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业板强势难撼

爱与怕推升二线股

分析人士预计，短期市场将延续二八分化格局。随着创业板指数越行越高，

波动也将渐趋剧烈；多空分歧之下，个股分化轮动加快，高价龙头股趋于减速，

中低价二线品种的吸引力提升。

A09A05

中国版Motif变“选股神器”

火爆朋友圈风险难测

业内人士分析，当前组合投资的社交软件切入进行互联网金融创新，无疑

瞄准互联网投资理财这块巨大的市场蛋糕，一旦接入“实盘” 后，网络券商领

域的竞争也会趋于白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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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保监会指定披露保险信息

中国证监会指定披露上市公司信息

中国银监会指定披露信托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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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2�财经要闻

央行起草非存款类

放贷组织条例

� � � �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

胜18日在2015微型金融国际研

讨会上表示， 鼓励多种机构、多

种业态的微型金融组织发展，实

现监管方式从 “严准入+松监管

+无退出” 向“公平准入+适度监

管+市场化退出” 转变， 进一步

释放微型金融的供给潜力。 央行

条法司副司长刘向民透露，央行

正牵头起草非存款类放贷组织

条例，将对其放贷业务实行牌照

管理。

适时启动“深港通”试点

实施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

探索建立转板机制

开展股权众筹融资试点

修改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开展商品期货期权和股指期权试点

国企改革酝酿并购重组大潮

A03�焦点

资本市场担大任

□

本报记者 蔡宗琦

国务院日前批转的发展改

革委《关于

2015

年深化经济体制

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中，有多

项与资本市场密切相关的改革

举措。与意见的其他关键内容相

辅相成，在改革过程中，资本市

场将担大任。

在经济增速下行压力加大、

发展中深层次矛盾凸显、新老问

题叠加、 风险隐患增多等背景

下，《意见》提出的多项举措指向

推动稳增长、保就业、增效益，以

期通过改革激发市场活力、释放

发展潜力、化解潜在风险，促进

经济稳中有进和提质增效升级。

而资本市场领域的改革中，不管

是注册制改革、 转板机制的推

出、还是发展区域性股权交易市

场等，都有望打破困局，激发市

场活力，直接有利于实体经济提

质增效。 可以说，在深化经济体

制改革的过程中，资本市场不可

缺位。

不论是国企改革，深入推进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深化电力体

制改革还是推进城镇化体制创

新等，多项改革深化都将为资本

市场改革铺路，如行政审批体制

改革与注册制等改革攻坚战相

辅相成，资本市场领域简政放权

大势所趋，而“一带一路”、自贸

区建设、国企改革等市场化改革

则为资本市场进一步改革做大

提供了根本。

2015

年，我国深化经济体制

改革已经在路上，资本市场将担

大任。

2015年经济体制改革重点任务明确

深化企业改革 推进金融改革

□

本报记者 倪铭娅

国务院日前批转的发展改革委

《关于2015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

工作的意见》，提出8个方面39项年度

经济体制改革重点任务。

一是持续简政放权， 加快推进政

府自身改革；二是深化企业改革，进一

步增强市场主体活力； 三是落实财税

改革总体方案， 推动财税体制改革取

得新进展；四是推进金融改革，健全金

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 五是加

快推进城镇化、 农业农村和科技体制

等改革，推动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六是

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实施新一轮

高水平对外开放； 七是深化民生保障

相关改革，健全保基本、兜底线的体制

机制；八是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促

进节能减排和保护生态环境。

关于深化企业改革， 进一步增强

市场主体活力，《意见》提出，提高国

有企业核心竞争力和国有资本效率，

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

力、抗风险能力。 毫不动摇鼓励、支持、

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激发非公有

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

推进国企国资改革， 出台深化国

有企业改革指导意见， 制定改革和完

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国有企业发展

混合所有制经济等系列配套文件。 制

定中央企业结构调整与重组方案，加

快推进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和投资公司

试点，形成国有资本流动重组、布局调

整的有效平台。

落实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

若干意见，制定相关配套政策，开展售

电侧改革等试点。 研究提出石油天然

气体制改革总体方案， 在全产业链各

环节放宽准入。 推进盐业体制改革。

关于推进金融改革，健全金融服务

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意见》提出，推

动利率市场化改革，适时推出面向机构

及个人发行的大额存单，扩大金融机构

负债产品市场化定价范围，有序放松存

款利率管制。加强金融市场基准利率体

系建设，完善利率传导机制，健全中央

银行利率调控框架，（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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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明确沪港通下名义持有人制度

香港结算作为沪股境外投资者名义持有人，可行使相关股东权利、提起诉讼

□

本报记者 王小伟

中国证监会18日明确沪港通下名义

持有人制度。 中国证监会指出，相关规定

为证券名义持有预留了空间，沪股通下境

外投资者应通过香港结算持有沪股股票，

而且享有作为股东的财产权；沪股通股票

的实际权益拥有人应当通过名义持有人

即香港结算行使有关股东权利。 沪港通

下，香港结算作为境外投资者的名义持有

人，登记为沪股股票的持有人，可以行使

相关股东权利、提起诉讼。 如何证明境外

投资者是股票的实际权益拥有人，应根据

香港特区的法律和相关规则进行安排。

对于境外投资者对其通过香港结算

持有的沪股通股票是否享有作为股东的

财产权， 内地法律是否认可 “名义持有

人”和“实际权益拥有人”的概念的问题，

中国证监会表示，《证券登记结算管理办

法》第十八条规定，证券应当记录在证券

持有人本人的证券账户内， 但依据法律、

行政法规和证监会的规定，证券记录在名

义持有人证券账户内的，从其规定，为证

券名义持有预留了空间。《沪港通股票市

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若干规定》（简

称《若干规定》）第十三条规定，香港投资

者通过沪股通买入的股票应当登记在香

港中央结算公司名下，投资者依法享有通

过沪港通买入的股票的权益，明确了沪股

通下境外投资者应通过香港结算持有沪

股股票，而且享有作为股东的财产权。

对于境外投资者对其通过香港结算

持有的沪股通股票如何行使有关权利的

问题，中国证监会表示，沪港通架构下，境

外投资者作为实际权益拥有人行使股东

权利的方式，应当根据香港特区关于名义

持有人的相关法律规定作出安排。根据香

港结算发布的《中央结算系统一般规则》

和《中央结算系统运作程式规则》，

（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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