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蓝筹仍站在风口

（上接A01版）这种大小盘股“跷跷板” 效

应一直存在，主要是由行情启动背景、介入资金

性质、大小盘股估值差距、政策导向和杠杆使用

等因素共同决定。

首先，从背景上看，本轮行情启动是基于改

革与转型预期，经济面依旧处于相对较冷的寻底

过程中，并不同于以往经济繁荣那般情景。 其次，

本轮行情启动的核心逻辑是无风险利率下行、股

权融资大潮驱动的大类资产配置转向股市，大量

场外增量资金从各种渠道介入股市， 而非困扰A

股多年的存量资金博弈格局；这些资金体量之大

足以撬动“大象” 起舞，而不像以往缺钱时那般

只敢“耍猴戏” 。 再次，在本轮行情启动之初，中

小盘股估值已被炒作至较高位置，增量资金入市

后自然更愿意抄底估值低、安全性高、潜力巨大

的大盘蓝筹股，而非在高位接盘小盘股。 第四，本

轮行情演绎过程中，政策面大部分利好均指向低

估值蓝筹板块，促使“大象”站在政策风口，顺势

而为成为资金选择。 此外，杠杆的大量使用，使增

量资金更希望通过撬动权重股来影响各类衍生

品价格，从而获取超额收益。

短期来看，“二类” 股票依然站在风口。 从

行情演绎来看， 政策主题性投资大幕尚未到落

下之时；从机构反馈来看，新年伊始蓝筹股仍有

望迎来进一步配置；随着经济逐步度过谷底，周

期股盈利回升预期将逐步抬头， 从而促使二类

股票估值迎来新支撑。不过，A股市场的牛途从

来不是一马平川。 整体而言，强势格局未止，短

期难言顶部。

展望未来，“跷跷板”效应形成的分化格局

不会常态化。随着增量活水在市场中逐步满溢，

大小盘股估值溢价将逐步缩小， 增量资金的布

局方式将逐步趋于理性并开始分化， 由此逐步

展开大浪淘沙行情。后市“二强八弱” 的极端格

局大概率逐步分化。“二类”股票中受到经济增

速下滑拖累、 不符合国家转型改革方向的板块

料难以持续获得青睐。 不管是大盘股还是小盘

股， 自身业绩增速能够抵消股价增速的个股将

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新成长” 。暂时未能处在风

口上的中小盘股， 只要顺应改革转型趋势且保

持良好增长态势，则不会持续遭遇资金抛弃。

证监会受理

首发企业654家

□

本报记者 李超

证监会12月26日公告，浙江荣晟环保纸业

股份有限公司、安正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大

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等21家公司预披露

招股说明书。

截至12月25日， 证监会共受理654家企业

的首发申请。 其中，已过会38家，未过会616家。

在未过会企业中，正常待审企业591家，中止审

查企业25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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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三因素法。 我们一改过去碎

片化的研究模式，将券商业务分为三

类，即中介类业务、投资类业务和融

资类业务，从而使证券业的研究更具

系统性和预见性。

中介类业务。 中介类业务包括

经纪业务（不含两融业务）、投行业

务、投顾业务、新三板挂牌做市业务

等。 2014年经纪业务在佣金率下滑

的大背景下， 仍然实现了收入的同

比大幅增加， 主要是因为经纪业务

以量补价和信用交易的反哺作用。

预期2015年佣金率下降幅度减缓，

经纪业务仍将有较大收入。 2014年

受益于IPO开闸，投行业务收入增长

幅度较大，预计2015年，得益于注册

制的推进， 投行收入增长幅度仍将

较大。

投资类业务。 投资类业务分两大

类，对内投资称为自营，对外投资即

为理财。2014年自营投资规模增长较

快，投资收益率也有提升。 预计2015

年， 自营投资收益仍将有较好表现。

2014年资管业务规模增长较快，带来

了资管业务收入的大幅增加， 预计

2015年资产证券化将成为资管业务

的重要看点。

融资类业务。 融资类业务包括融

资融券、股权质押、回购等其他形式

的资本中介业务。2014年券商两融业

务和股权质押业务均有较快增长，我

们预计2015年两融余额可能在1.2万

亿-1.5万亿之间，股权质押业务规模

将有所增长，但是，利差可能随着低

利率环境的持续而缩窄。

15年相关热点展望。 15年和券

商行业相关的热点，我们展望有三，

地方层面是14年已经开始推进的国

企改革，诸多地方性券商，都是当地

国资委下属的重要企业，随着越来越

多的省市具体国企改革细则的出台，

相关券商必将受益；二是金融改革，

在发展直接融资的大背景下，券商行

业必然受益。 三是低利率环境，这一

方面有利于券商作为资金的中介商，

获得较大的利差收入；另一方面就是

券商在转型的过程中， 必将提升杠

杆，而低利率环境，将降低券商的融

资成本。

风险提示。

IPO

开闸影响二级市

场交易量，政策不及预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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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概况：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简称：中

