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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高丽：中方愿全面扩大对俄能源合作

� � � �国务院副总理、 中俄能源

合作委员会中方主席张高丽

15

日在人民大会堂与俄罗斯副总

理、 俄方主席德沃尔科维奇举

行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十次

会议， 为即将举行的中俄总理

第十八次定期会晤做准备。

张高丽表示， 中俄能源合

作是长期的、 全面的、 战略性

的，双方在地缘、资源、市场、

技术等方面互补性强，合作潜

力巨大。 中方愿全面扩大对俄

能源合作。 希望双方落实好俄

方对华增供原油项目，扩大石

油上游合作规模，把天津合资

炼厂建成有高效益的下游合

作示范项目。 积极推进中俄

东、西两线天然气领域的互利

合作，继续在核能领域扩大开

放合作。 中方愿进一步扩大自

俄罗斯进口煤炭、电力，积极

拓展中俄可再生能源和节能等

领域的合作。

图为会谈后， 张高丽与

德沃尔科维奇共同签署 《中

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十次会

议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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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不会自动存在

———为《衍生品不是坏孩子》作的序

□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 姜洋

� � � �美国人桑德尔的 《衍生品不

是坏孩子———金融期货和环境创

新的传奇》一书，在陈晗先生的努

力下翻译成中文版出版了。 我和

桑德尔见过几面， 他是芝加哥气

候交易所创始人， 最为出名的是

他在国际大气污染物排放交易上

的创新和建树。 此书是以期货市

场从业经历为主的自传体， 由于

桑德尔经济学家和期货市场从业

者的双重身份，文中的描述，既渗

透着深厚的经济学功底， 也散发

出浓烈的交易池的热情， 读来不

枯燥。 该书主要从微观经济角度

讲自己在衍生品市场上进行诸如

利率期货、 气候期货等一系列的

创新活动。 读毕，想说三件事。

一是减少北京雾霾， 期货可

以出把力！

北京雾霾如何减少？ 一般说

法是， 要靠我国总体空气污染减

排计划的落实。 书中讲的大部分

内容与北京雾霾的减少关系极

大。桑德尔的个人经历证明，无论

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 期货和衍

生品市场可以为我国降低空气污

染物排放找到一条低成本的道

路，为北京雾霾减少出把力。

桑德尔把过去在商品和利率

期货产品设计上的一些理念、逻

辑运用到环境金融中， 从而设计

出一套二氧化碳排放的计量、核

证、报告、监测、托管、交易、交割

等制度，并运用这套思想，推动了

全球环境金融概念的形成， 建立

起一个影响全球的碳排放权的现

货一、二级市场和期货市场。

书中描述这套思想的核心是

“总量控制和排放权交易”理论。上

世纪

90

年代起步的世界气候环境

金融的一些框架性概念就来自于

这套理论。 几年前的一次见面，桑

德尔比较通俗地向我介绍了这个

理论，今天仍然记忆犹新。 他举美

国的例子说，美国经济的发展导致

了二氧化硫排放非常严重，二氧化

硫排放的持续增加会导致酸雨，美

国有一部关于酸雨的电影，其中描

述了酸雨如何将经济摧毁。 因此，

美国政府非常明确地规定排放限

制总量，并且严格监管二氧化硫的

排放。 并规定，根据过去企业发电

量免费获得相应的排放配额，而且

允许排放配额进行交易。

“总量控制和排放交易”理论

想说明的是， 减少向空中排放污

染物， 可以通过市场化的方式来

促进。 首先需要国家制定法律强

制排放总量， 并对限额总量进行

额度分配（或拍卖），额度获得者

之间的余缺通过建立排放权市场

进行交易。

解决排放权的“商品化”是创

建市场的基础。因此，制定和实施

包括明确未来一定时期内的排放

总量、履行减排义务的经济主体、

以及规定排放总量如何在减排主

体之间分配， 形成经济主体排放

权（应排量）等三方面内容的法律

法规， 成为建设排放权市场的首

要条件。（下转A05版）

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澄清

自贸区国际板有关报道失实

□

本报记者 周松林

实习记者 徐金忠

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

15

日发布澄清公告称， 某媒体刊

登的《股交中心总经理：已成立

工作小组研究自贸区国际板事

宜》的报道严重失实，上海股交

中心总经理张云峰从未向该记

者证实过 “已成立工作小组研

究自贸区国际板事宜”和“目前

中心成立了自贸区工作小组，

正在研究上海金融办给的相关

课题”。

公告称，对此严重失实的报

道，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及张

云峰本人要求责任方立刻消除

影响，并保留进一步追究责任方

责任的权利。

15

日某媒体报道称， 股交

中心总经理张云峰回应该媒体

记者表示， 目前中心成立了自

贸区工作小组， 正在研究上海

金融办给的相关课题， 对于未

来以何种形式参与自贸区，尚

在研究中。

虽然上海股交中心迅速澄

清， 但有关在上海自贸区设立

“国际板” 的传闻恐怕不会就此

消失。 市场人士认为，一则有关

传闻不会完全是空穴来风，再

则，从理论上看，市场上关于由

上海股交中心以 “股价转让系

统”的形式在自贸区设立某种类

型的“国际板”，是可行的。

综合各方消息，市场人士认

为，传闻中的自贸区“国际板”很

可能采取由该中心在自贸区内

设立 “自贸区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的形式，在该平台挂牌的自

贸区内注册外商投资企业，将被

允许通过平台采取定向增发等

方式吸引（自贸区以外的）境内

资本投资；而在这个平台挂牌的

境内企业，未来或将可以通过平

台获得（自贸区以外的）境外资

本股权融资。 如果这一分析属

实，则此自贸区“国际板”将类似

于一个产权交易平台或场外市

场， 不会直接面向公众开放交

易，与证券交易所的竞价交易市

场有本质的区别。

更多公开 更好实现公平公正

□

本报记者 蔡宗琦

10

月

15

日，证监会官方微

博

@

证监会发布 同时在人民

网、新华网、新浪网和腾讯网

开通试运行。 这是证监会在提

升公开透明方面所采取的重

要举措。 在资本市场上，“公

开”居“三公”原则首位，没有

公开遑论公平和公正。 维护

“三公” 原则， 监管层身体力

行，通过聚光灯切实督促证监

会各部门把工作重心转移到

事后稽查执法上来，以实现市

