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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局研究制定“十三五”规划重大问题

十八届五中全会26日至29日在北京召开

据新华社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10月12日召开会议，研究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重大问题，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日至29日在北京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建议稿提请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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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狂热债市高杠杆“走钢丝”

债市炒作已经进入狂热状态， 公司债票面利率一路下行却仍引来一片哄

抢，银行理财资金也以高杠杆配资形式转战债市。然而，基金经理们也只能被资

金推着走，在息差不断收窄的情况下，通过多次质押放大杠杆的方式做高收益。

双重杠杆下的债市正处于风口浪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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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10月12日召开会议，研究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重大问题，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

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日至29日在北京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

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建议稿提请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

政治局研究制定“十三五”规划重大问题

十八届五中全会26日至29日在北京召开

沪综指盘中突破3300点

□

本报记者 徐伟平

国庆节后，A股市场一扫此前 “阴霾” ，开

启了一轮强势反弹。 本周一， 市场更是量价齐

升，收出百点中阳。 整个9月份，股指在3000点

-3200点区域震荡整理了一个月， 后市如果增

量资金继续入场，指数有望延续反弹，就此打破

盘局。

沪综指昨日小幅高开后，震荡上扬，伴随着

成交额放大， 指数一路走高， 最高上探至

3318.71点，此后维持高位震荡，尾盘略有回落，

报收于3287.66点，上涨104.51点。与沪市相比，

深市主要指数表现更为抢眼， 深成指上涨

4.00%，报收于10961.36点，距离11000点关口

只有一步之遥。 中小板指数上涨4.13%，报收于

7428.18点。 创业板指数上涨4.52%， 报收于

2316.78点。 值得注意的是，沪深两市成交额达

9252.45亿元，逼近万亿关口，较此前显著放量。

行业方面， 截至收盘，28个申万一级行业

指数全线飘红。 其中，申万计算机、化工和有色

金属指数涨幅居前， 分别上涨4.72%、4.62%和

4.46%；申万银行、综合和食品饮料指数涨幅相

对较小，分别上涨1.75%、2.22%和2.29%。

概念方面，题材热点全面爆发，智慧农业、

无人机和3D打印指数涨幅居前， 分别上涨

7.18%、6.98%和6.74%。与之相比，二胎政策、美

丽中国和赛马指数涨幅相对较小， 分别上涨

1.82%、1.95%和2.25%。

分析人士指出，海外市场方面，疲软数据致

美联储加息预期减弱， 弱美元有助于稳定人民

币汇率预期，全球风险资产价格强劲反弹。国内

市场方面， 清理场外配资对市场冲击实际已经

逐步消除。 利空逐渐出尽后，市场也迎来转机，

而沪深两市大盘在经过一个多月的缩量盘整

后，做空筹码相对衰竭，短期增量资金如果持续

入场，市场有望打破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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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增长发力 基建投资加速可期

□

本报记者 刘丽靓

随着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促投资稳

增长再度加码。 今年以来，发改委共批复66

个基建项目，总投资额达1.44万亿元。 9月份

以来，发改委密集批复25个基建项目，占今

年以来批复项目总数近40%，呈加速趋势。业

内人士认为， 随着三季度以来财政政策持续

发力，基建投资有抬升势头，在外围环境基本

稳定的情况下， 四季度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很

可能企稳反弹， 预计短期经济增速在四季度

小幅企稳。

基建投资批复加速

9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为

49.8%，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 统计局称，

随着基础设施建设的加快， 土木工程建筑业

实现了较快增长，商务活动指数环比上升。 9

月建筑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64.7%， 比上

月上升0.9个百分点。可见基建投资仍是稳增

长的重要支撑。

9月以来，促投资稳增长再发力。 据中国

证券报记者统计，9月以来，发改委密集批复

25个基建项目， 总投资额达8863.63亿元，创

月度新高。 其中，有3个城市轨道交通项目、

13个公路项目和8个铁路项目。 今年以来，发

改委共批复66个基建项目， 总投资额达1.44

万亿。

国家发展改革委基础产业司巡视员李国

勇此前表示，“十二五” 时期，我国交通运输

业完成投资预计达13万亿元，是“十一五”

