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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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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空因素叠加重创全球股市

上周五，全球主要股指联袂大跌。分析人士认

为，除新兴市场货币风暴影响外，全球股市普遍走

软的主因还包括中美经济数据疲软及本周美联储

议息前夕投资者情绪谨慎两大因素。

地产金融化“快马加鞭”

继万科入股徽商银行后， 另一家龙头房企恒

大近日公告斥资33亿元入股华夏银行。 这或许意

味着，地产行业金融化的步伐正在加速。对于开发

商而言，入股银行不仅具有战略意义，还会获得一

些眼前的“好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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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版淡马锡路径初现

□

本报记者联合报道

马年将至，国资改革将与新加坡淡马锡模式结下不解之缘，“分层”问

题已取代“分类”问题成为国资改革的新焦点。“组建或改组国资投资运

营公司”被国务院国资委列为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的重点课题之一，

也被多个地方“两会”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知情人士表示，国务院国资委将

建产业投资公司、国资投资控股公司、国资运营公司三类国资管理平台，今

年将选取一至两家央企启动投资控股公司试点； 多个地方也提出将设立

1-2家国资运营公司和若干投资公司。“中国版淡马锡”版图逐渐显现。

设立国资投资运营公司的基本思路是“少新设，多改造” ，重点推进

方向是基于现有资产的资本化运作，改造包括直接改组、合并重组等多种

方式。 央企层面，华润、国开投、保利等有望入围控股投资公司试点，国资

运营公司短期内不会设立新试点， 未来主要靠新建， 其股权将主要来自

40家整体上市的央企。

从现在到2020年的七年间， 国资委将逐渐向淡马锡模式的方向努

力，一至两年内重在设置投资运营公司试点，三至四年将有序推开，逐步

打破以管企业为主的监管模式所形成的体制惯性。 国资委将向国资投资

运营公司及二级公司逐步移交权力，（下转A02版）

逾六成已披露年报业绩预告公司报喜

上市公司2014年业绩难言乐观

□

本报记者 任明杰

据wind资讯统计， 截至26日晚间记

者发稿时， 共有1442家上市公司发布

2013年业绩预告，958家业绩预喜， 占比

66.44%。其中，业绩预增的709家，预计扭

亏的147家，预计续盈的102家。

分行业来看，房地产、国防军工、医

药、通信、有色金属、电力、钢铁等行业业

绩较为乐观。 通信行业很大程度上受益

于4G投资的逐步加大， 而房地产行业则

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上一年度转至去年

的业绩结算所致。 受供需关系的改善，有

色金属和钢铁行业实现扭亏为盈。 同时，

煤炭价格大幅下跌带来的生产成本下降

对钢铁行业扭亏产生积极影响。 在已公

布业绩预告的14家钢铁行业上市公司

中，实现业绩预增有12家，占比85.71%。

同样受益于煤炭价格大幅下跌带来的成

本下降， 整个电力行业也呈现出全面开

花的局面。 从已公布的22家电力上市公

司业绩预告来看， 业绩预计同比增长的

达20家，占比90.91%。

受工业生产景气下降拖累，量价齐

跌令煤炭开采上市公司净利润同比大

幅下滑。 在已公布业绩预告的18家煤炭

开采上市公司中，利润同比下滑者达15

家，占比83.33%。 此外，受“八项规定”

