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强震”不足惧 个股行情多

基于对中线行情继续乐观的判断，分析人士认为，大盘震荡难掩个股活跃

格局，建议围绕三条主线布局个股行情：一是关注去年四季度基金大幅减仓的

医药等板块中期配置机会，二是围绕国企改革预期持续布局，三是中线关注那

些业绩增长具备确定性且估值合理行业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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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深交易所修订退市配套规则

对重新上市作出差异化安排 完善退市整理期合格投资者管理制度

□

本报记者 张莉

上交所和深交所30日公布， 为进一

步落实上市公司退市制度，完善退市制度

改革，根据证监会《关于改革完善并严格

实施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的若干意见》和

沪深交易所相关文件，对退市配套规则进

行修订。 其中，上交所对《退市公司重新

上市实施办法》、《退市整理期业务实施

细则》、《风险警示板股票交易暂行办

法》等3项退市配套规则进行了修订。 同

时，一并将此前发布的《关于加强风险警

示板股票交易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

《关于修订和废止上海证券交易所退市

公司股份转让系统相关业务规则的通

知》以及《关于上市公司股票进入退市整

理期交易有关事项的通知》 等三个单项

业务通知的内容纳入退市配套规则。深交

所对 《深圳证券交易所退市公司重新上

市实施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退市整

理期业务特别规定》 两项退市配套制度

进行了修订。

上交所修订后的《重新上市办法》针

对不同情形退市公司，在重新上市的申请

程序、 申请文件等方面作出了差异化安

排，一是根据不同的退市情形，规定不同

的重新上市申请间隔期；二是对重大违法

退市公司申请重新上市，特别规定了严格

前置条件；三是对于主动退市公司申请重

新上市和被“错判” 重大违法的退市公司

恢复上市地位，在申请文件、审核程序、重

新上市后的交易安排等方面进行了一定

简化和差异化安排。

对于重大违法退市公司申请重新上

市的，上交所设置了受理其重新上市申请

的前置条件，《重新上市办法》 规定了

“全面纠正”的具体条件。 针对处于重大

资产重组进程中的退市公司，上交所《退

市整理期细则》规定，公司可以召开股东

大会选择是否终止重大资产重组并进入

退市整理期交易。《风险警示板办法》增

加了参与退市整理期股票交易的投资者

适当性的内容。

深交所相关负责人指出，上市公司退

市制度是资本市场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制

度，本轮退市制度改革按照市场化、法治

化和常态化的原则，进一步丰富了退市内

涵，在重大违法公司强制退市等方面取得

重大突破。 本次修订《重新上市办法》和

《整理期规定》 是继修订 《股票上市规

则》和《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后，有效

落实《退市意见》和严格执行退市制度的

又一重要举措。

针对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规定的退市公司重新上市条

件，《重新上市办法》对重新上市申请、

受理和审核等环节具体要求进行修订，

区分主动退市、强制退市等不同退市情

形作出了差异化规定。 根据 《退市意

见》精神，《整理期规定》对深交所退市

整理期相关规定进行修订完善，明确强

制退市必须提供退市整理期制度安排，

并完善退市整理期合格投资者管理制

度。 本次配套规则的修订，进一步明确

了重新上市业务流程，增加了退市整理

期业务的可操作性，完善了退市配套工

作机制，强化了上市公司和投资者利益

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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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完善内控制度 确立底线思维

