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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权满月：兜住底线 补齐短板

截至3月9日，期权上市正式满月。 在一个多月的交易中，不少个人

投资者发现，现实中期权交易并不是前期所了解的“买份保险” 那样简

单，而机构投资者也发现，账户“分家” 带来的麻烦、软件功能不足等问

题也日渐摆在面前。在兜住“不出系统风险”的底线之上，无论是投资者

认知，还是客观障碍，期权市场的木桶短板还需要一节节补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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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评 � Editorial

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闭幕

□

据新华社电

形成国家意志，奏响时代强音。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15日上午在人

民大会堂闭幕。 大会批准政府工作报告、全国人大常委

会工作报告等；表决通过关于修改立法法的决定，国家

主席习近平签署第20号主席令予以公布。

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决议

指出，会议充分肯定国务院过去一年的工作，同意报告提

出的2015年工作总体部署、目标任务和政策措施，决定

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执行情况与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决

议，决定批准关于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

情况与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批

准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表决通过了关于

2014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5年中央和地方

预算的决议，决定批准关于2014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

情况与2015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批准2015年

中央预算。

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立法法的决定。本决定

自公布之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根据本决

定作相应修改，重新公布。

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的决

议。决议指出，会议充分肯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过去一年的

工作，同意报告提出的今后一年的主要任务和工作安排，

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经表决， 通过了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

决议、关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决定批准这

两个报告。

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关于确认全国人大常委会接受陈

吉宁、陈豪辞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职务的请求的决定。

大会完成各项议程后，张德江发表讲话。 他说，十二届全

国人大三次会议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保持良好

会风，进一步统一了思想、明确了任务、坚定了信心，开得

很成功。

张德江说，会议期间代表们肩负全国各族人民的

重托，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讲大局、议大

事，重实际、求实效，齐心协力、集思广益，使会议各项

成果充分体现了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统一。 会议全

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 四中全会精神，以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

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依法行

使职权， 审议批准了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报告，对

2015年国家各项工作作出安排部署。 我们要切实把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的决策和部署上来， 把智慧和

