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资本市场大有可为

国企改革料成A股新引擎

业内人士认为，随着总体方案的出台，国企改革的目标、步骤、方向、重点将

明朗化，国企改革由设计图转为施工图，将对稳增长、转方式、调结构起到强有

力的推动作用，预计“国企改革红利”会成为A股长期的动力来源。

银行股护盘 沪指险守3100点

□本报记者 徐伟平

在连续小幅上涨后， 沪深两市大盘

14日震荡回落， 中小板和创业板成为下

跌重灾区。虽然午后银行股一度强势崛起

护盘，但其他行业板块并未跟涨，市场整

体回落。

上证综指收报 3114.80点， 下跌

85.44点，跌幅为2.67%。 深市主要指数

的 回 调 幅 度 更 大 ， 深 证 成 指 收 报

9778.23点， 下跌 685.46点， 跌幅为

6.55%； 中小板指数下跌7.21%， 收报

6583.04点； 创业板指数下跌7.49%，收

报1906.21点。

沪深两市个股普跌， 仅百余只交易

品种上涨。 不计算ST个股和未股改股，

两市17只个股涨停， 跌停个股则超过

1400只。

中小板当日交易的616只股票，有

603只收盘报跌，其中457只股票跌停，最

弱的威创股份已连续五个跌停

创业板当日交易的395只股票，有

390只收盘报跌， 其中341只以10％的跌

幅跌停， 最弱的合康变频已连续五个跌

停。 当日收盘报升的5只股票由佐力药业

领先，达到10%的涨停幅度。

行业方面，28个申万一级行业指数

仅银行板块上涨2.58%，其余行业板块均

下跌。 申万食品饮料、建筑装饰和非银金

融指数跌幅相对较小， 分别下跌2.37%、

2.86%和3.11%；申万计算机、电子和通信

指数跌幅居前，分别下跌7.61%、7.02%和

6.57%。

概念方面，前期活跃的题材热点全线

回调。 其中，沪股通50、大央企重组和ST

概念跌幅相对较小， 分别下跌1.17%、

2.94%和2.97%；传感器、移动支付和智能

IC卡指数跌幅居前， 分别下跌9.16%、

9.08%和8.95%。

从目前的市场运行情况来看， 市场

再度面临多条均线及套牢盘压力， 在量

能回升及市场形成一致做多意愿以前，

很难有效突破。 不过，市场整体估值水平

已大幅下降，泡沫得到大幅挤压，市场抛

压和做空动能均已度过集中释放期，投

资者不必过度悲观。 近一段时间内，市场

仍将维持震荡筑底格局， 在蓄势震荡中

孕育反弹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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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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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忧负面影响

美联储本周加息概率下降

包括多位美联储高官在内的专业人士担忧，美联储加息可能引发流动性趋

紧，对市场和经济将造成更多负面影响。 业内机构对美联储本周将加息的预期

较稍早前明显降低。

A04A03

积极财政助力稳增长

新一轮政策有望推出

分析人士认为， 未来一段时间财政政策存在较大的可操作空间，新

一轮政策有望尽快推出，包括设立千亿级PPP引导基金、加大降税清费

力度支持小微企业等。 需要注意的是，积极财政政策的继续发力需要与

货币政策相互协调，从而达到经济稳增长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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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活存量 国企重组力度将加大