国结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规定的为我国

证券市场提供集中统一的登记、存管与结算服务的法

定机构。 公司总资本为人民币 12 亿元，上海、深圳证

券交易所是公司的两个股东，各持 50％的股份，中国

证监会是公司的主管部门。 公司总部设在北京，并在

京、沪、深分别设有分公司及子公司。

一、公司历史沿革

2001 年 3 月 30 日，按照《证券法》关于证券登

记结算集中统一运营的要求，经国务院同意，中国证

监会批准，中国结算组建成立。 同年 9月，中国结算上

海、深圳分公司正式成立。从 2001年 10月 1日起，中

国结算承接了原来隶属于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

全部登记结算业务，标志着全国集中统一的证券登记

结算体制的组织架构已经基本形成。

二、公司服务范围及对象

公司目前服务的市场范围主要包括上海证券交

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有限责任公司、开放式基金市场，并为跨境交易、境外

上市公司非境外上市股份、非上市公众公司股份等提

供登记结算服务。 服务对象主要包括各市场投资者、

各类证券发行人、证券公司、银行、基金管理公司、保

险公司及信托公司等。

三、公司发展前景

中国结算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最重要的基础设施

之一，依托于中国资本市场的蓬勃发展，服务的市场

类型和产品日益丰富， 拥有巨大的发展资源和优势。

随着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的不断深入，为贯彻落

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等中央会议精神和国务院《关

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新国九

条）》的要求，中国结算正在加大业务创新发展力度，

朝着集团化、国际化的方向迅猛发展。

招聘对象：

应届毕业生、留学人员及在职人员。

招聘需求：

公司总部（工作地点：北京）

业务类人才、技术开发人才、信息技术规划人才、

信息系统管理与维护人才、 计算机机房管理工程师、

衍生品人才、风险监控人才、人力资源管理人才、纪检

监察人才、行政管理人才

北京分公司（工作地点：北京）

业务类人才、技术开发人才、宣传人才、人力资源

管理人才、行政管理人才

上海分公司（工作地点：上海）

业务类人才、具备外汇业务背景人才、衍生品人

才、风险监控人才、技术开发人才、信息系统管理与维

护人才、计算机机房管理工程师

深圳分公司（工作地点：深圳）

业务类人才、技术开发人才、信息系统管理与维护

人才、行政管理人才、计算机机房管理工程师

招聘说明：

中国结算网站（http://www.chinaclear.cn）在线

申请是此次招聘接收应聘简历的唯一途径，简历接收

截止时间为 2015 年 1 月 9 日（周五）17:00，截止日

后一个月内未收到通知者视为未通过初选。 恕不接收

其它途径应聘简历。 笔试拟于 2015 年 1 月中旬组织

进行，届时可选择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考点就近参

加。 经审核符合条件者，将通过短信、邮件或电话等方

式通知，请注意查收通知信息。

中国结算 2015 年度招聘现已启动，愿与您一同推动证券登记结算事业的发展！

请访问中国结算网站（http://www.chinaclear.cn）“工作机会”栏目，在线填写简历并申请相关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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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届时可选择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考点就近参

加。 经审核符合条件者，将通过短信、邮件或电话等方

式通知，请注意查收通知信息。

联系方式 ：zhaopin@chinaclear.com.cn

了解公司更多信息请登陆中国结算网站：

http://www.chinaclear.cn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2015 年度招聘启事