的影响，食品饮料、餐饮旅游行业受到

较大冲击。 其中，已公布业绩预告的11

家餐饮旅游上市公司中，净利润同比下

滑的有7家， 占比63.64%。 受禽流感疫

情、价格不振等因素影响，农林牧渔行

业业绩也不甚理想。 特别是在速生鸡事

件和禽流感疫情的影响下，肉鸡行业出

现全产业链亏损。 其中，益生股份预计

亏损1.7亿至2亿元，民和股份预计亏损

2.2亿至2.3亿元， 圣农发展预计亏损

3500万至9500万元。

湘财证券认为，2014年上市公司整

体业绩回落不可避免。 首先，稳增长必要

性下降将制约未来经济回升的幅度，中央

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将淡化GDP增长，这

意味着管理层对经济增速放缓的容忍度

大幅增加。 其次，去年地产销售回落将拖

累今年房地产业绩结算，将制约今年的业

绩增长。最后，钢铁、有色价格上涨难以持

续：一方面，从中国经济未来需求来看，中

国经济未来需求将持续放缓； 另一方面，

美国经济增速动力进一步增强将加大国

际资本从新兴市场经济体流失的风险。

借力改革优化资本市场DNA

□

本报记者 王栋琳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一次

会议已经召开。 从不同寻常的成员、工作

要点、 要求以及专项小组等安排来看，未

来改革将向“硬骨头”发起挑战。资本市场

一向是“硬骨头”多、改革阻力和风险突出

的领域。 改革为市场带来的真正利好，既

不是概念板块的闻风而涨，也不是市场主

体挣脱束缚的畅快，改革的全面深化是在

优化资本市场的

DNA

， 终结利益集团和

链条对资本市场的驱使，构建资本市场新

的利益格局，使之真正走向良性发展。

改革对资本市场的意义不仅是勇气

和信心，更是生死成败的选择。

2013

年底

新股发行重启后， 市场经历了一轮下跌，

股指短暂跌破

2000

点，与其说是市场对扩

容压力的担忧，不如说是投资者对一些新

股减持套现、配售寻租、财务造假的担忧

和失望。 新股重启之后的波折充分说明，

资本市场的问题不是引入资金、取消发审

委、或者开出高额罚单等“修修补补”所能

解决的，资本市场改革不能仅限于“堵窟

窿、 补漏洞”， 资本市场需要一场重构

DNA

的大手术。

目前的资本市场存在一些弊病，虚假

信息披露、欺诈发行、价格操纵等问题屡

发，权利与义务不对等、利益与风险不匹

配， 信息披露不充分， 监管存在缺位、越

位、不到位之处，这些都是不容回避的现

实。 在种种问题的背后，要先解决一个矛

盾，究竟是“资本”统治市场，还是市场驱

动资本，这恐怕是市场上一些久攻不破难

题的根源。

资本市场改革必须有打破 “资本统

治”的勇气。 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从根本

上破除利益集团的种种特权，包括截断其

在资本市场上的吸金渠道。改变利用信息

不对称优势非法获利、利用资金优势操纵

价格、 利用垄断优势挤占资源的局面，拆

除垄断围墙，吸纳民营资本。过时的“资本

权贵”将走向没落。

全面深化改革要真正实现人民享受

经济发展的成果，保护中小投资者是资本

市场走上良性循环之路绕不过的“坎”。落

实保护中小投资者知情权、参与权、监督

权、求偿权，资本市场要为投资者获取财

产性收入提供途径。

全面深化改革要促进经济结构的平

衡。 通过市场之手，淘汰过剩产能，扶持

小微企业、新兴行业，资源向科技创新、

现代农业、节能环保等行业倾斜，市场结

构将彻底改变，资本市场上终将结出“中

国苹果”。

实现利益再分配的过程，毫无疑问充

满挑战和阻力。在证券期货稽查执法一线

工作中，时常遇到来自地方、大企业、行政

层面的干预，有时要忙于应付同一事项多

头监管、或者互相推诿，有时一个案子查

两三年，最后不了了之，有时辛苦查办的

案件由于种种原因最后惩罚力度甚微，起

不到惩戒作用。 资本市场上要“打老虎”，

要有勇气，更要有办法。

2013

年底“国九条”划定了投资者保护

的改革思路， 上周召开的证券期货监管会

议明确了今后注册制改革、机构创新合规、

资本市场开放、多层次市场发展、监管机构

设置、监管思路转变等众多领域的改革。改

革有了方向、有了方案、有了时间表，未来

要以实际行动强化市场对于改革敢于 “啃

硬骨头”、刺破市场黑手的信心和预期。

未来要尽快修订《证券法》，研究出台

《期货法》，加快推出《上市公司监督管理

条例》等法律规章，起草内幕交易和操纵

市场的司法解释。要通过修改完善证券侵

权民事诉讼制度、建立集团诉讼制度等举

措，切实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 要把监管

重心从事前审批转到事中和事后稽查执

法。 可以预期，全面深化改革将给资本市

场带来革故鼎新的良机。

延伸阅读

A03

钢铁意外逆袭 地产盈利稳定

国资委人士透露， 打造

“中国版淡马锡” 的总体思

路是在央企层面建立三类国

资管理平台：产业投资公司、

国资投资控股公司、 国资运

营公司， 数量在几家至十几

家之间，分别侧重产业发展、

资本投资、股权运作，前两类

即国资投资公司， 第三类即

国资运营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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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要闻

集成电路产业扶持规划近期将发布

A10

期货大视野

期货私募

常胜将军何处觅

2013年， 期货私募江湖投资

神话仍在刷新。 正是那些磕磕撞

撞、遍体鳞伤的灰色记忆最终绘成

了期货冠军的炫目光环。

A17

数据信息

1月产业资本

净减持73亿元

1月共有322只A股发生重要

股东增减持， 净减持2.47亿股，净

减持额73.08亿元。

A11

上市公司

京东方业绩预增8倍

京东方发布2013年度业绩预

告修正公告， 预计归属上市公司

股东净利润有望达22.5亿-23.5

亿元，同比提升约800%。

新华社、Getty图片 制图/尹建

三因素助力市场

二月“龙抬头”

在结构性赚钱效应显著、投资

者情绪回暖和市场内部压力减轻

背景下，市场有望在二月迎来“龙

抬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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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