110多家央企推进国资投资、运营公司试点

□

本报记者 刘丽靓

14日，国新办就《关于深化国有企

业改革的指导意见》 有关情况举行吹

风会，国资委、发改委、财政部、工信部、

人社部等有关部门领导对《意见》进行

解读。《意见》发布后，还将继续出台一

系列配套文件，关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改革也将出台细化文件。国资委副主任

张喜武表示， 当前尤其要做好增量、盘

活存量、主动减量的“三量调整” ，要重

组整合一批国有企业，同时，清理退出

一批国有企业，对“僵尸” 企业、长期亏

损企业和低效无效资产要加大处置力

度，依法合规通过资本市场，以市场公

允价格处置企业资产，实现国有资本形

态转换。 财政部部长助理许宏才表示，

今年国资委、 财政部将会同有关部门，

在中央管理的110多家企业中积极推

进包括直接授权试点在内的国有资本

投资、运营公司试点工作。

推进重组和改制上市

张喜武表示，对于推进国有企业改

革，《意见》的主要考虑是，坚持和完善

基本经济制度、 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

业；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

把国有企业打造成独立市场主体；坚持

以管资本为主、积极放大国有资本功能

作用；增强活力与强化监管相结合。

把国有企业打造成为独立的市场

主体，充分激发和释放企业活力，提高

市场竞争力和发展引领力，是贯穿《意

见》的一条主线，也是深化国有企业改

革的着眼点和落脚点。 具体措施主要

有：一是依法落实企业自主权。 二是推

动企业完善市场化经营机制。 其中，推

进公司制股份制改革，积极引入各类投

资者，实现股权多元化，大力推动国有

企业改制上市。三是促进企业公平参与

竞争。

张喜武表示，当前尤其要在做好增

量、盘活存量、主动减量的“三量调整”