公司概况：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简称：中

国结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规定的为我国

证券市场提供集中统一的登记、存管与结算服务的法

定机构。 公司总资本为人民币 12 亿元，上海、深圳证

券交易所是公司的两个股东，各持 50％的股份，中国

证监会是公司的主管部门。 公司总部设在北京，并在

京、沪、深分别设有分公司及子公司。

一、公司历史沿革

2001 年 3 月 30 日，按照《证券法》关于证券登

记结算集中统一运营的要求，经国务院同意，中国证

监会批准，中国结算组建成立。 同年 9月，中国结算上

海、深圳分公司正式成立。从 2001年 10月 1日起，中

国结算承接了原来隶属于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

全部登记结算业务，标志着全国集中统一的证券登记

结算体制的组织架构已经基本形成。

二、公司服务范围及对象

公司目前服务的市场范围主要包括上海证券交

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有限责任公司、开放式基金市场，并为跨境交易、境外

上市公司非境外上市股份、非上市公众公司股份等提

供登记结算服务。 服务对象主要包括各市场投资者、

各类证券发行人、证券公司、银行、基金管理公司、保

险公司及信托公司等。

三、公司发展前景

中国结算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最重要的基础设施

之一，依托于中国资本市场的蓬勃发展，服务的市场

类型和产品日益丰富， 拥有巨大的发展资源和优势。

随着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的不断深入，为贯彻落

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等中央会议精神和国务院《关

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新国九

条）》的要求，中国结算正在加大业务创新发展力度，

朝着集团化、国际化的方向迅猛发展。

招聘对象：

应届毕业生、留学人员及在职人员。

招聘需求：

公司总部（工作地点：北京）

业务类人才、技术开发人才、信息技术规划人才、

信息系统管理与维护人才、 计算机机房管理工程师、

衍生品人才、风险监控人才、人力资源管理人才、纪检

监察人才、行政管理人才

北京分公司（工作地点：北京）

业务类人才、技术开发人才、宣传人才、人力资源

管理人才、行政管理人才

上海分公司（工作地点：上海）

业务类人才、具备外汇业务背景人才、衍生品人

才、风险监控人才、技术开发人才、信息系统管理与维

护人才、计算机机房管理工程师

深圳分公司（工作地点：深圳）

业务类人才、技术开发人才、信息系统管理与维护

人才、行政管理人才、计算机机房管理工程师

招聘说明：

中国结算网站（http://www.chinaclear.cn）在线

申请是此次招聘接收应聘简历的唯一途径，简历接收

截止时间为 2015 年 1 月 9 日（周五）17:00，截止日

后一个月内未收到通知者视为未通过初选。 恕不接收

其它途径应聘简历。 笔试拟于 2015 年 1 月中旬组织

进行，届时可选择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考点就近参

加。 经审核符合条件者，将通过短信、邮件或电话等方

式通知，请注意查收通知信息。

公司概况：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简称：中

国结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规定的为我国

证券市场提供集中统一的登记、存管与结算服务的法

定机构。 公司总资本为人民币 12 亿元，上海、深圳证

券交易所是公司的两个股东，各持 50％的股份，中国

证监会是公司的主管部门。 公司总部设在北京，并在

京、沪、深分别设有分公司及子公司。

一、公司历史沿革

2001 年 3 月 30 日，按照《证券法》关于证券登

记结算集中统一运营的要求，经国务院同意，中国证

监会批准，中国结算组建成立。 同年 9月，中国结算上

