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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名称：北京城建 编号：

2015－13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年4月9日，公司以通讯方式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

会议。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10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10人。会议以10

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选举陈代华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陈代华，男，52岁，毕业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EMBA，高级

经济师，曾任北京城建道桥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北京城

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总经理、党委书记，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总经理、党

委副书记，现任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总经

理。

2、关于李文不再担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职务的议案。

李文因退休原因不再担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职务。公司董事会

对李文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9日

股票代码：

600266

股票简称：北京城建 编号：

2015－14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竞得成都市金牛区金泉街何家堰村项目使用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年4月8日，公司收到《成都市拍卖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成交确认书》，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北京城建成都地产有限公司以

116,602.20万元竞得成都市金牛区金泉街何家堰村项目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 该地块位于成都市金牛区蜀汉西路，三环路外侧，用地使

用性质为二类住宅用地及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宗地用地面积10.87

万㎡，规划建筑面积40.77万㎡。

特此公告。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9日

证券代码：

002676

证券简称：顺威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03

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价异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于2015年4月

8日、4月9日连续两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 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核实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 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 有关情况说明如

下：

1、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近期公共传媒未报道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

未公开重大信息。

3、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不存在发生或预计将要发生重大

变化的情形。

4、经向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询问，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目前公司不存在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

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的

情形；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

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

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预披露

控股股东佛山市顺德区祥得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及公司四位实际控制人麦

仁钊、黎东成、杨国添、何曙华提议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不送股不转

增， 同时依据承诺按不少于2014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进行现金

分红。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仅代表提议人的个人意见，并非董事会决议，具体利润

分配预案需经董事会审议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公司过半数董事承诺在公司董事会审议上述利润分配相关议案时投赞成票。

五、必要的风险提示

1、公司经过自查，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已于2015年2月27日发布了《2014年度业绩快报》，其中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5,002.25万元，同比上升15.72%，公司已披露的业绩预

告、业绩快报以及实际情况与预计情况不存在重大差异。公司未公开的财务信

息没有对除会计师事务所以外的第三方提供。

3、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

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

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

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特此公告。

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9日

证券代码：

603729

证券简称：龙韵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04

上海龙韵广告传播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上海龙韵广告传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者“公司” ）股

票（股票简称：龙韵股份股票代码：603729）于2015年4月7日、4月8日、4月9日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函问询得知， 确认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

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本公司股票交易于2015年4月7日、4月8日、4月9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

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有关规

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1.�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

需要更正、补充之处；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宜。

2.�经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函证确认，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

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并承诺未来3个月内不会策划上述重大事项。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

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

获悉本公司有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

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

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上海龙韵广告传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9日

证券代码：

603869

证券简称：北部湾旅 公告编号：临

2015-004

北部湾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提示：

北部湾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股票（股票简称：北部湾旅，

股票代码：603869） 于2015年4月7日、2015年4月8日、2015年4月9日连续三

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经公

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核实，特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15年4月7日、4月8日和4月9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

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

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1、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

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经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函证确认，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

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公司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同时承诺未来三个月内不会筹划上述重大事项。

3、公司经营正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

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

重大事项，并承诺未来三个月内不会筹划上述重大事项。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

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风险提示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是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报纸和信息披露网

站，本公司发布的信息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的披露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部湾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4月9日

■ 责编：刘国峰 电话：010－63070433� E-mail:zbs@zzb.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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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有所呼 改革有所应

□慎海雄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

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

必须从贯彻落实“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的高度，

深刻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地位和重要作用，

拿出勇气和魄力，自觉运用改革思维谋划和推动

工作，不断提高领导、谋划、推动、落实改革的能

力和水平，切实做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

“为政之道， 以顺民心为本， 以厚民生为

本” 。 我们党领导的改革，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

为了“顺民心厚民生” 。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

进人民福祉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 习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重要

论断，始终有一条清晰的“人心标准” 。从“加强

对重大改革问题的调研， 尽可能多听一听基层

和一线的声音” ，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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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把改革方案的含金量充分展示