力量凝聚到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上来， 坚持稳中求

进工作总基调，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保持经济平

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不断把党和国家事业推

向前进。

张德江说，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审议通过了

关于修改立法法的决定，对于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立法

工作， 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

系，更好地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建设社会主义

法治国家，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要深入学习、广泛宣传修

改后的立法法，抓紧完善相关配套办法，加强立法工作

队伍建设，确保法律正确有效实施，不断提高立法工作

水平。

张德江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

记的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

提出并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

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下转A04版）

流动性助阵 春季攻势在即

近期，蓝筹与成长同升共舞。 分析人士指出，3月以来，二级市场资金流入

重拾升势，两融余额迭上台阶，年内二次降准降息预期高涨，加上打新资金大幅

解冻回流，预计春节攻势在即。

相约晚八点 期货“夜宴”酝酿早开席

上期所酝酿将“夜盘” 开盘时间提前一小时至20时。 期货业人士表示，此

举将使国内期货市场更易与国际接轨，有益于国内期货价格尽快反映国际市场

变化，保证价格曲线更加平滑，也便于国内现货企业进行套保。

简政放权 激发经济活力

经济运行进入“新常态”，实现

7%

的

GDP

增速不易。 中国证券报认为，“稳增

长”需要政策保驾护航，但要实现有质量

的经济增长、加快经济结构转型，更需要

通过简政放权以释放制度红利，从而激发

经济活力。

2

月经济数据显示， 当前经济增速下

滑风险不容忽视，预期未来将有一系列稳

增长政策相继出台。

货币政策方面，央行可能加大公开市

场操作力度、 加大定向调控力度， 通过

PSL

、

SLF

、

SLO

等工具为市场提供流动

性，同时在必要时，将继续下调存款准备

金率和利率。

财政政策方面，积极财政政策更应加

大力度。从

2

月财政存款大幅减少来看，当

月财政已经发力， 未来需要加大投入力

度。 同时，减税应成为今年财政政策的重

点。 通过减税为中小企业减负，为创业企

业营造良好的生存环境，激活新型产业的

发展潜力。

但也应看到，当前刺激政策的边际效

应减弱， 总量政策对结构性问题改善有

限，金融风险隐患增大，继续推行大规模的

刺激经济政策难以为继。 释放制度红利才

是新常态下对冲经济下行压力的良方。

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 其中简政放

权将是未来一段时间激发中国经济活力的

关键词。简政放权是激发市场、社会创造活

力最直接的改革举措，是深化政府改革、加

快转变政府职能的关键之举， 是释放改革

红利、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重要一招。

简政放权， 首先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

中起决定性作用。 应加快技术、人力、土地、

资本等各类生产要素改革，释放制度红利，

培育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引擎。 今年简

政放权要向纵深推进： 地方政府的

1200

多

项审批权要砍掉

200

多项；省一级政府要公

布权力清单、 责任清单， 明年推向市县一

级，政府部门要在老百姓的“眼皮底下”行

使权力；要探索事中事后监管的新模式，确

保权力“放得下”、“接得住”……

其次，简政放权，落实到资本市场，

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是重中之重。

中国的融资结构长期失衡，长期以来以银

行为主的间接融资结构导致大量金融风

险积聚在银行，同时也部分扭曲了整个金

融体系的利率水平，导致货币政策传导不

畅。 推行注册制改革，将从直接融资渠道

放大融资规模，推动更多有融资需求的新

型产业获得资金支持，大大缓解目前实体

经济发展面临的融资难、融资贵这一瓶颈

问题。 作为经济晴雨表、助推器，资本市场

一向对新兴经济业态、 新兴产业发展、新

兴商业模式青睐有加， 这类企业有望在

注册制呵护下蓬勃发展， 推动实体经济

结构调整。

再次，从更大范围来看，资本项目可

兑换更需要“简政放权”。资本项目可兑换

是走向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能够令中国

更大程度地在全球化进程中抓住机遇，让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更大的基础性作用。

从资金供给看，未来中国无论是

A

股市场

还是实体经济， 也需要更多的 “源头活

水”。 过去，资本走出去、引进来碰到的政

策“防火墙”较多，资本的境内外投资需要

的审批环节较为繁琐。今年及今后一段时

期， 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要进行法规修

订，对现有外汇管理、跨境投资等方面的

法律法规进行清理，修改不合理规则。 监

管方面也要改变方式，要更多运用现代手

段，减少行政审批，提高监测效率。

图为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提问。 新华社记者 沈伯韩 摄

A10�海外市场

C2C“钱景”诱人

“共享经济”成资本新宠

在住房和交通领域，Airbnb和Uber双双取得成功，标志着以C2C

为代表的共享经济正在迅速崛起。 分析人士指出，这种基于互联网建立

的个人对个人的交易平台，有助于提高社会资源的分配和利用效率。 新

的经济模式不但会影响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将影响未来资本市场的

相关方向。

羊年春节以来173股创历史新高

羊年春节以来，A股市场并未如期献上“红包” 行情，但短暂波折之

后，中小盘股新高秀行情不止，短短两周多的时间有高达173只中小盘

股创出历史新高，剔除部分刚上市的新股之后仍有149只。其中，以计算

机为代表的中小盘成长股表现惊艳，成为“新高股”的主要组成部分。不

过随着上周银行股的异动，机构普遍调整观点认为，短期成长股可能上

攻动力不再充足且迎来明显分化，而风格天平将再度转向蓝筹股。

A13�数据信息

两会十大关键词指明经济改革新坐标

上市公司代表委员建言资本市场制度创新

股市引来金融活水 实体经济生机勃发

A03

底部明朗 白酒行业春意渐浓

经过近三年的深度调整，伴随着白酒行业泡沫逐渐挤出、品牌力较

强酒企变革力度加大及终端销售渐趋回暖，部分上市酒企业绩显现企稳

改善趋势。 业界预计，虽然今年行业调整仍将持续、行业竞争不断升级，

但由于酒企对行业新常态更为适应、民间消费占比逐渐提升，加上低基

数效应，部分酒企业绩改善趋势有望得到延续，混合所有制改革也将为

白酒行业注入新活力。

A11�公司新闻

李克强：进一步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

简政放权是割腕，忍痛也得下刀

□

据新华社电

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15日上午在人民大会

堂举行记者会，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应大会发言人傅莹

的邀请会见中外记者，并回答记者提问。

英国金融时报记者：去年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一直

在下滑，所以很多中国人都到海外去买房子。 现在中

国公民已经是纽约、悉尼、伦敦等地最大的海外顾客

群体了，当地房价随之被明显抬高。 也有一些人开始

质疑从中国涌入当地市场资金的合法性。 请问总理，

中国政府会担心由此引发海外市场的强烈反应吗？今

年政府是否会出台新政策来促进国内房地产市场？

李克强：中国正在逐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下的可

兑换，这本身也表明，我们在推进资本市场的开放。但

是你说有大量中国人到海外购房，而且成了某些热点

城市的最大购买群体，这可能还需要做评估，我没有

这方面确切的消息。 我所了解到的是，去年是中国吸

引外资力度最大的一年， 进入中国的外资达到近

1200亿美元。 同时，我们也愿意看到中国企业“走出

去” ，中国公民到国外去创业，当然，既要遵守中国有

关法律的规定，也要遵守当地的法律。

你是一位外国人，中文说得这么流利，不知道有

没有在中国买房？当然，我们是欢迎的。中国还是一个

发展中国家，住房既是经济问题，更是民生问题。中国

政府要做的，就是要为低收入住房困难群体提供住房

保障。今年，我们在改造棚户区、城市和农村危房方面

还要加大力度，分别增加110万、100万套。 中国政府

有保障群众基本居住条件的责任。

房地产市场有其自身的规律。 中国国土面积辽

阔，有特大城市、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情况各异，所以我

们要求强化地方政府合理调控房地产市场的责任，因

地制宜，分城施策。 中国城镇化进程还在加快，房地产

市场的需求是刚性的。 我们支持居民自住性住房和改

善性住房需求，促进房地产市场长期平稳健康发展。

美国彭博新闻社记者：您多次提过需要有壮士断

腕的决心来进行改革， 您也说过这个过程可能会很

疼。 在中国经济放缓的今天，您会继续保持这样的决

心吗？ 您认为中国经济会不会继续放缓？未来会不会

更疼？

李克强：你问到疼，确实很疼，而且在加深，面还

会扩大。 因为简政放权是政府的自我革命，削权是要

触动利益的，它不是剪指甲，是割腕，忍痛也得下刀。

简政放权有利于厘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激发市

场活力，也可以用它去顶住经济下行的压力。 去年我

国经济增速放缓，但是就业不减反增，简政放权起了

很重要的支撑作用。

本届政府两年内下很大力气完成了当初提出的

五年内砍掉三分之一行政审批事项的目标，其中有的

是取消，有的是下放。我们推进商事制度改革后，每天

就有上万家企业登记，比上年增加了近50%。可见，活

力来自民间，而简政放权的减法可以为应对经济放缓

产生支撑的力量。

当然， 在这方面还有很多不落实的情况存在，推

进中还发现了一些新的问题。 前两天，我看到两会上

有提案说，原来批个项目要一百多个章，虽然现在审

批砍了一些，但还有五六十道关卡，还会增加创业的

成本、抑制创造的热情。所以，我们必须继续下更大力

气来推进简政放权。（下转A0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