海、深圳分公司正式成立。从 2001年 10月 1日起，中

国结算承接了原来隶属于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

全部登记结算业务，标志着全国集中统一的证券登记

结算体制的组织架构已经基本形成。

二、公司服务范围及对象

公司目前服务的市场范围主要包括上海证券交

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有限责任公司、开放式基金市场，并为跨境交易、境外

上市公司非境外上市股份、非上市公众公司股份等提

供登记结算服务。 服务对象主要包括各市场投资者、

各类证券发行人、证券公司、银行、基金管理公司、保

险公司及信托公司等。

三、公司发展前景

中国结算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最重要的基础设施

之一，依托于中国资本市场的蓬勃发展，服务的市场

类型和产品日益丰富， 拥有巨大的发展资源和优势。

随着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的不断深入，为贯彻落

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等中央会议精神和国务院《关

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新国九

条）》的要求，中国结算正在加大业务创新发展力度，

朝着集团化、国际化的方向迅猛发展。

招聘对象：

应届毕业生、留学人员及在职人员。

招聘需求：

公司总部（工作地点：北京）

业务类人才、技术开发人才、信息技术规划人才、

信息系统管理与维护人才、 计算机机房管理工程师、

衍生品人才、风险监控人才、人力资源管理人才、纪检

监察人才、行政管理人才

北京分公司（工作地点：北京）

业务类人才、技术开发人才、宣传人才、人力资源

管理人才、行政管理人才

上海分公司（工作地点：上海）

业务类人才、具备外汇业务背景人才、衍生品人

才、风险监控人才、技术开发人才、信息系统管理与维

护人才、计算机机房管理工程师

深圳分公司（工作地点：深圳）

业务类人才、技术开发人才、信息系统管理与维护

人才、行政管理人才、计算机机房管理工程师

招聘说明：

中国结算网站（http://www.chinaclear.cn）在线

申请是此次招聘接收应聘简历的唯一途径，简历接收

截止时间为 2015 年 1 月 9 日（周五）17:00，截止日

后一个月内未收到通知者视为未通过初选。 恕不接收

其它途径应聘简历。 笔试拟于 2015 年 1 月中旬组织

进行，届时可选择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考点就近参

加。 经审核符合条件者，将通过短信、邮件或电话等方

式通知，请注意查收通知信息。

沪深300股指期货行情

简称 成交量 期货持仓量 开盘价 收盘价 期货结算价

IF1501 1808425 130907 3380.4 3483 3497.1

IF1502 29694 1123 3411.2 3513.6 3520.7

IF1503 115540 46553 3440.4 3545 3547.4

IF1506 46499 23254 3460 3580.8 3578.7

5年期国债期货行情

TF1503 6684 19722 96.682 96.878 96.886

TF1506 222 2075 97.244 97.390 97.393

TF1509 71 120 97.668 97.700 97.698

沪深300股指期货行情

代码 收盘价 涨跌 涨跌幅

%

成交量 持仓量

IO1501-C-3300.CFE 215.6 70.7 48.79 1417 1200

IO1501-C-3350.CFE 186.7 68.4 57.82 1244 1063

IO1501-C-3400.CFE 150.3 47.2 45.78 1723 1823

IO1501-P-3300.CFE 44.2 -41.6 -48.48 1291 1392

IO1501-P-3350.CFE 58.2 -46.7 -44.52 869 894

IO1501-P-3400.CFE 71.5 -66.6 -48.23 1120 1809

央行明确同业存款纳入存款统计口径

□