拟对5家基金公司采取责令限期整改措施

□

本报记者 顾鑫

证监会30日召开新闻发布会。 证监

会新闻发言人张晓军通报了证监会针对

前期涉从业人员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案

件基金管理公司的专项核查与监管处理

工作。

发言人表示，证监会自2013年下半

年以来集中查处了一批金融机构从业人

员涉嫌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案件， 其中

部分案件涉及基金行业从业人员。 为教

育警示行业、建立完善惩防机制，证监会

于2014年12月组织开展了针对基金行

业从业人员利用未公开信息违规交易行

为的专项整治活动。 有关派出机构对15

家涉案基金管理公司进行了专项现场检

查， 同时要求辖区未涉案基金管理公司

进行自查自纠。 通过此次全行业范围的

专项检查与自查工作， 暴露出行业部分

基金管理公司及责任人员在防范从业人

员违规买卖股票行为的内控管理方面存

在一些问题， 个别公司在未公开信息管

理、投研人员权限管理、信息系统与通讯

设备管理以及基金经理选聘管理等方面

存在一定的内控缺失与管理失责， 为违

法行为的滋生蔓延提供了空间。

根据此次核查结果， 证监会依法对

存在不同程度内控缺失的基金管理公司

实施行政监管措施，其中，拟对华夏、海

富通等5家基金管理公司依法采取责令

限期整改（三至六个月不等）且整改期

间暂停受理公募基金产品注册的行政监

管措施， 同时对相关责任高管人员依法

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 对中

邮等6家基金管理公司依法采取责令改

正的行政监管措施。（下转A02版）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九次会议召开

习近平：努力使各项改革举措落地生根

□

据新华社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习

近平1月30日上午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

改革领导小组第九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

话。 他强调，落实今年改革任务的责任重、

要求高，各地区各部门要明确任务，落实责

任，及早部署，精心组织，提高改革方案质

量， 加大改革落实力度， 深入开展改革督

察，努力使各项改革举措落地生根，确保各

项改革取得预期成效、真正解决问题。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全面深

化改革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克强、刘云山、

张高丽出席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贯彻落实党

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进一步深化司法

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的实施方案》、《省

（自治区、直辖市）纪委书记、副书记提名

考察办法（试行）》、《中央纪委派驻纪检

组组长、副组长提名考察办法（试行）》、

《中管企业纪委书记、副书记提名考察办

法（试行）》。

会议强调，全面深化改革是全党的一

项重要工作，各级党委（党组）都要强化

责任担当。 党委（党组）书记作为第一责

任人，既要亲自抓部署、抓方案、抓协调，

又要亲自抓改革方案督办督察，一级抓一

级，层层传导责任。

会议指出，全面深化改革，既要取势，

又要取实。 我国各地情况千差万别，改革

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积累经验。 中央

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要观大势、 议大

事、抓大事，履职尽责，充分发挥领导核心

作用。 要统筹谋划、协调推进中央和地方

改革。需要中央先定调子、划底线的，要按

照统一部署及时给地方交底。需要地方先

探路子、创造经验的，中央要及时给予授

权，有效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会议强调，地方各级党委要着力抓好

有关重要改革部署的具体落实，抓好调查

研究、问题反馈、实践创新。在细化落实中

央确定的重大改革措施时， 要结合实际，

因地制宜，一环紧扣一环，一步紧跟一步，

盯住干、马上办、改到位。要重点抓提高改

革方案质量，坚持问题导向，聚焦体制机

制顽疾，敢于突破部门利益的藩篱，多站

在党和国家发展大局、全面深化改革大局

的立场上谋划改革。承担牵头任务的中央

有关部门，是抓落实、抓督察的主责单位，

要切实担负起改革落地的责任，特别是要

注意打通改革推进的“最后一公里” 。 要

深入开展督察工作，对存在的问题及时指

出纠正，对需要调整完善的改革方案及时

分析研究，努力使各项改革都能适应党和

国家事业发展要求，都能满足人民群众愿

望和期待。

会议还就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工

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24家企业获IPO批文

□

本报记者 顾鑫

1

月

30

日， 证监会按法定程序核准了

24

家企业的首发

申请。这些企业及其承销商将分别与沪深交易所协商确定

发行日程，并陆续刊登招股说明书。

这

24

家企业包括上交所

11

家（益丰大药房连锁股份有

限公司、浙江济民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好莱客创意家

居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天津银龙预应

力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共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维力医疗器械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弘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东兴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深交所中小板

5

家（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山

东仙坛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三圣特种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

8

家（广西博世科环

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唐德影视股份有限公司、徐州

五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环能德美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厦门红相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天孚光通信股

份有限公司、江苏力星通用钢球股份有限公司、山东鲁亿

通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A股“五军”混战等风转向

在股指狂奔数月后， 半真

半假的“两融监管” 消息似乎

让传统周期股的盛宴接近尾

声，场内资金迷失了方向，大户

（杠杆资金）、私募、公募、保险

及海外资金等“五路” 大军再

次陷入博弈。接下来，风会往哪

儿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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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连线

连平：委托贷款业务需降温

交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认为，股市大幅上涨和资金大规模流入

股市主要发生在近几个月，而委托贷款的较快增长始于2012年，两

者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关联关系。 委托贷款管理办法的出台主要是

针对委托贷款业务的现状和问题，从规范业务出发开展的一项重要

的制度性安排，与限制资金流入股市没有直接关系。

04

机构解盘

市场苦陷震荡 板块轮动凸显

近日大盘持续高位震荡，短期上攻压力较大。 造成大盘持续震

荡的原因何在？ 近期市场跷跷板走势明显，是否意味着后续小盘股

和题材股将再次活跃？本周财经圆桌邀请广发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

陈杰、招商证券研发中心高级策略和组合分析师黄俊淇、中山证券

投顾总监欧利涛三位嘉宾，共同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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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视野

比尔·阿克曼

荣登对冲基金年度排行榜首

2014年全球20大对冲基金经理榜迎来新面孔———潘兴广场

资本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比尔·阿克曼， 他不仅是榜单上唯一的新

成员，也是年纪最轻的，其执掌的潘兴广场资本以32.8%的年收益

率傲视群雄，荣登全球百家大型对冲基金年度排行榜榜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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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投资

《李煦行乐图》背后的君臣关系

去年12月3日，在北京匡时2014年秋拍中，一幅估价仅250万

元至300万元之间的《李煦行乐图》被多个买家激烈竞拍，这幅由

周道、上睿绘制，曹寅、宋荦、尤侗、朱彝尊等十余人题跋的作品最终

成交价为1863万元，超出估价6倍。 因为李煦和曹雪芹的祖父曹寅

不仅同为康熙皇帝的亲信，而且还是曹寅的妹夫，这些错综复杂的

血亲关系，使《李煦行乐图》一经面世，就成为红学迷的关注焦点。

A02�财经要闻

国务院：

加快发展云计算 打造新业态

近日，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云计算创新发展培育信息产业新业态

的意见》，为促进创业兴业、释放创新活力提供有力支持，为经济社会持

续健康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意见》提出，要加快发展云计算，打造信息产业新业态，推动传统

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成长，培育形成新的增长点，促进国民经济提质增

效升级。

社保基金去年权益投资收益率11.43%

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王忠民30日在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第三

届年会上表示，全国社保基金去年实现权益投资收益率11.43%、绝对回报额

1390亿元。王忠民表示，上述投资结果战胜了通货膨胀，获得了资产增值，超过

了GDP的增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