出来，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到“人民有

所呼、改革有所应” ，改革的“人心标准” 一脉相

承。

坚持改革的“人心标准” ，才能激发全社

会的改革激情，形成上下同心的改革合力。 在

爬坡过坎、闯关夺隘的改革攻坚期，谋划改革，

推进改革，都要“以天下之目视之，以天下之耳

听之， 以天下之心虑之” ， 以人民群众期盼为

念，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让

人民从改革中得到看得见、 摸得着的实惠，最

大限度地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才能使

人民始终成为改革的坚定支持者、 热情参与

者。“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

目标” 。向往和奋斗的过程，就是积蓄和释放改

革发展强大推动力和创造力的过程。 随着改革

进入深水区，皆大欢喜的改革已越来越少。 改

到深处是利益。 但是，难啃的硬骨头必须啃，而

且要以最小的代价、最低的震荡啃下来。 唯一

的途径就是切实做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

应” ， 在利益多元、 诉求多样中寻找最大公约

数，最大限度地调动人民群众拥护支持改革的

积极性，使改革的方向、目的与最广大人民的

意愿相统一，使改革推进的过程同人民得实惠

的过程相协同，使实现人民长远利益的举措和

维护人民当前利益的做法相衔接，从而凝聚起

全面深化改革的最大正能量。

“治大国如烹小鲜” ，推进改革，必须“蹄疾

而步稳” 。因此，改革的方法论至关重要。习总书

记指出，要充分调动群众推进改革的积极性、主

动性、创造性，把最广大人民智慧和力量凝聚到

改革上来，同人民一道把改革推向前进。 这是指

导改革的“群众主体方法论” 。 同时，全面深化

改革要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 突破利益固化的

藩篱，必须依靠人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把人

民 “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

兴”“答应不答应” 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

点。 惟其如此，我们的改革才能大道不偏离，始

终赢得人民的信赖。

无论百姓的“获得” 还是改革的“呼应” ，

都应是具体可感的。 改革不是虚晃一枪，而是要

让百姓看到效果。习总书记两会时强调“让人民

群众在日常生产生活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 ，

启示我们改革对人心的“呼应” ，也要体现在人

民群众日常生产生活中。 回顾中央深改领导小

组十一次会议审议的改革议题， 无一不是和群

众“日常生产生活” 息息相关的重要课题，如此

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乡村教师支持计划、 城市公

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指导意见等， 获得了社会

各界的广泛点赞， 正在于这样的改革抓住了群

众关心的热点难点， 是为天下苍生谋利益的改

革。 实践证明，许多人民群众呼声比较强烈的民

生难点，如教育、医疗、社保、收入分配、劳动者

权益保护等，核心矛盾并非都是缺投入，而是缺

公平，解决公平问题，唯有全面深化改革，建立

更加公平合理的制度和规则， 才能让每个人都

有更公平的起点、更公平的机会。 十八届三中全

会以来关于城乡户籍统一登记、高校招生、单独

二孩政策等改革方案的出台， 大大舒缓了人民

群众的公平焦虑。 在生产领域，虽然商事登记制

度改革了， 但从市场准入， 到贷款获取，“不公

平” 始终是一些民企的沉重叹息。习总书记强调

“要积极推进全面依法治国，营造公平有序的经

济发展法治环境” ，需要用政府权力的“减法” ，

换取市场活力的“乘法” ，营造各类所有制企业

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改革呼应民声，必须打通“中梗阻” 。 一分

部署，九分落实。 让改革方案变成百姓实实在在

的“获得” ，关键是细节方案，成败也在细节方

案，需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

年干。 然而，过往的经验表明，落实中央改革部

署，往往出现“最先一公里” 畅通、“最后一公

里” 断头的问题。 改革中的 “上下热中间冷”