本报记者 任晓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下发文件要求，2015年

起， 将非存款类金融机构存款纳入存款统计口

径，包括证券及交易结算类存放、银行业非存款

类存放、SPV（资产证券化中的特定目的机构）

存放、境外金融机构存放等。上述存款应计入准

备金交存范围，适用的存款准备金率暂定为零。

央行文件确认了此前业内关于同业存款纳

入存贷比的消息。 平安证券认为，近期T+0货币

基金等快速发展， 造成一般性存款科目搬家，对

银行存贷比造成较大压力，这是此次调整的主要

原因。此次调整后，银行存贷比压力得到缓解，平

均可降低存贷比4—5个百分点。 从中长期看，此

次口径调整中长期的影响在于银行以市场化利

率定价的同业负债占比将进一步提升，促进利率

市场化的平稳过渡。如果同业存款按照法定存款

准备金率缴纳准备金，可能需要下调存款准备金

率2-3次以进行对冲。 央行文件明确纳入存款口

径的同业存款需缴纳准备金， 但给予缓冲期安

排，缓解了市场对于流动性的担忧。 民生证券宏

观研究院认为，非存款类金融机构存款纳入一般

性存款， 理论上可提高银行的潜在放贷额度，达

到货币放松、降低融资成本的效果。

石油特别收益金起征点升至每桶65美元

□

本报记者 汪珺 赵静扬

财政部近日通知，从明年1月1日起，石油特

别收益金起征点提高至65美元/桶。 起征点提高

后，石油特别收益金征收仍实行5级超额累进从

价定率计征。原油价格每桶65-70（含）美元时，

石油特别收益金征收比例为20%；70-75美元每

桶时，征收比例为25%；其后每上升5美元，征收

比例相应提高5个百分点，当原油价格升至每桶

85美元后，征收比例固定为40%。

石油特别收益金俗称“暴利税” ，从2006年

3月开始实施，指的是国家对石油开采企业销售

国产原油超过一定水平所获得的超额收入征收

的收益金。

上次起征点的调整是在2011年11月1日，当

时由每桶40美元上调至55美元。

中宇资讯分析师张永浩表示， 国内原油销

售实现价格略低于国际原油期货结算价格，目

前中国石油和中国石化销售原油的实现价格在

理论上已低于特别收益金起征点， 不需缴纳特

别收益金， 因此此次起征点上调对目前 “两桶

油” 不存在实质影响。 从中长期来看，国际油价

如果回到上升通道， 此次起征点上调将有助于

减轻油企的税负压力。

期指持仓量增加

26日，银行同业存款新规的消息刺激股指

继续走强。 IF1501合约最低3353.8点， 最高

3518.4点，全天上涨147.6点，涨幅4.43%；成交

量为1808425手；持仓量增加较大，较上一交易

日增加6872手。 （浙商期货 刘鹏 刘成立）

《证券业从业人员执业行为准则》之浅谈

新版 《证券业从业人员执业行为准则》在

投资者利益保护方面有重大突破。《准则》首条

即明确其宗旨不局限于 “规范从业人员执业行

为，维护证券市场秩序” ，而是扩大到“保护投

资者利益” 、“提高从业人员专业服务水平” 、

“促进证券行业健康持续发展” 等。

《准则》主要通过对证券业从业人员服务

专业化和执业诚信化的要求，实现对投资者利

益的保护。 服务专业化要求主要体现在：要求

从业人员具备相应的知识技能，取得相应的从

业资格，执业注册并接受后续职业培训等（见

第四条）； 要求从业人员依照业务规范和职业

标准为客户提供专业服务，为客户推荐合适的

产品或服务（见第三条）。

执业诚信化要求主要体现在： 要求从业人

员诚信执业，促进行业健康持续发展，不得从事

内幕交易、虚假陈述、收受贿赂等扰乱证券市场

的行为（见第九条）；要求从业人员充分揭示产

品或服务涉及的责任、 义务及风险 （见第三

条）；要求从业人员公平对待所有客户，维护客

户利益，避免利益冲突（见第六条）；要求从业

人员保守客户的商业秘密及个人隐私 （见第五

条）。 （中国证券业协会组稿 银河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供稿）

■

如何理解并执行新版《证券业从业人员执业行为准则》之三

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

会议明年3月5日召开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28

日表决通过关于召开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第三次会议的决定。根据这一决定，十二届全

