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克强：经济整体平稳基本面没有变

有能力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

□

据新华社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9日下午在大连

国际会议中心会见来华出席2015年夏

季达沃斯论坛的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

瓦布及与会各界知名人士，并同他们座

谈交流。

李克强表示， 当前世界经济仍处于

波动之中，复苏依然乏力。 要实现世界经

济真正复苏，必须有强劲、可持续、平衡

的增长，需要培育新的动能。 各国应携起

手来，同舟共济，发挥比较优势，共绘经

济增长新蓝图， 使世界经济有一个焕然

一新的局面。

李克强指出，当前中国经济运行处在

合理区间， 经济整体平稳的基本面没有

变，对世界经济增长仍然是重要的推动力

量。 中国人民有智慧、中国政府有能力保

持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 迈向中高端水

平。 我们将继续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

对外开放的大门也会越开越大。

李克强强调，发展实体经济，将各方

有效需求和有效供给结合起来， 形成新

的增长点， 是当前形势下各方合力应对

经济下行压力的关键。 中国提出开展国

际产能合作， 以自身产能和装备制造业

优势对接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工

业化需求， 以及发达国家高端产品和先

进技术运用， 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低成

本、高速度、高水平推进工业化、现代化

进程。 这也有助于把金融和产业、虚拟经

济和实体经济更好结合， 共同服务实体

经济增长， 为全球经济复苏提供有力支

撑。 中方愿同跨国企业共同开发本国和

第三方市场，实现互利多赢，共促发展，

共享繁荣。

施瓦布表示，夏季达沃斯论坛影响越

来越大，表明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发展前

景抱有信心。本届论坛期间专门举办了国

际产能合作分论坛， 与会者一致认为，开

展国际产能合作有利于各国优势互补，通

过合作实现互利共赢，也有助于中国产业

升级转型。世界经济论坛愿进一步加强同

中国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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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线改变“价值观” 机构谋划抄大底

此前市场恐慌性情绪蔓延，曾一度让机构投资者对“中小创”避之不及，割

肉、轻仓成了标配动作。 不过，随着数根阳线确立，悲观的投资预期正在急速转

向。 价值股的高息率，成长股的超跌，已让A股市场进入了相对安全的区域。

夏季达沃斯论坛与会人士

热议国企改革

□

本报记者 李超

多位与会人士9日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表示， 中国

经济高速发展积累的一些矛盾和风险逐步显现， 但中国

经济依然运行在合理区间。经济转型可考虑用“扎针灸”

的方法触动关键的神经节点，通过降低借贷成本，促进项

目完成并实现企业改革。

酝酿多时的国企改革文件有望近期陆续出台，混合

所有制改革成为多方期待。 分析人士认为，国企改革方

向进一步明确，未来央企层面改革将加速开展，资本市

场将在央企改革中发挥重要作用，央企并购重组浪潮或

将涌现。

转型需要“扎针灸”

