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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协同发展应先补上环保欠账

□

本报记者 王颖春

京津冀协同发展概念一经提出， 就成

为部分区域房地产和二级市场上部分题材

亢奋的借口。 然而，提出协同发展的本意，

既非地产投资，更非刺激经济，而是通过区

域协同发展，产业重新布局，从根本上解决

困扰京津冀的雾霾问题。因此，京津冀协同

发展，要先补上环保欠账，切勿忘记治霾这

个根本出发点。 这个出发点应在即将出台

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中得到充分体现。

实际上，环首都经济圈规划已酝酿多

年，迟迟未能出台，原因就在于地区之间

的利益纠葛一直未能摆平，河北不甘心仅

仅成为京津落后产业的承接者，希望能获

得更多的优惠政策。地区之间的利益无法

平衡，可以讨价还价慢慢解决。 但清除每

个人吸进肺里的重污染空气，却一刻不能

再等。 正是雾霾这个最有分量的催化剂，

促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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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底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的召

开， 这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历史性拐点。

原以北京为中心的环首都经济圈规划，也

改为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概念的刺激下，保

定、涿州、燕郊等地房地产价格开始亢奋，

一周内部分楼盘售价涨幅达

10%

以上。二

级市场上， 河北概念股也连续出现飙涨。

媒体、券商、投资者高呼一个比上海自贸

区更加诱人的投资机会已经到来，京津冀

将是弱势市场里最佳的防御性配置。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已经开始出现明

显的“房地产化”和“投资化”苗头的情况

下， 切勿忘记京津冀协同发展治霾的出

发点。 正在拟定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

切勿成为稳增长的工具， 也勿成为少部

分人投机获利的工具， 而应将治霾贯穿

规划制定的始终。

首先，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一定要以

治污为出发点，不能单纯是一个区域的城

镇化规划， 更不能沦为稳增长投资规划。

京津冀协同发展发展既是战略驱动型的，

更是问题倒逼型的。倒逼京津冀不得不协

同发展发展的首要问题，就是已经让京津

冀老百姓忍无可忍的雾霾问题。 因此，在

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京津冀城镇化功

能如何设计、产业结构如何布局、三地之

间如何协同， 首先应想到的是怎么让北

京、天津、河北将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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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老百姓吸上新鲜空

气，喝上干净水，吃上放心粮。

其次， 区域内环境不能容纳的产业，

该升级的要升级，不能升级的就关停。 京

津冀地区有一个首都、两个直辖市、三个

行政区，独特的“一二三”现象为世界罕

见。 这一区域人口、车辆、建筑一直在增

加，环境承载量不断加大，京津冀协同发

展规划制定的前提，是要加强对自身环境

容量和资源承载力研究，简单将北京和天

津的污染企业转移到河北，污染仍旧会被

大风“带”回来。

最后，以往环首都经济圈之所以迟迟

未能出台， 关键就在三地行政级别相同，

缺少更高层面的协同机制，互相扯皮效率

低下。因此，三地要真正实现协同发展，除

了一个科学合理的协同发展规划外，还要

有一个更高层级的常设协调机构，统筹京

津冀协同发展。 如此，才能真正破除行政

壁垒，落实顶层设计，实现规划同图，推进

基础设施、产业和市场协同发展。

图为中国证券报董事长、社长兼总编辑林晨（右一）与“金牛基金管理公司”获奖代表合影留念。 本报记者 车亮 摄

第十一届中国基金业金牛奖评选揭晓

□本报记者 曹淑彦

“新经济、新市场、新机遇———2014年金牛基金论坛暨第十一届中国基金业金牛奖颁奖典礼” 3月29日在京举行。第十一届

中国基金业金牛奖评选结果揭晓，景顺长城、中银、上投摩根、华夏、嘉实、农银汇理、华商、银河、泰达宏利、交银施罗德10家基

金公司荣获“金牛基金管理公司” 称号，同时产生了“金牛进取奖” 、“债券投资金牛基金公司” 、“被动投资金牛基金公司” 、

“海外投资金牛基金公司” 、“特别贡献奖”和74只“金牛基金” 。

中国基金业金牛奖评选由中国证券报社主办，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协办，迄今已举办十一届。 本届获得“金牛基金管理公司” 称号的10家基