“上下通中间阻” 现象，一些基层干部群众“吐

槽” 的“中央的政策好，只是一些地方和单位没

有认真执行” ，部分改革“只闻声不见舞”“上

有政策、 下有对策”“会上叫得响， 落实不到

位” ，反映的都是“中梗阻” 现象。 简政放权之

后，有的审批“明放暗不放” ，放虚不放实，放小

不放大，或者换个“马甲” 又以备案名目出现，

一些打着政府旗号的“红顶中介” 形成新的“高

墙” ，截留“改革红利” ，企业抱怨不绝于耳。

改革难落地，或变形走样，除了懒政、不作

为， 深层原因往往是直接触动了一些部门和一

些人的既得利益，权力小了、制约多了、监督大

了让一些人 “不爽” 。 如果不集中力量加以突

破，如果不持之以恒攻坚克难，改革方案和政策

意图的实现就有可能前功尽弃， 最终让百姓产

生“空欢喜” ，有“失望感” 却无“获得感” 。 这

些都提醒我们，要努力突破“中梗阻” ，就必须

将中央的改革部署细化深化实化，推进到“最后

一公里” 。 全面从严治党，对“中梗阻” 现象，要

像反腐败“打虎灭蝇” 一样，以雷霆万钧之势坚

决治理。

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人民群众的“获

得感” 是改革的“试金石” 。推出一批能叫得响、

立得住、群众认可的硬招实招，让人民群众看到

改革的真效果、 得到改革的真实惠，“共同享有

人生出彩的机会， 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 ，

就必须深刻领会习总书记的改革思想， 指导全

面深化改革沿着正确轨道顺利推进。（本文为第

15期《瞭望》新闻周刊发表的署名特稿）

发改委加强电力需求侧管理

创新试点资金使用方式

□本报记者 刘丽靓

国家发改委与财政部近日联合发布 《关于

完善电力应急机制做好电力需求侧管理城市综

合试点工作的通知》，要求各有关单位要在前期

北京市、苏州市、唐山市、佛山市电力需求侧管

理城市综合试点和上海市需求响应试点工作基

础上，进一步突出特色，建立长效机制，更好发

挥试点的引领示范作用。

《通知》指出，试点城市及所在省份要加强

电力需求侧管理平台建设，引导、鼓励用户实现

用电在线监测，推广电能服务，为提高运行管理

水平和增强应急响应能力建立技术支撑。 鼓励、

支持发展电能服务业，吸引全国乃至全球的优秀

电能服务企业参与试点工作。并鼓励用户实现用

电在线监测并接入国家平台。电网企业要大力支

持试点工作，积极配合有关地区做好相关政策的

制定和落实工作，实施电力需求侧管理项目。

《通知》还指出，试点城市及所在省份要注

重总结实践经验，创新试点资金使用方式，除支

持项目实施、平台建设和能力建设外，还可支持

投融资服务、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PPP）

的融资、建设和运维，以及电力需求侧管理平台

的升级改造和运行维护等。

我国地下工程建设规模居世界前列

□新华社记者 吴宇 周文其

２１

世纪前

１０

年，我国公路建设年均“催生”

