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10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届

四中全会，将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

问题。 在资本市场领域，多年来，证券法、

公司法等系列大法为资本市场平稳发展

保驾护航。 顺应市场快速变化，资本市场

领域的法律法规也一直在积极修订完善。

针对应如何修订证券法、 制定期货

法，厘清包括“何谓证券”在内的基本定

义， 修法将对资本市场的发展带来什么

影响等市场关注的问题， 中国证券报在

四中全会召开前夕多方采访学者、 市场

人士、监管部门，推出系列报道。 我们相

信，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资本市场将沿

着依法治“市”的方向稳步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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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

融资瓶颈成“拦路虎”

新一轮刺激政策蓄势

多位业内专家认为，单月数据异常可视为扰动因素，不宜过度

解读，不能就此判断政策会立刻转向，还需要观察8月甚至整个三

季度的情况。如果后续再贷款、再贴现、定向降准等政策未能达到预

期目的，社会融资成本依然居高难下，稳增长遭遇的融资瓶颈迟迟

未能打破，那么降息、降准等措施将是应然之举。

■

依法治“市” 系列报道之一

李曙光：建立注册制系统配套机制

□本报实习记者 刘亮

随着资本市场快速发展，作为资本市场根本大法的《证券法》的修改已显得必

要而迫切。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李曙光近日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目前