场和监管的双赢。

政府部门信息公开透明大

势所趋。 为深入践行公开原则，

让权力运行更加透明，证监会近

期已做多项工作部署：定期公开

新股发行、并购重组、机构审核

等市场关注的信息， 并开通

12386

等多个专门的投诉、咨询

渠道； 实现新闻发布工作常态

化，周五固定召开新闻通气会。

此次官方微博的开通，对

于证监会而言，通过这一双向

交流平台更方便倾听来自市

场的声音。

15

日微博上线后短

时间内“粉丝”数量便达到数

万，数以千计的网民留言表达

了自己的期望，包括“面对谣

言应该及时辟谣”、“多听听散

户们的心声”等。 投资者期待

监管部门借助这一平台充分

了解投资者的真实诉求。

对于投资者来说，微博平

台开通增加了投资者特别是中

小投资者了解证监会政策及新

闻的权威平台。 证监会在微博

中明确表示，“官方微博旨在第

一时间发布权威信息、 加强与

网民互动交流、 服务广大投资

者”。投资者有望通过这一窗口

更准确地甄别谣言、获取信息，

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公开透明的背后是政府

部门的政策和权力运行要经

得起时间和市场的考验，特别

是在关乎亿万投资者切身利

益的资本市场上，媒体和舆论

追逐的焦点往往是市场敏感

话题和重大案件，动辄会触发

市场波动、 影响投资者利益。

在市场聚焦之下，证监会职能

部门一言一行必然面临较大

压力。（下转A02版）

桐昆股份盲目扩张终于“摊上大事”

由于盲目扩张，加上行业产能过剩，桐昆股份终于爆发危机。一

方面，最近一个月涤纶长丝价格暴跌，公司作为涤纶长丝制造业龙

头，毛利率再被摊薄；另一方面，公司去年刚发行

13

亿元债券，近日

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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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债券持有人要求提前兑付

4

亿元债券，或将导致

13

亿元债券存

在大面积提前兑付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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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购重组内幕交易大起底

市场迎来资产并购重组井

喷时代，与此同时，并购重组已

经成为滋生内幕交易的温床。

伴随并购交易的频繁出现，不

少投机性重组、 关联交易以及

信披违规等内幕交易现象频

发，一条集结多方参与人、以市

值操纵与资金套现为目标的产

业链悄然形成。

A10

并购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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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单土地流转信托

花落中信信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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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性行情延续

适度增强防御

“待嫁”基金只爱“高富帅”

谁会成为下一个“阿里天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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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茅台

三季度业绩增速明显回升

� � � �

●

“市场不会自动存在”。 市场需要去创造。

●

期货和衍生品市场可以为我国降低空气污染物排放找到一条低成本

的道路，为北京雾霾减少出把力。

●

上市产品成功不仅设计要好，更要交易所勤吆喝！

●

交易机制和经营模式创新促进竞争力。

保障房建设或率先试水住宅产业化

□

本报记者 张敏

权威人士透露，推进住宅产

业化将是未来房地产调控长效

机制中的重要内容，可能在保障

房建设领域先行试水，最快或在

明年以地方试点的形式推出。

住宅产业化是指用工业化

生产的方式来建造住宅，提高生

产效率和质量， 并降低能耗，包

括住宅生产方式的产业化、住宅

科技成果应用的产业化两个方

面。

2013

年以来，住建部相关司

局及住建部住宅产业化促进中

心等曾多次开展住宅产业化调

研，探讨相关技术问题和制度建

设。 上半年以来，住宅产业化促

进中心协助住建部编制住宅产

业化的发展规划。作为住宅产业

化的一部分，《工业化建筑评价

标准》目前正由住宅产业化促进

中心、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及相

关院校共同编制， 计划明年出

台。 此外，住建部住宅产业化促

进中心副主任文林峰透露，在房

屋设计环节，设计标准化是住宅

产业化下一步的重点工作。

上述权威人士表示，除了相

关技术标准外，主管部门在制定

政策的过程中， 还可能在财政、

税务、 土地等方面给予政策优

惠，并制定鼓励市场购买的相关

激励政策。在未来的实际操作过

程中，不排除在土地出让环节也

明确要求按产业化方式建造。据

了解，包括北京、深圳等一线城

市在内的不少地方都在尝试住

宅产业化，在给予相关政策优惠

的基础上，保障房和商业地产项

目成为主要试水对象。

曹妃甸

或纳入向北开放合作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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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显价格发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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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宝石晶棒供应商

股价“光芒四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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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盛药业

首批大田人参产量达预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