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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中国国新董事长

周渝波接受中国证券报记

者专访。

本报记者 车亮 摄

下图：中国国新办公楼

外景。

图片来源：中国国新

7000多亿元国资基金“掌门人”首次系统披露实战思路

中国国新 “新央企”探路国资“大运营”

□

本报记者 徐寿松 费杨生 刘丽靓

这是一家“新央企” ，年方八岁有余，资产

规模不足4000亿元，排名央企榜单中游，但在

“无先例可循” 下趟出了一条跨越式发展之

路，小荷才露尖尖角。

这是一家“另类央企” ，有别于产业集团、

投资公司，试点资本运营三年多来，布局7000

多亿元的系列基金，打造“5+1” 业务板块，聚

焦“以虚活实”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这是一家“有志央企” ，对标国际一流，打

造差异化竞争优势，防风险补短板，力争2021

年底公司利润总额超过130亿元， 年均复合增

长率达20％。 志之所趋，无远弗届。

它， 就是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业

内称之为中国国新。 近日，履新一周年的中国

国新董事长周渝波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

系统阐述了中国国新在国资运营方面的探索、

实践和愿景。

“站在新一轮国企改革的关键时点， 中国

国新正向着打造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流

的综合性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目标前行。”周渝

波表示，在追求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中国国新将

做到“五个守住” ：守住“资本+人才+技术”轻

资产运营模式、守住财务性投资为主、守住国新

投资生态圈、守住产业链高端、守住培育新的增

长点，以此把握好公司投资方向和节奏。

守护初心

“五个守住”探路“管资本”新路径

“首批挂牌上市的25家科创板企业，中国

国新投资了其中的中国通号、容百科技、澜起

科技3家， 后续还有10多个中国国新投资的项

目将登陆科创板，总投资规模超过60亿元。 ”

周渝波说，中国国新累计投资战略性新兴产业

项目100多个、金额1900多亿元，实现了对战

略新兴产业9个子领域的全覆盖。

“我们的投资主要是以财务性投资为

主。” 周渝波强调，这是中国国新作为国有资本

运营公司试点企业的功能定位所决定的。

2010年成立之初， 中国国新的定位是配

合国资委优化央企布局结构、 专门从事国有

资产经营与管理的企业化操作平台， 主要在

央企范围内从事企业重组和资产整合。（下转

A02版）

龙头公司发挥“头雁效应”

