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开市场操作“天天见”

资金面安稳跨节几无忧

28日，央行发布公告称，将在春节前后临时增加公开市场操作场次，增加

公开市场操作和SLO质押品，并扩大SLO参与机构范围。 市场人士认为，央行

维护流动性合理充裕的态度明确。

地方两会齐吹国企改革号角

去产能料掀兼并重组高潮

□

本报记者 刘丽靓

截至目前，除安徽外，其他省区市

均已召开两会。从各地公布的政府工作

报告来看，国企改革和去产能成为今年

工作的重点之一，重组、混合所有制改

革、资产证券化成为重要措施。 业内人

士认为，股权多元化改革和清理“僵尸

企业” 将是国企改革两大关键点，未来

产能过剩行业兼并重组将迎来高潮，地

方国企资产证券化也有望提速。

积极推进国企改革

各省区市政府工作报告对国企改

革作出的部署显示，国企改革呈现东部

地区领衔、中西部地区发力、东北地区

进一步加快的局面。

在东部省份中，上海市市长杨雄在

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推动一批国有

企业开放性、市场化重组，推进一批国

企集团整体上市或核心资产上市，基本

完成符合条件的国企集团公司制改革，

推动国有资本向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

服务业、先进制造业、基础设施、民生保

障等领域集中。鼓励民营企业依法进入

更多领域，引入非国有资本参与国有企

业改革。

广东省提出，分类推进国有企业改

革， 规范有序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加

快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组组建试

点，推动国有企业改制上市，支持开展

资本运营。

山东省省长郭树清提出， 支持各类

企业规范改制，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健全

财务制度，实现更多企业挂牌上市。深化

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 开展首批

58户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

在中西部省份中， 江西省提出，以

搞活增效为重点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推

进市场化战略重组， 着力抓好江铜集

团、省旅游集团、江西国际公司和省招

标咨询集团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试

点；积极推进钨和稀有金属产业重组整

合。 深化江西报业集团改革，组建省文

艺演艺发展集团、省广电传媒集团。

湖南省提出，放宽市场准入，鼓励

社会资本参与国企改革重组和公共领

域建设，推进省属监管国有资本布局调

整与国有企业重组整合。

青海省提出， 发展混合所有制企

业，促进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

产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 以管资本为

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加快推进法人治

理结构、职业经理人选聘、国有资产证

劵化等改革。支持民营企业参与国企重

组整合，同等享受结构性改革的各项税

费减免政策，加大对民营企业家财产权

和创新收益的保护力度。

在东部省份中，辽宁省提出，推进

国企(集团)整体上市，推进员工持股计

划；组建省水资源管理集团、省城乡建

设集团等一批企业集团， 资不抵债、扭

亏无望、员工较多的企业兼并重组。

吉林省提出，实行国有企业功能界

定分类、布局和结构调整，完善配套政

策，先在农业、林业、旅游等领域组建国

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

黑龙江省提出，大力发展混合所有

制经济，推动省内大型国有企业和科研

院所对接《中国制造2025》细分的23

个行业， 确定在17个技术优势行业靠

混合所有制改革、与资本市场对接等措

施，加快发展。 农垦、森工、国有林场改

革要与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林下经济

紧密结合，大力引入战略投资者、借助

资本市场，加快相关产业集团发展。 探

索林业资源资产证券化和碳汇交易有

效路径。

部署去产能

今年各省份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结

构调整、去产能成为重点之一。 多个省

份将处理“僵尸企业” 作为今年的重要

任务并明确了具体目标。

河北省提出，培育100家“两化”

融合重点企业，加快唐山国丰、冀南钢

铁重组搬迁等项目进度。 把处置“僵尸

企业” 作为化解过剩产能的 “牛鼻

子” ，通过兼并重组、债务重组乃至破

产清算，实现市场出清。 年内压减炼铁

产能1000万吨、炼钢800万吨、水泥150

万吨、平板玻璃600万重量箱。

山西省提出，今年要推动煤炭行业

脱困转型， 大力推动传统产业升级改

造，多措并举化解煤炭过剩产能，具体

可归纳为“五个一批” ，即按照国家政

策要求依法淘汰关闭一批、推动行业重

组整合一批、减量置换退出一批、依规

核减一批、搁置延缓一批，严控增量，主

动减量，优化存量。推动煤电联营、煤电

铝联营、煤化联营、煤焦钢联营，促进煤

炭清洁高效利用。积极争取国家政策支

持，加快煤炭行业脱困转型步伐。 （下

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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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4.0驰援农业供给侧改革

