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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中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
● 今年研究制定房产保有交易税收改革方案
● 拉加德：欧美经济显现复苏迹象

A02 / 财经要闻

问计市场创新路 稳中求进改革风
——
—证监会深入开展领导干部下基层活动
□本报记者 王栋琳 申屠青南
十二
2011年，中国经济掀开“
五”发展新篇章，资本市场踏上新
征程。
火
10月底，郭树清接任素有“
山口”之称的证监会主席一职，开
始掌舵资本市场航船。
四个多月以来， 证监会党委
以“
贴近市场、贴近企业、贴近投
资者”为主题，深入开展了领导干
部下基层活动， 监管层大兴调研
之风，多地走访，问计各方，广开

言路， 共谋资本市场改革发展新
思路。
一线调研增进了证监会和市
场及投资者之间的沟通和信任，
更带来了监管层的启发、 思考和
改革，资本市场新政频出，市场气
象一新。

创先争优
“
三个如何” 统一思想
资本市场二十年，成绩斐然，
任务艰巨。加快资本市场发展，不
仅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客

观需要， 也是深化金融改革和推
动金融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迫切
要求。
与中国经济社会其他领域改
革一样，在经历大刀阔斧、洗削更
革之后， 资本市场改革开始触及
“
深水区”和“
硬骨头”。 多种力量
博弈更加激烈和敏感。 证券期货
监管，究竟路在何方？
去年年底以来， 在证券期货
监管系统深入开展“
创先争优”活
动过程中，证监会党委广开言路，
群策群力，以回答“
三个如何”开

展了证券期货监管系统思想解放
的大讨论。
——
—“
如何以资本市场的科
学发展来促进国民经济的科学
发展”；
—“
如何通过多层次资本
——
三
市场体系服务于中小企业、‘
农’和创新创业活动”；
—“
如何在证券期货监管
——
工作中体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
根本利益”。
随后， 证监会管理层立即展
开密集调研， 探索资本市场改革

发展新路。 从2011年11月底到
2012年2月，三个多月时间里，证
监会党委班子成员密集走访了
上海、北京、天津、广东等金融
“
重镇”，并到湖北调研地方金融
工作。 几个月来，郭树清和党委
班子成员分别召开了上市公司、
证券公司、基金公司、期货公司、
经济学家、知名财经人士、普通
投资者代表参加的座谈会， 广泛
听取市场各方对资本市场的意见
和建议， 共商市场改革和监管大
计。 （下转A08版）

机构预计三月信贷约8000亿元
一季度2.4万亿元信贷目标可能落空
□本报记者 张朝晖

■ 今日报道

Today's news

3月信贷市场依然波澜不
惊。 存款增长面临压力，中小
银行信贷投放能力仍受制约。
市场人士表示，春节后企
业开工，信贷需求开始逐渐放
大， 预计3月银行业新增贷款
约8000亿元。 但是，随着经济
增速下滑，银行信贷不良率反
弹或成为大概率事件，这将导

致银行出现惜贷情绪。 一季度
2.4万亿元信贷目标可能落空。

三月信贷料环比增长
今年以来， 信贷高增长屡
次“
爽约”。 根据2009年以来的
经验，一般1-2月累计新增贷款
都在1.5万亿元以上，但今年显
然无法达到如此之高的水平。
分析人士表示，市场对今
年每月均匀增长的信贷“
新步

公司
首届金牛投资顾问大赛启动
《
证券投资顾问业务暂行规定》发布
已一年有余。 17日，在中国证券报·中证
网主办、 腾讯财经联合主办的 《
暂行规
定》发布一周年研讨会上，中国证券报·
中证网主办、 腾讯财经联合主办的首届
“
金牛投资顾问大赛”启动。 经过筹备阶
段后，比赛将于4月9日正式拉开帷幕。

A03 财经新闻
万建华：开发投行潜能
做综合金融服务践行者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万建华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呼
吁， 顺应国际金融业发展趋势和参与国
际竞争的需要，证券公司应该解放思想，
大胆实践，搞活金融，努力成为综合金融
服务的践行者。

A05 机构天下
香港强积金平均年化回报2.5%
今年前两个月，香港强制性公积金
获较好收益，平均回报率达8.72%。 作
为香港政府在2000年底推出的强制香
港所有雇员参与的养老金。截至2011年
底， 该基金共赚取了444.83亿港元，年
化回报率为2.5%。

A06 海外财经
对冲基金开启牛熊穿越
进入2012年，国内阳光私募基金纷
纷宣布筹备或成立对冲产品，部分基金
和券商大力推动对冲产品开发与创新。
业内人士认为，国内对冲基金将迎来一
波发展高潮，对A股市场盈利模式和估
值将产生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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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不适应。 “
信贷走软，是季
节性因素，还是实体经济信贷
需求不足？ 3月信贷释放将给
出答案。 ”该人士指出。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连平表示，3月新增贷款有望进
一步回升。“
随着春节后企业开
工、 融资平台贷款相关政策明
朗，信贷需求会有所恢复。当前
流动性宽松带来的存款较快增
加，银行信贷供给能力将增强；

同时， 银行业信贷额度按季分
配和全年安排方式，将给3月银
行放贷带来动力。 ”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
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认为，银行
信贷有望在两会后逐渐步入正
轨。 “
希望央行调控能使整个信
贷投放更加合理、 更加均衡，如
每个月新增贷款都保持在7000
亿元左右， 全年投放会达8万多
亿元的合理水平。（下转A02版）

市场

成品油调价在即

910只股票近三日创阶段新高

业内人士认为，成品油调价会很快兑现，汽柴油价格涨
幅可能达每吨700元。这一调价幅度有利于抹平之前由于国
际油价上涨而国内成品油未作调整的价差， 或为新成品油
定价机制推出创造条件。

尽管沪深大盘最近三个交易日出现震荡调整走势，但
个股赚钱效应并未明显受到影响。统计显示，除去新上市的
7只新股，在上周后三个交易日，共有910只个股创出今年反
弹以来的阶段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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