金公司中，既有华夏、嘉实等老牌劲旅，也有景顺长城、华商、泰达宏利等中生代基金公司，还有以中银、农银汇理和交银施罗德

为代表的银行系基金公司。 鉴于天弘基金在互联网金融领域的突出表现，为货币基金提升了市场影响力，本届金牛奖评选授予

其“特别贡献奖” 。

2013年，股票市场震荡，结构分化显著。 沪深300指数震荡下跌7.65%，金牛基金则成功穿越市场起伏。 其中，年度开放式股

票方向金牛基金获得了54%的超额收益。 长期来看，金牛基金也表现不俗，本届开放式股票方向持续优胜金牛基金平均每年能

够为投资者带来约15%的超额收益。 （更多报道见“第十一届中国基金业金牛奖特刊” T01-T04版）

资本市场将成国资改革广阔舞台

两大改革合力撬动大盘蓝筹股

□

本报记者 毛万熙

深化国资改革意见草案日前已上报

国务院， 国资改革的顶层设计呼之欲出。

据悉，该意见拟在国资改革中充分发挥资

本市场作用，动用并购重组、员工持股计

划、 股权激励等多种工具来激发国资活

力、改善国资监管，让资本市场成为国资

改革的广阔舞台。

分析人士指出，国务院常务会议日前

对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六项部署将

沿三条主线为国资改革铺路———鼓励市

场化并购重组、发展混合所有制；壮大专

业机构投资者、 促进国资资本化运作；促

进上市公司提高效益、 规范国企公司治

理、激发大盘蓝筹股活力。

鼓励市场化重组 发展混合所有制

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鼓励市

场化并购重组，此前国务院还出台了《关

于进一步优化企业兼并重组市场环境的

意见》，降低了资产重组门槛，取消了一

批审批事项。 这些部署共同构成为混合

所有制发展清除障碍的组合拳。

市场化的并购重组，将使更多社会资

本有机会参与国资改革， 推进混合所有

制。 招商证券指出，不同于上一轮国企改

革，新一轮改革在实施上以发展混合所有

制为突破口，打破产权垄断和市场垄断，

这将带来众多开放性市场化重组机会，扩

大民企生存空间，提升垄断和传统性行业

国企经营效率。

市场化的并购重组也有利于在发展

混合所有制的过程中引入合适的战略投

资者，真正提升资源配置效率，避免过去

频现的“拉郎配” 。

混合所有制的发展将加快国资增

强控制力与影响力。 分析人士表示，与

社会资本的混合看似降低了国资的持

股比例，（下转A02版）

A03

狂揽消费猛抛周期

基金淘金转型机遇

基金经理认为，A股今年将进入明显分化的

阶段，估值过高的成长股面临着较大的调整风险，

而一些低估值的传统行业则有望在经济转型与改

革深化的过程中迎来投资机会。

A02

保定楼市癫狂

投资客痴迷“击鼓传花”

受政策利好预期影响， 近日保定楼市迅速升

温，销量和价格猛涨。中国证券报记者实地调查发

现， 自3月19日以来， 保定不少楼盘涨价以天计

算，一天一个价。

A08

财经新闻

林义相建议

上交所设立新兴企业板

中国证券业协会副会长、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

理林义相今日在本报发表题为《建立新兴企业板 服务中国经济转

型与升级》的署名文章。 林义相认为，在上海证券市场建立新兴企

业板这一战略性举措，可以顺应世界经济发展潮流，反映我国经济

结构战略性调整、产业转型升级、创新产业崛起的内在需求。

A07

期货大视野

多部委踩油门

原油期货上市换挡提速

一直以来，地方炼油企业开工率严重不足，“吃不饱” 、“油荒”

屡见不鲜，常常出现民营加油站停供或限供汽柴油的现象。 业内人

士表示，随着原油进口权新方案出台，在夹缝中生存的国内地炼企

业将迎来“久违的春天” ，“吃不饱” 现象也有望慢慢消失，原油期

货也有望在多部门“踩油门”的情况下“换挡”提速。

A04

财经风云

“飞地”三河 求解京津冀协同之难

中国证券报记者在三河调研中发现， 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

核心难题在于各种要素资源分配的不均以及区域主体间利益补偿

机制的缺位。 为此，必须改变行政区划壁垒导致市场割裂和等级化

管理体制的现状。 应打破大城市特权，建立跨地区协调机制，实现

公共服务一体化、均等化和资源要素流动市场化，更好发挥市场在

产业转移中的作用。

A05

观点与观察

贾康：改革红利

如何惠及民生

要让全体社会成员共享改革开

放成果，需要抓住改革不放，理顺相

关的“现代国家治理”整个制度安排

和机制联结，释放改革红利。

A10

市场新闻

存量资金“腾笼换鸟”存隐忧

存量资金博弈上周又现新动向， 资金开始卖出小盘成长股，买

入大盘蓝筹股，这也造成了盘中时常出现指数上行、千股下跌的局

面。短期来看，资金“弃小取大”的配置变化对市场能起到一定支撑

作用；但中期而言，这种基于存量资金背景下的“腾笼换鸟”存在较

大隐忧。

A12

数据信息

3月产业资本净减持额

环比降幅超6成

分析人士指出，3月产业资本净

减持更多呈现结构性特征，小盘股仍

是被减持的重点对象，而部分大盘股

获得产业资本的增持，这可能意味着

市场风格短期向大盘蓝筹股倾斜。

A08

财经新闻

建行去年净利增11.12%

� � � � 建设银行披露2013年年报，该

行2013年实现归属于股东净利润

2146.57亿元， 同比增长11.12%；

基本每股收益0.86元。

A06

海外财经

公用事业板块

首季领涨美股

分析人士指出，防御性的公用事

业板块“受宠”是投资者对最近市场

面变化的应激反应。标普500指数虽

然可能面临一些考验，但后市有望继

续保持目前总体稳定的态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