上做文章。 做好增量，就是要创新发展

一批国有企业，优化国有资本重点投资

方向和领域，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企业

优先支持、加快培育，对不符合国家产

业政策和重点产业布局调整要求的不

再新投、增投国有资本。盘活存量，就是

要重组整合一批国有企业，通过加大国

有企业重组力度，使国有资本向关系国

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和国计民生的重

要行业和关键领域、 重点基础设施集

中，向前瞻性战略性产业集中，向具有

核心竞争力的优势企业集中。 主动减

量， 就是要清理退出一批国有企业，对

“僵尸” 企业、长期亏损企业和低效无

效资产要加大处置力度，依法合规通过

证券交易、产权交易等资本市场，以市

场公允价格处置企业资产，实现国有资

本形态转换，变现的国有资本用于更需

要的领域和行业。

分类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发改委副主任连维良表示，发展混

合所有制经济需区分不同类型，要区分

“已经混合” 和“适合混合” 的国有企

业、 区分商业类和公益类国有企业、区

分集团公司和子公司等不同层级。

对于具体 “怎么混” ， 连维良表

示，将鼓励多种方式。 一方面，鼓励非

国有资本通过出资入股、收购股权、认

购可转债、股权置换等多种方式，参与

国有企业改制重组， 参与国有控股上

市公司增资控股， 参与国有企业经营

管理；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国有资本投

资、运营公司的资本运作平台作用，通

过市场化方式， 以公共服务、 高新技

术、 生态环保和战略性产业为重点领

域，对发展潜力大、成长性强的非国有

企业进行股权投资。

连维良表示，引入非国有资本参与

国有企业改革是发展混合所有制的一

个重要切入点，《指导意见》 明确要多

领域、多方式、多途径推进。 多领域，即

市场竞争比较充分的领域，要积极引导

发展，同时，在能源、交通、通信、资源开

发、 公用事业等进入门槛较高的领域，

也要向非国有资本推出符合产业政策、

有利于转型升级的项目。 多方式，包括

参与国有企业改制重组、参与国有控股

上市公司增资扩股、参与国有企业经营

管理。 多途径，即依托证券市场和产权

市场，非国有资本投资主体可以通过出

资入股、收购股权、认购可转债、股权置

换等多种途径参与。非国有资本参与国

有企业改革， 要坚持企业自愿原则，坚

持公开公平公正，切实维护各类股东的

合法权益。

试点国资投资运营公司

许宏才表示，今年国资委、财政部

将会同有关部门，在中央管理的110多

家企业中积极推进包括直接授权试点

在内的国有资本投资、 运营公司试点

工作。

《意见》提出，改组组建国有资本

投资、运营公司，国有资产监管机构授

权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对授权范围

内的国有资本履行出资人职责。许宏才

表示，这样的制度设计，将改变以往国

有资产监管机构直接对所监管企业履

行出资人权利的模式， 由国有资本投

资、运营公司对所授权的国有企业履行

出资人权利，真正形成政府和市场之间

的“界面”和“隔离带” 。国有资产监管

机构的指令将主要通过国有资本投资、

运营公司这一平台，通过规范的法人治

理结构，以“市场化” 的方式往下层层

传导， 规避政府对市场的直接干预，真

正实现政企分开。

《意见》明确，开展政府直接授权

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履行出资人职

责的试点。（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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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5�基金/机构

8月股基份额净值继续下降

资金转移至货基债基步伐减缓

中国基金业协会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在开放式基金中，股票基金

份额为6688.85亿份，环比下降36%；资产净值达7248.05亿元，环比

下降44.09%。混合基金份额为16329.90亿份，环比上升6.09%；资产

净值达17793.21亿元，环比上升2.96%。 货币基金和债券基金的规模

环比继续提升，但增幅收窄。

A06�产业透视

油田环保百亿市场雏形初显

上市公司苦练内功拼抢先机

目前国内油田环保市场处于起步阶段，竞争格局尚未形成。 随着环

保政策进一步趋严，油田环保市场有望达到百亿元规模。 一些油服公司

敏锐地察觉到油田环保市场的潜力，通过定增、收购等方式，夯实技术实

力，在油田环保设备和服务工艺上先行先试，不少已取得良好的试验效

果，未来有望大规模推广应用。

A07�公司新闻

工信部加紧编制

“十三五”工业绿色发展规划

工信部节能司副司长毕俊生14日在第11届环境与发展论坛上透

露，为落实中国制造2025，推动工业绿色发展，工信部将尽快编制出台

“十三五” 工业绿色发展规划以及中国制造“1+X” 方案中绿色制造工

程实施方案。

期指贴水扩大 交割周料平稳

14日，三大期指表现有所分化，但总体仍处于弱势格局。 截至收盘，

主力合约的贴水幅度再度回归高位。 分析人士指出，虽然本周期指将迎

来交割，但由于期指的持仓量处于低位，预计交割周将较为平稳。

A11�衍生品/对冲

仅6.33%场外配资账户以销户方式清理

清理剩余账户对市场不会造成明显冲击 券商股票质押回购业务总体风险可控

□本报记者 倪铭娅

最近， 市场各方对证监会清理违法场

外配资活动的情况较为关注， 担心对市场

产生影响。对此，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邓舸14

日表示，7月12日，证监会发布《关于清理

整顿违法从事证券业务活动的意见》，明确

了对违反证券账户实名制、 未经许可从事

证券业务的活动予以清理整顿的具体意

见。 前期，证监局完成了对证券公司信息系

统外部接入自查情况的核实和现场检查，

并督促其清理涉嫌违规账户。 截至9月11

日，完成清理资金账户3255个，占全部涉嫌

场外配资账户的60.85%；还有2094个账户

尚未清理，持股市值约1876.27亿元。 已清

理账户中， 有76.28%采取取消信息系统外

部接入权限并改用合法交易的方式清理，

仅6.33%采取销户方式清理，还有部分账户

采取产品终止等方式清理。目前，多数场外

配资账户持有人积极配合，主动清理，强行

平仓占比较低。 因此，按照现有方式、节奏

对剩余场外配资账户进行清理， 对市场不

会造成明显冲击。

关于近日有媒体报道证券公司股票

质押回购业务风险较高的问题， 邓舸表

示，证券公司股票质押回购业务总体风险

可控，违约处置金额占比较低。目前，该业

务总体规模约6000亿元， 平均履约保障

比例近300%，总体风险可控。个别客户质

押的股票因价格下跌可能被平仓处置，应

当属于个别事件，涉及金额不大，对市场

影响有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