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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保监会指定披露保险信息

中国证监会指定披露上市公司信息

中国银监会指定披露信托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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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

工作重点

今

日

关

注

●

资金渠道拓宽 投融资格局有望改善

●

发行改革逐步推进 退市料常态化

●

证监会十大工作重点出炉 市场或迎“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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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报·中证网 中证面对面

时间：今日 15:00-16:00

嘉宾：

华融证券市场研发部副总经理 肖波

山西证券研究所策略分析师 杜亮

B股“狂欢盛宴”何时落幕

中国证监会部署

2013

年工作重点

坚持投资和融资功能完全平衡

□

本报记者 申屠青南

2013

年全国证券期货监管

工作会议日前在北京召开。 中

国证监会主席郭树清强调，今

后一段时期， 我国资本市场发

展的基础将更加坚实， 资本市

场正面临难得的战略机遇。 证

监会将坚持从新兴加转轨的基

本实际出发， 坚持投资功能和

融资功能完全平衡， 坚持放松

管制和加强监管紧密结合，坚

持严格执法和完善法制有机统

一， 坚持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

相互促进，坚持近期举措和长远

目标统筹兼顾，加快建设一个更

加成熟、 更加强大的资本市场，

在更大范围和更高水平上发挥

直接金融服务全局的作用。

郭树清回顾了五年来资本市

场取得的成绩，阐述了进一步推进

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的基本要求，提

出了

2013

年改革和监管十个方面

的重点工作。（下转A02版）

汇聚“正能量” 释放更多改革红利

� � � � 刚刚闭幕的

2013

年全国

证券期货监管工作会议，明

确了

2013

年资本市场改革和

监管十大工作重点。 中国证

券报认为， 资本市场正处于

继续打基础、 孕育新发展动

力的阶段。 只有大力改革，更

多汇聚各方“正能量”，把资

本市场建设成“自身硬”的市

场， 才能进一步激发市场的

生机和活力。

目前，我国经济正处于转

型关键期，作为配置资源重要

抓手，资本市场的重要性不言

而喻。 无论是推进经济结构调

整、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还是改善发展民生，都需要资

本市场担纲重任。

中国证券报认为，与我国

经济社会其他领域改革一样，

在经历大刀阔斧、 洗削更革

后， 资本市场改革开始触及

“深水区”和“硬骨头”，多种力

量博弈更加激烈。 因此，当前

资本市场改革， 只有突出重

点，才能纲举目张。

一是平衡好投资功能和

融资功能，特别是强化投资功

能。 长期以来，我国资本市场

重融资轻投资，股市主要为融

资服务，发行人在市场上融到

巨额资金，中介机构赚取不菲

佣金，而投资人鲜有回报———

依靠分红， 分红少得可怜；指

望价差赚钱， 往往是高买低

卖，普遍亏损累累，以致对资

本市场信心持续低迷。

实际上， 投资与融资是资

本市场基础功能， 两者互相依

存、互相促进。如果融资功能发

挥不好， 储蓄就不能很好转化

为投资， 企业就无法获得股本

支持。如果投资功能发挥不好，

投资者不能获得正常收益，他

们也就不会参与市场， 从而在

根本上制约融资功能长期稳定

发挥。特别是在当前条件下，增

强资本市场投资功能， 不仅在

宏观层面有利于拉动民间投

资、增加群众财产性收入，对资

本市场自身来讲， 也有利于提

振信心、强化市场约束、提高资

源配置效率，可谓一举多得。

二是打造过硬的上市公

司，既要严把

IPO

准入关，也要

强化优胜劣汰的退市制度，从

“一进一出” 两个环节不断提

高上市公司竞争力和资本市

场吸引力。 上市公司质量是资

本市场基石，上市公司有责任

也有义务保证信息披露真实

性、准确性和及时性，给投资

者提供一个真实的上市公司，

中介机构要当好资本市场“守

门人”，勤勉尽责，这不仅是职

业操守，更是职业良心。 对粉

饰业绩、包装上市、虚假披露

等行为， 监管部门应坚决打

击；对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和重大遗漏等行为，也应依法

严惩。 推进上市公司退市制度

改革，会涉及到现实的利益格

局，监管部门应以更大的勇气

与胆魄、 更多的智慧和技巧，

敢于动真碰硬， 突破利益篱

笆，坚决防止所谓“放生”、“该

退未退”等情形出现。

三是大力发展机构投资

者。 截至

2012

年底，专业机构

投资者所持

A

股流通市值占比

仅为

17.4%

， 与成熟市场相比

差距较大。 专业机构投资者发

展不足，限制其对上市公司治

理及现金分红制度完善等方

面的影响力，市场也易陷入大

幅波动之中。

我国资本市场应大力培

育机构投资者队伍， 为社保

基金、保险、信托、私募基金、

QFII

等专业机构投资提供便

利， 鼓励发展多种多样的财

富管理产品和机构。 要研究

政策措施继续大力吸引新资

金入市。

四是持之以恒地做好投

资者服务和保护工作。 资本市

场涉及千家万户切身利益，仅

A

股市场个人投资者就达

7800

多万，账户数超过

1.68

亿，如按

家庭估算，涉及

2

亿多人。 以散

户为主的投资者结构，决定监

管部门需付出更多努力，做好

投资者服务和保护工作。

“潮平两岸阔， 风正一帆

悬。 ”我国资本市场要从“新兴

加转轨”的市场向国际一流市

场迈进，成为与我国经济发展

水平相适应的比较成熟的资