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表示，中国经济基本面良好，

但目前面临的下行压力较大，产能过剩是具体体现之一，

这些过剩产能并不是落后产能，而是符合技术规范、符合

环保标准且比较先进的产能。（下转A02版）

A10�货币债券

转债估值尴尬 波段操作为宜

8月底以来，A股市场迎来修复性反弹， 可转债市场虽跟随反弹，但

表现屡屡不及正股。 分析人士指出，高估值限制了正股反弹市道下的转

债进攻性，鉴于短期A股市场可能呈反复震荡筑底走势，加之转债择券

空间有限，适时高抛低吸显得尤为重要。

A11�衍生品/对冲

两融余额料止跌企稳

8日市场多头发力，午后展开一轮百点逼空，但当天两融余额逆势

下滑遭遇融资净偿还。与前期空方施压、融资偿还额居高不下相比，近两

日融资偿还额维持稳定，反而是融资买盘规模大幅萎缩。 此外，8日沪市

和深市融资余额还反方向变动，一减一增。 诸多“异常”信号显示，随着

两融规模重返合理区间，或者集体杀跌、或者单一做多的两融主逻辑已

经开始发生变化。

徐绍史：共商共建共享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合作

已初步圈定15个合作意愿较强烈、合作基础条件较好的国家

□

新华社记者 陈梦阳 许晟 王晓蕊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徐绍史9日在夏季

达沃斯论坛上说，开展国际产能和装备合作，既顺应

产业发展分工潮流，也有助于世界经济复苏，中国将

与有关国家一起，共商、共建、共享推进国际产能和

装备合作。

徐绍史介绍说，中国主要通过投资建厂、建设生

产线、建设基础设施、建设产业链、建设产业集聚区

等方式，实施国际产能和装备合作。合作原则是“国

际惯例、商业原则、企业运作、政府引导” 。

他表示，通过建立合作机制、制订框架方案、列

明项目清单、做出融资安排等途径，政府可以与对方

签订和建立合作机制，机构和企业也可以通过这种

方式建立合作。 合作方式不限于双方，还可以通过

三方合作，联手开发第三方市场。

徐绍史说，中国、发达国家、其他发展中国家

各有优势，契合到一起，就能够在大范围推动深度

的国际产能装备合作， 为世界经济的复苏增添新

动力。

徐绍史认为，发达经济体具有先进技术和管理

经验，也有雄厚的资金实力，但发达经济体生产成本

较高，同样需要转型升级；发展中国家进行工业化、

城镇化，需要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有市场需求。

他说， 中国通过改革开放抓住本轮产业分工调

整机会，既“引进来” ，又“走出去” ，形成了门类较

齐全又较丰富的产能， 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

为30%。

徐绍史说，目前已初步圈定15个合作意愿较强

烈、合作基础条件较好的国家，准备开展国际产能和

装备合作，涵盖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欧洲等地。

徐绍史介绍说， 我国已开始在一些支点国家进

行国际产能合作布局。最典型的是哈萨克斯坦，第一

批确定的25项产能合作早期收获项目约230亿美

元，最近选定的第二批42项合作项目，涉及金额将

达到300亿美元。 此外，中国还在与欧盟、非盟、东

盟、 中东欧国家等地区组织和国家开展国际产能和

装备合作。

他说，我国还将与具有先进管理经验、先进技术

的国家和跨国公司合作，联合开辟第三方市场。如正

联手法国在第三国开发核电。

据了解，目前国务院相关文件已明确12个国际

产能合作的重点产业，包括钢铁、冶金、建材、造船、

铁路、电力等，并且已建立了一批基金支持国际产能

合作。 徐绍史表示， 国际产能合作提出的时间并不

长，但已经迈出实质性步伐，有良好开端。

新电改综合试点扩围加速

9月9日，国家发改委批复了《宁夏电网输配电价改革试点方案》，这是第

二个获得批复的省级输配电价改革试点方案。新电改综合试点扩围进程呈加速

之势。

A06�特别报道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提出

提升传统产业优势 培育发展新动能

8月底，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改委分别召开了北疆、边境、南疆三个

片会，征询对兵团“十三五”规划纲要的意见建议。 兵团党委、副秘书长

刘以雷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腾笼换鸟、 凤凰涅槃” ，向

改革要红利，提升传统产业竞争优势，培育新产业和新商业模式，向农

业、农场、农工要新空间。

坚持市场化法治化方向 推动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

□

本报记者 费杨生 王小伟 �

业内专家认为，无论是教科书理论还

是海内外实践，无论是成熟市场还是新兴

市场，在市场出现恐慌情绪蔓延、流动性

问题凸显的时候，政府“有形之手” 及时

干预是必要的、合理的。 此次股市波动也

暴露了A股市场制度不健全、监管不适应

及市场主体不成熟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

题，根本上要靠深化改革，健全法制，完善

监管，坚持市场化、法治化方向，推动资本

市场稳定健康发展。

市场失灵时进行干预是国际惯例

近几个月来，我国股市出现了异常波

动，经历了快速上涨和下跌。 在市场出现

千股跌停、千股停牌、股指期货全线跌停

等罕见状态， 陷入流动性危机之际，“有

形之手” 及时干预是必要的、合理的，也

是符合国际惯例的。

世界银行行长金墉在谈及中国稳定

股市时曾表示，必须注意，这是一个相对

年轻的股票市场。世界各地股市发生各种

状况，政府都会采取措施降低国内股市波

动程度。

资料显示， 无论是1987年股灾还是

2008年次贷危机， 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

这些代表政府力量的机构都积极参与进

来，不管是喊话提振市场信心，还是动用

真金白银进行流动性支持， 都做得比较

彻底、有力度。 在次贷危机救助中，美国

采取了限制金融股的做空行为， 美联储

直接收购有毒资产， 将金融机构国有化

等措施。

专家解释， 之所以形成这种国际惯

例，主要是因为金融市场的风险具有很强

的传染性，救市出手须果断、及时。如果市

场融资和交易功能弱化，进一步恶化到金

融机构倒闭或遭遇挤兑时再出手挽救，那

么政府支付的成本、市场遭受的损失很可

能会指数级放大，有可能演变一场系统性

金融风险。

市场人士认为， 前期股市快速回落

甚至出现恐慌性下跌， 杠杆融资在助涨

后加速助跌， 部分金融产品触及止损线

强制平仓，现货、期货市场交互下跌，市

场流动性风险和金融系统性风险凸显。

面对这种局面，果断采取多种措施，维护

股市稳定，是非常必要的，避免了可能发

生的系统性风险。

实际上，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离

不开“看不见的手” 和“看得见的手” 的

协调统一。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

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 明确提

出， 资本市场改革发展要处理好市场与

政府的关系。 尊重市场规律，依据市场

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

大化和效率最优化，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

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

用，履行好政府监管职能，实施科学监

管、适度监管，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

境，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有效维护市

场秩序。

坚持市场化法治化方向

“有形之手”干预并不是要代替或削

弱“无形之手” ，未来资本市场发展仍将

坚持市场化、法治化方向，更好地发挥市

场、法治力量的作用。 此次股市异常波动

暴露出的问题， 从根本上要靠深化改革、

健全法制、完善监管来解决。

证监会有关负责人在答新华社记者问

时说，要有序推进市场改革开放，坚持市场

化、法治化取向，积极稳妥实施股票发行注

册制改革，着力促进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加

快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的市场化改革， 规范

大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股份转售制度， 推进

上市公司股份回购制度建设， 认真落实上

市公司分红制度，优化投资者回报机制；弥

补监管漏洞，完善市场管理制度。

近期，有关部门已出台多项政策，完善

市场制度。比如，沪深交易所、中金所正就指

数熔断机制公开征求意见， 拟引入熔断机

制来抑制股市非理性波动；（下转A02版）

A05�基金/机构

海外基金看多A股

A股市场持续大幅震荡引发海外投资者的关注，中国股市、中国主

题ETF基金和人民币汇率等成为美国投资者观察全球金融市场的重要

指标之一。 一些海外基金经理和分析师对A股坚定看好，认为大跌反而

带来了难得的建仓机会。

A07�公司新闻

重庆钢铁

拟募资近50亿元投高端板材项目

重庆钢铁9月9日晚公布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 公司拟以3.86

元/股的价格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12.85亿股， 募集资金总额不

超过49.62亿元 ， 将用于重钢-POSCO冷轧板材项目与重钢

-POSCO镀锌板材项目，并偿还银行贷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