记者 张朝晖

中国证券报记者

6

日获悉，为

加快推进我国重点边境城镇、重点

口岸、 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建设，

发改委、 商务部等部门正在编制

《沿边地区开发开放规划 （

2011－

2020

）》，抓紧制定推进我国沿边地

区开发开放的政策措施。

业内人士表示，规划的制定意

味着未来将从国家层面加大对国

际大通道内外互联互通建设的协

调力度，打造沿边对外开放桥头堡

和经济增长极。规划将加大边贸资

金扶持，进一步落实金融、财税、土

地、人才等方面的优惠政策。

去年

8

月，中央决定建设广西

东兴、云南瑞丽、内蒙古满洲里等

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 加上此前

国家已批准设立的新疆喀什、霍

尔果斯经济开发区和珲春国际合

作示范区， 共同构成我国沿边开

发开放先行区。

业内人士表示，《沿边开发开

放规划》的编制说明国家开始对沿

边开发开放进行统一布局。目前已

经建立一个国家层面的协调跟进

机制，相关部委建立了部际联席会

议制度，商务部、发改委已对沿边

重点地区进行多次调研。

专家表示， 未来国家有望在

重大项目规划上适当向边境地区

倾斜，加大对边境地区的投入，加

大对边境贸易的资金扶持力度。

沿边发展仍需进一步加大基础设

施投入与建设， 只有基础设施建

设先行之后， 才能进一步改善投

资环境。

前段时间以铁路为重点的国

际大通道建设掀起高潮

,

下一步整

个境内的建设和对外的联通，还要

从国家层面加大推进协调力度。未

来我国将通过油气管道、 电网、铁

路公路、水运、航空等重要大通道

建设，推进桥头堡的有效建设。

专家表示，未来国家加快沿边

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建设，主要方

向在边境口岸设施和市政基础建

设投资， 加快建设边民互市贸易

区、出口产品加工区，加快推进跨

境铁路扩能改造及口岸高速公路

等一批互联互通重点项目建设。

受经济危机持续影响， 去年

我国对美国、 欧盟等传统贸易伙

伴的出口额大幅下降， 导致我国

外贸增长存在较大压力， 中国与

俄罗斯、 东盟等沿边新兴市场的

贸易却逆势保持较快增长。 在此

背景下， 我国政府开始尝试调整

外贸发展战略， 在深化沿海贸易

的同时，加快内地开放，提升沿边

开放水平， 实现对内对外开放相

互促进。 未来要通过与周边国家

比较优势的交换来加快发展，打

造新的区域增长极。

证监会期货监管一部、二部主任接受本报记者独家专访

证监会正抓紧研究论证原油期货有关问题

□

本报记者 申屠青南

证监会期货监管一部主

任宋安平、期货监管二部主任

季向宇日前就期货市场监管

目标、理念、机制及期货公司

业务创新等热点问题接受中

国证券报记者独家专访。

宋安平表示，我国期货市

场实现了重大转折性变化，正

处于从量的扩张向质的提升转

变的关键时期。 证监会坚持监

管从产品设计开始的理念、程

序化监管的理念，依法监管、依

法治市，维护“三公”原则，保护

投资者合法权益。 针对期货市

场违法违规行为特点， 通过构

建证监会、期货交易所、期货保

证金监控中心的三方联动监管

机制，坚持预防为主的原则，推

进规则前移、监管前移，对违法

违规行为做到“及时发现、及时

制止、及时查处”。

季向宇表示，目前证监会

正抓紧对原油期货市场建设涉

及的中介机构服务模式及监管

政策进行全面地研究论证，并

就境外投资者参与国内期货市

场的监管政策等重点问题与期

货交易所方面不断沟通交流。

季向宇表示，目前期货公

司业务创新积极推进， 从过去

单一的商品经纪业务模式发展

到目前的商品经纪、金融经纪、

投资咨询、 资产管理及结算业

务等多元化业务格局。同时，境

外期货经纪业务筹备工作取得

实质性进展， 正在研究期货公

司开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业务

和期货公司设立风险管理服务

子公司开展合作套保、 仓单服

务、基差交易、定价服务等各项

业务创新。 （相关报道见A04

版期货业创新发展系列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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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货大视野

操盘高手华山论剑

百变招式玩转期货

逾九成基金经理料今年A股投资正回报

今日投资财经资讯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季度基金经理

调查结果显示，近八成被访者青睐周期敏感型产业，未来六

个月最看好金融类股票。

丽珠集团停牌或为B转H

丽珠集团因正在筹划重大事项， 宣布

A

、

B

股停牌。

市场猜测， 丽珠集团此次突然停牌或为筹划

B

股转

H

股

事宜。

李克强：推进和扩大

公立医院改革试点

公募基金资产净值

去年增长逾三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