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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规模新增5000亿元

国务院：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 促进宽带网络提速降费

□

据新华社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5月13日主持召开

国务院常务会议， 部署推广政府和社会资

本合作模式， 汇聚社会力量增加公共产品

和服务供给； 确定加快建设高速宽带网络

促进提速降费的措施， 助力创业创新和民

生改善；决定进一步推进信贷资产证券化，

以改革创新盘活存量资金； 部署对部门和

地方开展督查，狠抓各项政策措施落实。

会议认为，在交通、环保、医疗、养老

等领域， 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

以竞争择优选择包括民营和国有企业在

内的社会资本， 扩大公共产品和服务供

给，并依据绩效评价给予合理回报，是转

变政府职能、激发市场活力、打造经济新

增长点的重要改革举措。 会议要求，一要

简化审批，保障项目用地，支持地方政府

与金融机构共同设立基金， 用好税收优

惠、奖励资金、转移支付等手段，多措并举

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公共产品和服务项目

的投资、运营管理。 二要鼓励项目运营主

体利用资本市场直接融资。 发挥开发性、

政策性金融机构中长期贷款优势，支持社

保和保险资金参与项目。三要建立公共服

务价格和补贴动态调整机制，坚持补偿成

本、优质优价、公平负担，保证社会资本和

公众共同受益。四要完善制度，规范流程，

加强质量监管，提高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

能力与效率。

会议指出，加快高速宽带网络建设，

促进提速降费，既可改善人民生活，又能

降低创业创新成本、为“互联网+” 行动

提供有力支撑，拉动有效投资和消费、培

育发展新动能。 会议确定，一是鼓励电信

企业尽快发布提速降费方案计划， 实施

宽带免费提速， 使城市平均宽带接入速

率提升40%以上，降低资费水平，推出流

量不清零、流量转赠等服务。 二是推进光

纤到户和宽带乡村工程， 加快全光纤网

络城市和第四代移动通信网建设。 今年

新增1.4万个行政村通宽带， 缩小城乡

“数字鸿沟” 。 支持互联网国际出入口带

宽扩容。 （下转A02版）

5月首周证券保证金净流入创历史新高

□

本报记者 倪铭娅

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最新数

据显示，上周（5月4日至8日），证券市

场交易结算资金银证转账增加额为

17388亿元，减少额为8812亿元，日平

均数为21237亿元。这意味着，上周证券

市场保证金净流入8576亿元，结束连续

两周净流出，创历史新高。其中，4日净转

入1796.53亿元。 此外，上周股票期权保

证金净流入0.82亿元， 日平均数为4.37

亿元。

上周沪深两市共有23只新股发行。

据统计，23只新股合计冻结资金3.2万亿

元， 无论是冻结资金总量还是单日峰值，

均创去年IPO重启以来新高。

分析人士认为，上周沪指大幅调整，

“打新” 低风险高收益特征吸引众多个

人和机构投资者参与， 导致保证金大幅

流入。

兴业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张忆东

认为， 证券保证金变动金额在新股申

购过程中剧烈波动。 新股申购第一周

证券市场交易结算资金银证转账净转

入额往往大幅上涨，随后一周出现大规

模净转出。 随着新股冻结资金规模日

益扩大，银证转账变动净额规模在逐步

提升。

天使投资？ “无脑买入” ？ 暂别节操？

重仓创业板基金经理的内心独白

□

本报记者 徐文擎

创业板最近一直处在资本市场的

风口浪尖，再加上若隐若现的“监管层

指导” 传言，使一批重仓创业板的基金

经理们的心里五味杂陈。 有的坚持认

为，创业板颠覆以往主板市场的估值体

系和投资逻辑，应以天使投资眼光入主

其中，以待未来超高投资回报；有的则

在排名压力下不得不 “顺势而为” ，害

怕“上车” 晚了连汤都不剩；有的则暂

时告别节操、但坚守底线，以“低仓位、

高周转”的短线操作方式少量参与。 一

场资本角逐，让身处江湖的基金经理们

面临纠结选择。

“在资本市场里，钱是最聪明的。我

们做的只是尊重市场，如果选择长时间

偏离市场， 一定要去想自己是不是错

了。 ” 上海一位在近期市场中“顺势而

为” 重仓小盘股的黄光（化名）基金经

理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冬天可能随

时会来，但要在能赚钱时把自己养得很

胖，冬天来了才会不怕。 如果一开始就

害怕冬天，弄得瘦骨嶙峋，北风一来就

被刮倒了。 ”

这位曾在2008年上证指数一路狂

泻65%时保住2.6%正收益的基金经理，

丝毫不隐藏此时此刻对创业板股票的

热爱。“钱是最聪明的，当然它也有非常

疯狂的时候，但是它追求的一定是社会

发展大方向。 ”

在当前市场上，大量主流资金“抱

团”配置创业板，引起市场人士的热议。

他认为，这是公募基金重估价值体系和

投资逻辑的体现，也是新兴市场发展到

新阶段，与传统主板市场不同的关键所

在。“用传统市场看市盈率、市净率的估

值方法去定义创业板的泡沫，我觉得不

合理。 美国纳斯达克有大量没有稳定盈

利、但市值几十亿美元的公司，为什么

中国不可以？ ”他反问道。

与他有着类似想法的还有北京的

一位郭哲（化名）基金经理，但后者明

显更“纠结” 。

“现在创业板的投资逻辑肯定与

传统市场不同。 ” 他说，“大家现在投

资创业板股票都是抱着天使投资人的

心态去做的。 很多创业板上市公司可

能还没有开始做它想说的

业务或大家想象

它会做的业务，有些故事可能公司自己

都没想明白，但市场帮着它一起想。 所

有人都会想如果做成了前景会很辉煌，

这样就不会去看市盈率、 市净率等指

标。 但很多人忽视了一点，天使投资成

功率是很低的，也许只有10%，而且传

统天使投资领域的公司市值都很低，

5000万元、1个亿都很罕见， 但现在创

业板公司市值动不动就上100亿元、

200亿元。 高市值冲昏大家的头脑，做

着天使投资的事、但不去想或故意忽略

天使投资的风险。 ” 这位基金经理毫不

讳言。

在最近一两个月中，他连续多次看

到卖方研究员在微信的推荐报告中对

某只股票写的 “无脑买入” 的推荐评

价，研究员们建议，只要涨停板打开就

“无脑买入” ， 直到股价翻一番或翻两

番为止。（下转A02版）

反弹VS调整

A股再临敏感节点

强者恒强

中证500期指盛宴未散

制图/王力

下行压力仍存 稳增长期待政策组合拳

国家统计局、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经济、金融数据显示，经济下行压力仍较

大。 业内人士认为，未来财政政策需更有力度，辅以货币进一步放松，加快结构

性改革，培育新的增长动力。监管部门或进一步完善调控体系，疏通货币政策向

实体经济的传导渠道，提高金融运行效率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估值差距和竞争加剧助推药企整合潮涌

事实上，医药板块持续受市场的关注，并购重组也是行业一大亮点。政策层

面也支持企业兼并重组后整合资源，并带来众多投资机会。 工信部将会同国家

药监局等部门，研究制定促进医药企业兼并重组的政策措施，如提高行业准入

门槛，完善企业集团内转移药品生产批件的政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