国人大三次会议于2015年3月5日在京召开。

（新华社记者 陈菲 余晓洁）

证监会：拓宽一码通账户覆盖范围

□

本报记者 顾鑫

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近日在中国结算证

券账户整合总结会上表示， 下一步将拓宽一码

通账户的覆盖范围， 正在研究将一码通拓展到

期货账户， 支持拓展到场外市场尤其是区域性

股权市场，未来要实现一码走遍资本市场。

该负责人表示， 账户整合工作是一项基础

性工作，利在长远。 在一码通的数据基础上，下

一步要服务好投资者， 提供有针对性的精准的

服务；要服务市场的创新发展，针对一定权限的

能够承担相应风险的投资者可放松对于创新的

管制； 要服务风险管理特别是系统性风险的管

理，可设计一套精确识别、计量、监测风险的指

标体系， 并与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加强信息沟

通；要服务好监管转型，为宏观调控提供借鉴。

在证券市场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完善的基础

上，未来将探索实现监管的科技化、信息化、数

据化。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周

明表示，中国结算将根据新“国九条” 关于加强

登记结算基础设施建设、 完善集中统一登记结

算制度等相关要求，重点开展以下工作：一是继

续加大力度， 优化完善集中统一的登记结算基

础设施。 启动结算业务整合工作，提高结算效率

并进一步提升结算交收业务防范、 化解系统性

风险的能力。持续优化统一账户平台，积极推广

应用一码通账户， 推进期权账户与一码通账户

的整合并实现统一管理，积极推进期货、公募及

私募基金账户与一码通账户的连接， 并在一码

通账户基础上完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制度。 启

动建设服务各市场参与机构的统一通讯平台。

积极推进公司互联网在线业务平台建设。 积极

配合推进公募基金份额适度集中以及私募基金

份额集中登记工作。 二是全力支持多层次市场

体系加快发展，积极支持市场创新发展。 三是加

强风险管理，做好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风险

管理，坚守不发生系统性、重大风险的底线。 四

是促进资本市场双向开放， 积极推进与境外登

记结算基础设施互连互通。

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建议

明年3月3日召开全国

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

日前召开的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

十三次主席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召开政协第十

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的决定（草案），建

议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明年3月3日在北

京召开。 主席会议决定将决定草案提请政协十

二届九次常委会议审议。（据新华社电）

亚航一架客机失联

从印度尼西亚飞往新加坡的亚洲航空公司

QZ8501客机28日晨与地面控制塔失去联系，

机上162人下落不明。 客机失联后，印尼、马来

西亚、新加坡方面立即展开搜寻，目前尚未发现

有关客机的任何踪迹。

失联航班当地时间5时35分（北京时间6时

35分） 从印尼泗水起飞， 本应于新加坡时间8时

30分（北京时间8时30分）抵达新加坡樟宜机场。

但客机在起飞42分钟后与印尼控制塔失去联系。

失联客机上有155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印尼外

交部向中国驻印尼使馆证实，乘客名单上没有中

国公民。 失联客机的机型为空客A320—200。

目前客机的搜救工作由印尼主导。 印尼搜

救人员和军方已在客机疑似失联的邦加勿里洞

海域展开搜救。（据新华社电）

基金保持高仓位 上周增配金融板块

□

本报记者 李菁菁

上周基金仓位整体微降但仍处高位。 加仓

基金多偏好主题轮动投资类， 减仓的主要是前

期仓位较重的部分基金， 而成长股主配的基金

调仓成本较高，主动调仓较少。 基金主要增配金

融、钢铁、建筑、社会服务、信息、运输等行业，减

配明显的行业包括交运、公共事业、专用、皮革、

木材、服装、商务等。

德圣基金研究中心数据显示，截至25日，偏

股方向基金仓位微降， 可比的主动股票基金加

权平均仓位仍保持在88%以上。 好买基金数据

显示，截至26日，偏股型基金仓位为78.79%，下

降3.42个百分点。万博基金经理研究中心数据统

计，截至26日，主动型股票方向基金平均仓位为

86.54%，下降0.71个百分点。

德圣基金数据显示，上周加仓的基金多为

混合型产品，仓位较低，在市场风格转换后能

及时加仓，业绩提升也较迅速。 减仓的基金原

有仓位较高，在市场情绪不稳时，采取适度调

整策略。

七成投资者

看涨明年A股

（上接A01版）

侧重中长线操作

回顾2014年的股市投资，受访者更侧重中

长线操作。 68.13%的受访者持仓量最大的股票

持有时间为12个月以上，6.59%的受访者持有

6—12个月，5.49%的受访者持有3—6个月，

14.29%的受访者持有1—3个月， 持仓1个月以

内的受访者占比1.1%。

73.03%的投资者对2014年股市的表现比较

满意。 当被问及决定2014年股市行情最关键因

素时，15.19%的受访者认为宏观经济形势最关

键，27.85%的受访者认为上市公司业绩与经营

行为最关键，56.96%的受访者认为政策最关键。

89.13%的受访者表示，2014年在股市上的

投资有所增加。 2013年，这一指标仅为49.0%。

2014年，投资者对股市收益期望值明显提

升。 21.69%的受访者期望年收益率达10%—

20% ，45.78% 的 受 访 者 期 望 20% —50% ，

26.51%的受访者期望收益50%—100%，6.02%

的受访者期望100%以上。

在金融衍生工具的运用方面，14.13%的受

访者参与了股指期货，18.68%的受访者参与了

融资融券。

13.04%的受访者参与了沪港通。 其中，

56.58%的受访者表示更看好港股通的机会，

43.42%的受访者更看好沪股通的机会。

国企改革政策措施有望近期出台

（上接A01版）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

胡鞍钢表示，国有企业总体上已经同市场经济相

融合，必须适应市场化、国际化新形势，以规范经

营决策、资产保值增值、公平参与竞争、提高企业

效率、增强企业活力、承担社会责任为重点，进一

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从路径来看，应准确界定

不同国有企业功能。国有资本加大对公益性企业

的投入，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作出更大贡献。 国

有资本继续控股经营的自然垄断行业，实行以政

企分开、政资分开、特许经营、政府监管为主要内

容的改革， 根据不同行业特点实行网运分开、放

开竞争性业务，推进公共资源配置市场化。 进一

步破除各种形式的行政垄断。

他指出，要实现国有企业“双倍增”的目标，

即到2020年， 进入世界500强的国有企业数量翻

一番，覆盖行业数量翻一番。 同时，国有企业改革

不能为了改革而改革，为了混合而混合，改革本身

需要有明确的目标和战略定位， 国有企业改革不

是在封闭的国内环境下的“国民互动” ，而是应当

着眼开放条件下参与国际竞争， 国企改革是否成

功，同样需要用“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来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