半年报折射5G产业链蓄势待发

□

本报记者 昝秀丽

上市公司2019年半年报进入密集披露期。

从行业看，通信行业业绩涨幅居前。截至8月25

日中国证券报记者发稿， 在通信行业105家上

市公司中，共有46家公布半年报。 从这些公司

的情况看，5G产业链上市公司业绩表现抢眼，

行业蓄势待发。

龙头公司保持强劲增长

截至8月25日中国证券报记者发稿， 沪深

两市已有1667家上市公司披露2019年半年

报。 其中，1042家公司净利润同比增长， 占比

62.5%。按申万行业分类，在目前已披露半年报

公司中，农林牧渔、非银金融、机械设备、通信

等行业板块业绩增长强势。

Wind数据显示，上半年，农林牧渔行业实

现净利润76.16亿元，同比增长166.42%，位居行

业业绩增幅首位。 非银金融行业实现净利润

1783.99亿元，同比增长73.02%。 机械设备行业

实现净利润108.87亿元，同比增长55.07%。通信

行业实现净利润67.2亿元，同比增长39.5%。 此

外，房地产、交通运输、电气设备、食品饮料、公

用事业等行业净利润同比增速均超过两位数。

随着5G商业化时代渐行渐近， 通信行业

表现备受关注。 5G龙头公司仍保持强劲增长

态势，引领市场整体向好。

混改创新，5G投资节奏有望加快，5G龙头

中国联通半年报表现突出。在2017年引入腾讯

信达、百度鹏寰、京东三弘、阿里创投、苏宁云

商等战略投资者后，增长势头强劲的创新业务

成为稳定中国联通收入的主要驱动力。中国联

通半年报显示，上半年，（下转A02版）

聚焦四大重点 资本市场改革总体方案基本成型

□

本报记者 徐昭 昝秀丽

8月25日， 中国证监会有关负责人召开会

议，研讨细化资本市场改革总体方案。 改革主

要聚焦市场化、法治化、提高监管效能、对外开

放四方面重点。 目前，资本市场改革总体方案

已经基本成型，A股市场即将在一系列基础制

度改革、法治保障、上市公司质量、长期资金入

市等方面迎来一连串重磅利好。

证监会有关负责人表示，当前我国资本市

场应对外部冲击的韧性明显增强，“我们将保

持定力，加大改革力度，激发市场活力，促进资

本市场长期稳定健康发展。 ”

将迎多方面实质性突破

证监会党委书记、主席易会满高度重视改

革工作，今年3月下旬，证监会即成立全面深化

资本市场改革领导小组，并制定了相应工作机

制， 确定了11个方面的重点改革课题开展研

究。 目前，证监会党委已经召开十多次专题会

议，逐项研究具体改革举措，资本市场改革总

体方案基本成型。

这次改革将着力推动多领域取得实质性突

破，包括充分发挥科创板的试验田作用，逐步推

广科创板行之有效的制度安排，系统推进发行、

上市、交易、信息披露等基础制度改革；深化创

业板改革，加快新三板改革，完善多层次市场体

系；制定并实施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行动计划，优

化上市公司发展生态， 用3到5年的时间使上市

公司整体面貌得到改观； 从资金来源、 业绩考

核、投资渠道、监管安排等方面入手，为更多中

长期资金入市提供机制支持； 大幅提高欺诈发

行、上市公司虚假披露信息等行为的违法成本，

坚决打击说假话、做假账的违法违规行为。

此外，在压实中介机构责任、加强投资者

保护、扩大资本市场双向开放等方面，一系列

务实举措也将推出。

聚焦四方面重点

改革总思路紧紧围绕“打造一个规范、透

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 ，以设立

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为突破口，优化资本市场

供给，推进关键制度创新，以实际举措落实金

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方案包括四方面主要特点：一是实行更加

市场化的制度安排，尊重市场规律，充分发挥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真正把选择

权交给市场； 二是加强资本市场法治保障，增

加法治供给，加大处罚力度，让违法违规者付

出沉重的代价；三是加快职能转变，提高监管

效能；四是学习国际最佳实践，加快资本市场

高水平对外开放，以开放促改革。

分析人士认为， 四方面主要特点即为改

革重点。 今年以来，一系列聚焦市场化、法治

化、提高监管效能、对外开放的措施办法接连

落地。

中原证券研究所所长王博表示， 一是监管

层今年以来实行更加市场化的制度安排， 科创

板注册制试点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更为重要的

是这些经验将会在创业板乃至整个A股市场推

广，意义深远。 二是增加法治供给，加大处罚力

度。今年以来，证监会稽查执法工作以及所通报

案件呈现出“罚没金额较大， 顶格处罚较多”

“内幕交易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案件较多” 等

特点。 三是加快职能转变，提高监管效能，尤其

体现在服务导向和“过程”把关上。四是学习国

际经验，加快资本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

川财证券研究所所长陈雳表示，有活力且

高效的金融市场需要三个方面支持： 一是公

平、公开、公正的政策保障；二是法治保障；三

是积极引导和扶持优质企业。 （下转A02版）

A02�财经要闻

10月8日起新发放

个人房贷利率根据LPR调整

中国人民银行8月25日发布公告称，自

10月8日起， 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

率以最近一个月相应期限的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LPR）为定价基准加点形成。 业内人

士表示， 本次新规对房地产市场影响较小，

只有一小部分地区实际住房按揭贷款利率

可能略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