隧道

５５５

公里。

２０１１

年以来，公路隧道年均净增

已超

１０００

公里。

在

９

日此间举行的“

２０１５

中国（上海）隧道与

地下工程技术研讨会”上，中国土木工程学会隧

道及地下工程分会公布的统计表明， 我国已成

为世界隧道及地下工程建设规模和建设速度第

一大国。

据截至

２０１３

年底的统计， 我国已有公路隧

道

１１３５９

座，总长

９６０６

公里。 进入新世纪以来，公

路隧道年均增长率高达

２０％

， 且有逐年增速加

快的趋势。

伴随着大规模铁路建设，截至

２０１３

年底，我

国已有运营铁路隧道

１１０７４

座， 总长

８９３９

公里；

在建铁路隧道

４２０６

座，长度

７７９５

公里；已纳入规

划的铁路隧道

４６００

座，总长约

１．０６

万公里。

围绕大型水利枢纽工程， 我国已建成的各

类水工隧道总长超过一万公里， 在建及纳入规

划的水工隧道总长超过

３０００

公里。 此外，在以轨

道交通为代表的市政设施以及油气储运领域，

相关隧道及地下工程建设近年来都有长足发

展。

中国土木工程学会隧道及地下工程分会名

誉理事长郭陕云表示， 虽然我国已成为世界隧

道及地下工程建设规模和建设速度第一大国，

其中一些工程项目对国土大面积生态环境潜在

构成重大影响，但由于我国国土面积巨大，相关

工程建设起步较晚， 总的建设规模及安全状况

是可控的。

“更重要的是，虽然在规模和建设速度上已

是世界第一， 但我们在隧道及地下工程建设领

域还不是技术强国， 施工机械化和专业化程度

还较低，建设管理体制较为陈旧。 在相关理念研

究及环保意识加强方面也有很大提升空间。 ”郭

陕云说。

据介绍，根据国家基本建设发展的需要，同

时对照世界先进技术水平， 我国近期在隧道及

地下工程建设领域已列出多项重点研究课题，

包括特长及复杂隧道， 为南水北调西线方案做

准备；海底及深埋隧道，为琼州海峡、渤海海湾

和台湾海峡通道做准备；特大断面隧道及硐室，

为开发规模更大、 规格更高的油气洞库和地下

厂房、仓库做技术先导等。

“‘积极开发，合理利用，精心构筑，科学运

管’ 应该成为我国隧道及地下工程建设者的基

本理念。 ”郭陕云说。

亚投行意向创始国

增至37个

□本报记者 赵静扬

据财政部消息，4月9日， 经现有意向创始

成员国同意，马耳他、吉尔吉斯斯坦正式成为亚

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

截至目前，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增至37

个，包括孟加拉国、文莱、柬埔寨、中国、法国、德

国、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意大利、约旦、哈萨

克斯坦、科威特、吉尔吉斯斯坦、老挝、卢森堡、

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耳他、蒙古、缅甸、尼泊

尔、新西兰、阿曼、巴基斯坦、菲律宾、卡塔尔、沙

特阿拉伯、新加坡、斯里兰卡、瑞士、塔吉克斯

坦、泰国、阿联酋、英国、乌兹别克斯坦和越南。

辽宁加强反洗钱培训

□本报记者 徐光

4月9日，辽宁证券业协会和辽宁期货业协

会联合在沈阳举办辖区证券、 期货经营机构反

洗钱业务培训班。 此举旨在加强和改进辖区证

券、期货行业反洗钱工作能力，提高相关经营机

构反洗钱业务水平。

辽宁证监局副局长田向阳强调，辖区证券、

期货经营机构要及时准确地学习和把握反洗钱

工作的政策法规和监管方向， 不断增强主体意

识和责任意识， 提高学习能力， 加强工作主动

性，将工作落到实处。辽宁证监局作为辖区主要

监管机构， 将继续把反洗钱工作纳入到日常稽

核工作中，围绕洗钱风险防范，根据业务流程，

研究相关措施，做好反洗钱工作。

据介绍， 我国反洗钱法律制度可分为刑事

和行政两个方面的内容。 对洗钱活动的刑事制

裁主要依据《刑法》的有关规定，通过刑事诉讼

程序，追究洗钱犯罪分子的刑事责任；而《反洗

钱法》着力于预防洗钱活动，目的是维护金融

秩序，遏制洗钱犯罪及相关犯罪，属于行政法律

制度的范畴。

上半年我国旅游收入

有望达1.7万亿元

□新华社记者 钱春弦

在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战略推动下， 我国

旅游业保持平稳运行， 预计上半年全国旅游接

待总人数为

２０．６

亿人次， 实现旅游收入

１．７

万亿

元人民币。

中国旅游研究院

９

日发布一季度旅游经济

运行分析与上半年趋势预测认为， 今年一季度

旅游经济运行基本面总体稳定， 受国家旅游发

展战略影响，旅游领域创业创新更趋活跃。综合

考虑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和旅游经济先行指数，

对上半年旅游经济运行维持相对乐观预期。 预

计上半年，全国旅游接待总人数为

２０．６

亿人次，

实现旅游收入

１．７

万亿元人民币。

数据显示，一季度全国旅游市场需求旺盛，

国内市场增长平稳，入境市场继续复苏，出境市

场保持高速增长。旅游产业运行结构分化加剧，

受相关政策和产业转型期多重因素影响， 高星

级酒店业和高端餐饮企业景气值仍在低位运

行，但经济型和中端商务酒店经营业绩良好。大

型在线旅游企业因争夺市场份额导致业绩滑

坡， 但拥有上游资源和下游客源的大型传统旅

游企业业绩增长显著。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认为，“调结构、

稳增长”是今年政府工作重点，服务业在经济结

构调整中的重要性再次得以确认。 铁路投资向

中西部地区倾斜，“一带一路”， 京津冀协同发

展，长江经济带等国家层面战略规划，将为我国

旅游业带来了较多政策利好。

4000点区域A股市场呼唤改革提速

（上接A01版）梁红表示，改革国内股票市

场、加快股权融资是解决中国经济负债率偏高、推

动中国经济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的关键所在。 尤

其在近期A股市场持续大幅上扬、 资金持续流入

股市的背景下，A股市场资金面保持充裕的局面

有望延续， 中国应该考虑尽快降低再融资和老股

减持的制度性障碍，增加股票供给的弹性。而完善

投资者保护机制，增强投资者信心，A股市场才能

迎来长期发展。在法律层面上，监管需提高法律对

违法违规行为的事前预防、威慑，以及事后惩治作

用。 同时，应加速专业投资机构的培养，推进税收

递延式养老保险制度的建设。 长线资金进入市场

最重要的是影响市场的投资风格， 提高市场制度

制定和实施的效率， 机构投资者本身的发展也是

资本市场不断完善的一部分。

李大霄表示， 上市公司分红制度应该加强落

实。就上市公司分红的意愿上，目前还停留在监管

鼓励和对落后的鞭策上， 上市公司主动性仍有不

足， 要培养整个市场的股东文化和对股东利益保

障的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