本市场，关键是通过改革实现

“自身硬”， 无论从形式到内

容，还是从规模到结构，都需

要实现质的转变。

●

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

●

进一步深化发行和退市制度改革

●

不断促进上市公司质量提升

●

进一步发挥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功能

●

大力培育机构投资者队伍

●

切实改进市场监管和执法

●

进一步营造有利于资本市场创新发展政策环境

习近平：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

� � � �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共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

２２

日在中国共产党

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

二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指出，坚定不移惩治腐

败，是我们党有力量的表现，也是

全党同志和广大群众的共同愿望。

从严治党， 惩治这一手决不能放

松。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

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

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

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要继续全面

加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加

强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

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加

强反腐败国家立法，加强反腐倡廉

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深化腐败问题

多发领域和环节的改革，确保国家

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

力。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

督，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

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

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

新华社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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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要闻

去年全国财政收入增12.8%

证券交易印花税降三成

保监会拟允许

保险集团或控股公司发次级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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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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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评 � Editorial

公司

徐连仲：粮价平稳上涨

有助平滑物价波动

A06

观点与观察

资金腾挪不离银行

醉翁意在衍生利润

A14

衍生品对冲

美丽中国成行

仍需“环保”加码

A15

热点前瞻

营口楼市真相：荒地上的空城

A09

公司新闻

政策支持再加码

长电科技迎发展良机

A09

公司新闻

众私募抢筹“只把春来报”

江作良出山“无意苦争春”

� � � �自

2012

年

12

月股市探底回升后，

A

股“牛角”初现的看法

不绝于耳。 曾经的“公募一哥”王亚伟首只私募产品已火速

建仓，掀起私募界抢筹风暴。 有“基金教父”之称的江作良在

离开公募基金五年后， 近期在广州推出自己的首只私募产

品。 基金界大佬级人物“出山”引发市场高度关注，

A

股

2013

年行情似乎值得期待。

A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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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CPI同比涨幅

或回落至2%左右

A02

财经要闻

首批8-10家银行

将参与前海跨境人民币贷款

A02

财经要闻

两月上涨20%

香港创业板绝处现生机

A07

海外财经

白上黄下 黄白线大举换位

三主线穿越盘中调整

A13

市场新闻

三路出击 九行业敲定兼并重组路径

� � � �

12

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加快推进重点行业企业兼并重组

的指导意见》，勾勒出汽车、钢铁、水泥、船舶、电解铝、稀土、

电子信息、医药和农业

9

大行业规模化、集约化发展蓝图。 规

模经济效益显著是这些重点行业共同特征，大企业、大集团

形成有助于产业结构优化。行业特点和环境差异决定它们的

兼并重组将会各有侧重，并购整合目标将集中在资源、渠道、

技术等方面。

A12

并购重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