险企试水黑龙江农产品交易

某险企联合农业龙头企业、电商领域专家，拟在农业大省黑龙江发

起设立商品交易中心，立足当地，放眼全国，针对不同特性的大宗农产品

设计金融支持运作方案，尝试通过“保险+产业基金” 等形式实现政策

落地，同时牵住了农业产业的“牛鼻子” ，有效解决产业竞争力不足和持

续发展问题。

明日《金牛理财周刊》导读

险资“熬”底 权益类仓位已很低

“公司2015年底工作会特别强调2016年股市宽幅震荡、黑天鹅事

件可能带来的投资风险，股票仓位将保持在较低水平的区间浮动。 ” 任

职某大型保险公司投资管理部门的人士称，“尽管有此预判， 但近期股

市连续下跌过于激烈，我们暂时没有加仓抄底计划。机会是跌出来的，但

磨底会是一个漫长过程。 ”

李克强：无意通过货币贬值推动出口

人民币汇率对一篮子货币保持了基本稳定，也不存在持续贬值的基础

□

新华社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8日上午应约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通电话，就

世界和中国经济金融形势等问题深入交

换意见。

李克强表示，当前，处于深度调整

中的世界经济形势仍然错综复杂，复苏

动力不足，不确定因素增多。 推动增长、

调整结构、 加强合作已成为国际共识。

中国经济同世界经济深度融合。 在世界

经济和贸易增速放缓、国际金融市场波

动加剧的背景下， 去年中国经济保持

6.9%的中高速增长，实现比较充分的就

业，居民收入和储蓄增长均高于经济增

速，环境持续得到改善，这些是来之不

易的。

李克强指出，中国的发展关键要靠改

革。 面对国际经济下行压力，以及国内的

深层次矛盾，我们既坚定信心，又正视困

难，将综合施策，运用好中国经济的巨大

潜力、韧性和回旋余地。 在适度扩大总需

求的同时，着力加强结构性改革，尤其是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

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深入推进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把

亿万民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调动起来，使

新的发展动能不断壮大，传统动能得到改

造和提升。我们有能力保持中国经济持续

平稳发展。

在谈到人民币汇率问题时，李克强强

调， 中国政府无意通过货币贬值推动出

口，更不会打贸易战。事实上，人民币汇率

对一篮子货币保持了基本稳定，也不存在

持续贬值的基础。 我们将坚持自主性、渐

进性、可控性原则，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

形成机制改革，加强同市场沟通，保持人

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李克强赞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多年来为

促进全球增长、维护金融稳定所作积极努

力，表示中国政府愿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等国际机构就经济发展和宏观政策等加

强沟通，与各国和有关各方一道，为世界

经济复苏和增长释放积极信号，提振市场

信心。

拉加德表示，相信中国政府通过实施

有力的宏观政策、推进结构性改革、保持

汇率政策稳定、加强同市场沟通等有效措

施，能够保持中国经济稳定增长。 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愿继续同中方加强沟通与合

作，共同向市场传递改革的决心和增长的

信心。

1075家上市公司年报业绩预喜

两市已有1651家上市公司公布2015年业绩预告，100家公司公布业绩快

报，14家公司公布年报。 业绩预告方面，除27家不确定之外，预喜公司（包括续

盈）共1075家，占比达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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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力度加大 地方债投资主体待扩容

财政部日前就2016年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发布通知称， 鼓励地方财

政部门在合法合规、风险可控的前提下，研究探索面向社会保险基金、住

房公积金、企业年金、职业年金、保险公司等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发

行地方债。

休刊启事

根据国家有关201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和沪深交易所

春节期间休市安排， 本报从2016年2月7日起休刊，15日恢复正常

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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