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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募拼排名“狠劲要收一收”

每到年底， 硝烟四起的公募基金争夺排名战都是资本市场的一大

“盛景” 。为了年终奖和荣耀，“抬轿” 、“砸盘”等手法层出不穷。但今年

底，公募基金出乎意料地低调、平静。 一位基金经理说：“近期的监管风

暴几乎使所有人都谨慎起来，过去拼排名的狠劲要收一收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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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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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出席APEC第二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尽早建成亚太自贸区 推进互联互通蓝图

□

新华社电

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三次领导人非

正式会议19日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 国

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并发表题为 《深化伙

伴关系 共促亚太繁荣》 的重要讲话，强

调亚太是拉动世界经济的火车头。我们应

该立足当前、面向未来，运用亚太经合组

织这一重要平台，推进合作共赢，让亚太

继续引领全球增长。

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同其他与会领导

人依次抵达， 受到菲律宾总统阿基诺的

迎接。

当地时间上午10时30分，会议开始。

阿基诺主持。本次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

正式会议主题为“打造包容性经济，建设

更美好世界” 。 与会各经济体领导人围绕

“加强经济融合促进包容性增长”等议题

展开讨论。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去年11月，我

们齐聚北京，共同描绘亚太发展蓝图。 时

隔一年，我们再次聚首，目标仍然是深化

亚太合作，推动亚太共同发展。

习近平强调，我们要着眼长远，完善

亚太中长期合作战略架构。亚太合作要谋

划大手笔、塑造大格局。 要保持合作的战

略性、前瞻性、进取性，确定重点领域的目

标、举措、时间表。 我们要改革创新，为亚

太经济寻找新的增长动力。要推进发展方

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加快创新步伐。要

扩大和深化在城镇化、互联网经济、蓝色

经济等具有巨大潜力领域的合作，打造新

的经济增长点。 我们要推进一体化，打造

开放型亚太经济。要尽早建成亚太自由贸

易区。 各方在推进区域贸易协定进程中，

要保持开放包容，谋求合作共赢，维护多

边贸易体制。要继续为结束多哈回合谈判

提供强有力指导，推动世界贸易组织第十

届部长级会议达成平衡、有意义、符合发

展内涵的成果。 我们要采取行动，把共识

转化为成果。 要大力推进互联互通蓝图，

解决亚太发展的瓶颈性问题。中国及有关

国家正在加紧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

行。中方倡议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正在稳步推进。中方愿继续

为加强亚太经合组织能力建设作出贡献。

习近平最后强调，中国将深化同亚太

国家的互利合作和互联互通，维护和平稳

定的发展环境。 中国已经提出了 “十三

五” 规划建议，将大力推进创新发展、协

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

中国有决心、有信心、有能力推动经济持

续健康发展，为亚太创造更多机遇、带来

更多福祉。

当天下午，会议继续进行。 习近平就

促进普惠包容发展发表讲话。 习近平指

出，亚太经合组织要引领亚太普惠包容发

展之路。 要坚持公平、开放、全面、创新发

展大方向， 重点帮助发展中成员培训人

才，加大对各项民生事业投入。 要优先解

决好生存问题， 积极应对贫困的挑战，使

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和互联互通建

设惠及贫困人口。 要提高发展质量和效

益，自觉推动绿色循环低碳发展。 中方期

待在下个月气候变化巴黎大会期间，同其

他国家一道努力，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原则、公平原则、各自能力原则指导下，达

成富有雄心的成果。（下转A02版）

吴晓灵建议加快推进证券法修订

推出注册制 推动证券行业创新发展

□

本报记者 倪铭娅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财经委副主任

委员吴晓灵19日在“《财经》年会2016：

预测与战略” 上表示，从宏观上看，本次

股市异动反映了对转型改革的过高预期

与短期经济表现未达预期的矛盾；从制度

上看，股市异常波动反映了资本市场基本

制度的缺陷和监管制度的缺陷。

吴晓灵从六方面进行具体分析。一是

杠杆交易的过度、 无序以及监管不完善，

放大了资金市的缺陷。A股融资余额占全

市场的比重曾高达3%，加上场外配资，高

达7.5%至9%，远远超过纽交所2000年以

来的峰值2.65%和中国台湾股市当前的

1.1%。 对于涉及资本市场的交易行为，不

能实行统一监管， 既不利于监测市场风

险，处置风险时也难以有恰当的方法。

二是多空机制不均衡，失去了市场自

我平衡的能力，造成单边上扬局面，急涨

之后必有暴跌。中国股市交易制度的设计

鼓励做多，抑制做空，融资容易而融券难。

融券规模占融资融券余额的比例不足

1%，而在国外市场，融券规模起码占30%

以上。 这样一个单边机制造成市场容易

涨，但急涨之后必然有急跌。 股指期货没

有很好地发挥风险管理的功能，投资者难

以有效对冲现货市场未来的价格波动风

险。在股票市场上，股价波动是常态，如果

有多空制约机制，就会减少剧烈的上涨和

下跌，减小波动幅度。

三是股市缺乏有效的熔断机制。目前

的涨跌停板制度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市场

出清，在对冲工具有限的情况下，造成股

票大面积停牌，流动性丧失。

四是新股发行制度的缺陷，造成打新

资金乐此不疲，此前全额冻结资金的制度

对股市交易产生短期冲击。

五是投资者结构不合理，散户化倾向

严重，追涨杀跌。 股市缺少有效的现金分

红机制，导致过度的投机行为。同时，上市

公司治理和行为规范不完善，造成市场交

易行为扭曲。

六是在这一轮股市波动中，媒体言论

助推牛市思维，媒体未在舆论监督和市场

净化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吴晓灵建议，应该在总结本次股市波

动经验教训的基础上， 加快推进 《证券

法》修订。 推出注册制，完善股票发行各

相关方责任，明确上市公司、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各自的责任，以投资者人数

的多少、投资者适当性原则决定信息披露

的要求，区分不同层次的市场。 推动证券

行业创新发展，对证券经营活动实行牌照

式管理，以适合综合经营的趋势。 （下转

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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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下调分支行常备借贷便利利率

央行19日宣布，20日下调分支行常备借贷便利（SLF）利率。 对符

合宏观审慎要求的地方法人金融机构， 隔夜、7天的常备借贷便利利率

分别调整为2.75%、3.25%。

互联网金融鏖战正酣

新兴互联网金融机构与传统银行之间日趋激烈的竞合渐渐浮出水面。如何

在已有的市场格局中守住自己的份额， 在未来的市场里获取更大的商业利益，

各类机构纷纷谋划布局。

逆回购温和放量 资金面宽松料延续

在此前连续7次保持100亿元的地量逆回购操作后， 央行19日温和放大了

单日操作规模，从而实现近6周以来的首次单周资金净投放。 分析人士指出，短

期内市场对货币宽裕环境的信心料继续趋于平稳。

A08�公司新闻

两家公司获国开发展基金投资

新疆众和、美克家具发布公告称，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将向这两

家公司分别投资4900万元和2200万元，以推进相关项目的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