时期的1.6倍。 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铁路营

运里程达12万公里，仅次于美国；高速铁路

里程1.9万公里， 超过其他国家高铁里程之

和；公路通车里程456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

12万公里， 居世界第一； 内河航道12.6万公

里，其中高等级航道1.3万公里；输油管线里

程12万公里；沿海港口万吨级以上泊位2200

多个， 吞吐能力世界第一； 民用机场200多

个，京沪广机场的旅客吞吐量位居世界前列；

城市轨道交通营运里程3000多公里， 北京、

上海的营运里程位居世界第一、第二。

6月，在已有的基础之上，国务院常务会

议又增加了新兴产业、现代物流、增强制造业

核心竞争力、城市轨道交通等四个新工程包。

申万宏源分析师指出， 此次投资方向更

加多元化且更加关注中长期产业结构调整。

目前铁路、 高速公路等直接投资项目仍是亮

点， 此类项目不仅短期是政府稳增长直接手

段，中期增长空间仍在；中长期来看，地下综

合管廊建设、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城市停车设

施建设、民生工程、社会保障工程等项目受政

策红利持续催化，为中长期基建加码。

“相比消费拉动， 政府拉动基建投资更

为直接、见效更快。 9月以来，基建项目批复

加速，稳增长基建投资进入快车道。 ”该分析

师认为，今年基建投资增速维持在19%左右，

明显高于制造业的8.9%和房地产的4.7%，起

到维稳及托底作用。 近期中央将稳增长提到

了更高高度，9月以来基建项目批复加速，新

一轮稳增长有望开启。据测算，四季度基建增

速有望达到31%以上。

多部委开渠引水

基建发力，多部委着力在资金来源上开渠

引水。 通过推广PPP模式，加大中央、地方财政

预算内支出， 设立专项建设金融债及产业基

金，直接注入项目资本金，叠加地方政府债务

置换缓解地方财政压力的配合， 支持看得准、

有回报、不新增过剩产能的重点领域建设。

继去年底财政部公布首批PPP项目后，9

月29日财政部公布第二批PPP示范项目，共

计206个项目涉及总投资金额6589亿元。 至

此， 财政部两批共公布逾230个PPP示范项

目，投资总额近8400亿元。 9月30日财政部联

合建设银行、农业银行等10家机构共同发起

设立中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融资

支持基金，总规模1800亿元。 同时，发改委已

建立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库，首

批向社会发布和推介的项目1043个，总投资

近2万亿元。

据悉，近三个月中国铁建、上海建工、葛

洲坝、 龙元建设等公司逐渐有PPP项目开始

落地，不断显示积极信号。 上海建工、绿地集

团与建信共同成立规模为240亿元的PPP产

业基金，布局轨道交通建设PPP项目。

北京大岳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金永祥表

示，随着PPP政策逐步落实，目前一些观望的

地方正在行动起来，PPP将成为一场大规模

的投资行动。

不仅如此，积极财政政策也持续加码。国

开行、 农发行向邮储银行定向发行专项建设

债券1.2万亿元，目前3000亿元基金已投放到

位。同时，今年地方政府置换债券发行规模已

达3.2万亿元。 此外，9月14日，国务院下发关

于调整和完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制度

的通知。 对房地产开发、城投、基建等行业固

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进行下调。 财政部还

将固定资产加速折旧范围扩展至汽车等四行

业，通过减轻前期税负，让企业当期能有更宽

松的现金用于投资。 发改委首批通过发行债

券筹集资金设立的专项建设基金已投放到

位，通过给建设项目直接注入资本金，支持重

点领域建设， 第二批专项预计9月底前实现

投放。

招商证券认为， 专项建设基金可能是未

来几年投资需求扩张的重要途径， 预计未来

三年专项基金累计规模可能远超1万亿元，

若未来三年累计成立专项基金3万亿-4万亿

元，用以补充有关项目资本金，将增加10万

亿-15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 考虑到专项基

金只能在项目中占少数股权， 实际带动的相

关领域投资可能扩大三倍以上， 即撬动相关

领域投资30万亿-50万亿。 在专项基金持续

发力的情况下，基建投资加速可期，而基建投

资的加速将有助于建材，钢铁，机械制造等产

业链阶段性企稳， 也会对相关专项基金支持

的主要投向领域（污水垃圾处理、水污染治

理、管廊建设、供排水、供热、宽带和网络建设

等）带来新的市场机会。（下转A02版）

人民币汇率趋稳有利流动性稳中向好

近期内地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和即期汇率连续走强，离岸汇率与在岸

汇率价差基本抹平。分析人士指出，近期人民币汇率贬值预期明显减弱，预示资

金外流放缓，有助于本币流动性保持适度充裕格局。

场外资金觊觎反弹

机构唱多A股后市

增量资金入市

反弹持续性待考

宏观数据

或左右期指短线走向

9月投资者信心指数

大幅增长

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公司12日发

布的调查结果显示，9月份中国证券市场投

资者信心指数较上月出现较大幅度增长，达

到51.3，投资者信心偏向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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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顿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瑞典皇家科学院12日宣布，将2015年

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经济学家安格斯·迪

顿，以表彰他对消费、贫困和福利的分析和

贡献。 资料显示，迪顿于1945年10月19日

出生于英国爱丁堡，是一位微观经济学家。

除了在微观经济层面对家庭行为进行分析

外，迪顿的研究领域还包括：测定全球贫困、

卫生经济学和经济发展等。

A07�公司新闻

私有化从未间断

中概股借壳回归潮起

巨人网络借壳世纪游轮将是大概率事

件。 这是继分众传媒宣布借壳七喜控股之

后，又一起中概股“借壳” 回归预案。 两公

司的借壳进展情况， 对正在私有化的20多

家中概股公司将具借鉴意义。 上周，全球股

市回暖，中概股股价普遍回升，但多数公司

二级市场价格仍低于计划私有化提出的要

约价格。 在A股市场不确定性的当下，中概

股回归浪潮将涌向何方？

A02�财经要闻

天然气调价政策

有望10月底发布

记者从多方了解到，最新的天然气调价

政策预计于10月底发布，最快或于11月1日

执行。此次各省天然气非居民门站价格幅度

将不一， 将根据目前各省的门站价分别调

整。 接近政策制定人士透露，此次各省门站

价格下调幅度为20%-30%， 目前门站价

格较低的省份下调价格较小，反之较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