我国已进入全面深化改革时期，资本市场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现行《证券法》存在

许多缺陷与不足，已不能适应市场发展需要，尽快修改《证券法》，促进证券市场改

革是当务之急。

李曙光表示，目前《证券法》修改的基本稿正在征求意见，“一审”草案预计会

在年底争取上会，《证券法》修改将使监管原则从“行业监管”转为“功能监管” 。

现行证券法存在五方面问题

中国证券报：现行《证券法》存在哪些问题？

李曙光：现行《证券法》存在许多缺陷与不足，证券法上次修改是2005年，至

今已近10年，证券市场发生了很大变化，像多层次资本市场、证券金融创新等均未

体现。 另外，近年来证券市场也频生乱象，如拟上市公司会计薄弱、内控不力、信披

质量不过关的现象仍较突出，中介机构未恪守执业规则等问题时有发生。个别公司

信息造假、欺诈上市情节严重。近年来，从绿大地到万福生科，欺诈上市损害投资者

合法权益的情况屡禁不止。 （下转A02版）

■

今日视点 Comment

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应阳光化操作

□

本报记者 顾鑫

近来，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

中出现的个别贱卖国有资产的案例引发

市场较大关注。 分析人士认为，坚决制止

并严厉打击贱卖国资的行为，是国有企业

混合所有制改革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之

一， 应完善国有资产转让的价格形成机

制，强化信息披露，实现阳光化、透明化操

作，可以考虑引入责任终身追究制，给所

有相关责任人戴上“紧箍”。

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被视为盘活存量

经济、提升国企经营效率的重要途径。通过

引入外部股东， 既可完善国企的公司治理

结构，也可增强市场化经营理念，提升资本

运营效率。因此，混合所有制改革面临的不

是要不要改，而是怎么改的问题。

任何一家国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都面

临资产定价的问题， 所谓贱卖其实是指定

价不合理， 国企股权、 资产等的价值被低

估，而这种交易最终能够达成，背后除了少

部分民营企业家的贪婪外，更有监管者、第

三方评估机构、 国企相关负责人等的监守

自盗行为在作祟。从体制机制上看，在层层

委托代理后， 国企所有者的出资人意识受

到削弱，缺乏对管理层的有效约束。

那么，交易的公平公正、定价的合理、

竞争的充分又该如何实现呢？分析人士认

为，应完善国企股权资产评估流程，审计

与评估应独立开来， 相互验证和监督，保

证评估结果的客观、中立；应完善国企股

权转让程序，不能对参与竞价者设置人为

障碍，能影响转让方案的制定者及其关联

方应进行回避，真正形成由公开竞争决定

国企资产价格的机制； 应实现阳光化操

作，信息披露应保证及时性、持续性和完

整性并接受社会监督，信息披露前后不一

致或在此过程中接到举报材料、受到公众

质疑， 有关部门应及时介入进行调查，涉

嫌违法的则应移送司法机关。

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顺序看， 并不是

所有的国企都适合立刻进行混合所有制改

革， 应对竞争性国企和垄断性国企加以区

分。 竞争性领域的国企已经基本剥离了政

策补贴，适合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其中的

中小型国企甚至可以让民营企业控股，大

型国企对于接盘方的资金实力要求较高，

则可逐步让民营企业控股。（下转A02版）

838家公司上半年业绩增长15.4%

305家公司预告三季度业绩 预喜公司过半

□

本报记者 于萍

截至8月18日，已有838家A股上市公

司披露了半年报。这些公司共实现营业收

入22325.85亿元，同比增长8.9%；实现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532.56亿

元，同比增长15.4%。

在838家公司中， 有537家公司上半

年实现业绩同比增长或扭亏， 占比达

64%。 净利润同比增幅超过100%的公司

达75家。

目前，共有305家公司披露了三季度

业绩预告，其中预增及扭亏的公司有174

家，占已披露公司家数的57%。 从半年报

及三季度业绩预告看，符合经济转型的成

长性行业如计算机、传媒以及家电等消费

品行业的整体业绩仍保持较快增长。

同花顺iFinD数据显示，44家披露中

报的计算机类上市公司中， 有32家上半

年业绩同比增长。 在16家披露三季度预

告的计算机类上市公司中， 有11家前三

季度预增或扭亏。

对于身处发展期的传媒行业而言，今

年整体业绩表现也较出色。 有22家传媒

类公司上半年业绩增长。家用电器类公司

在上半年表现也较抢眼。 18家披露半年

报的家电公司中，有15家实现业绩增长。

8家披露三季报预告的家电公司中，仅有

1家业绩预减。

相形之下，中上游传统行业在上半年

表现依旧低迷。 采掘行业净利润出现下

滑、钢铁主业并未得到改善。 曾经保持稳

定增速的房地产行业，在楼市成交低迷的

影响下，业绩增速明显放缓。 已披露半年

报的47家上市房企上半年实现净利润

106.32亿元，同比增长1.13%。

消费需求疲软 美零售业前景黯淡

美国零售巨头最新财报表现不尽如人意。 分

析人士指出，与全美诸多快速复苏行业相比，零售

业现状及中期前景依旧黯淡， 该行业复苏显得有

些跟不上美国经济的“整体节奏” 。

“绿珍珠”的前世今生：

一场游戏一场梦

它只是一颗小小的绿豆， 却在价格的翻云覆

雨中演绎出谜一样的前世。而今夏，主要产区的自

然灾害为绿豆价格上涨埋下了“伏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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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新闻

主题投资接棒

热点切换或引领二次反弹

在获利回吐及技术修正的压力下，近两周有色金属、钢铁等周

期股逐渐步入调整阶段，并演化成大盘继续上攻的主要牵绊，导致

股指在高位展开震荡。 不过，随着沪港通启动、刺激政策加码、定向

降准预期持续增强，大盘二度上攻仍存希望，当前市场正处于热点

切换、潜在领涨品种蓄势的关键时点。短期来看，国企改革等主题投

资有望接棒前期的周期股行情，引领市场走出盘整格局。

A02

财经要闻

上海多家银行

否认放松限贷

对于近日流传的 “上海放松限

贷政策” 消息，上海的工、农、中、建、

交等大型国有银行以及浦发、上海银

行等多家中小商业银行均否认放松

房贷政策。

A13

数据信息

8月以来大小非

净减持逾87亿元

高位震荡或成为8月A股主旋

律。 此间，二级市场重要股东仅在8

月上半月的净减持额就达87.33亿

元，直逼6月和7月全月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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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货周刊

85后期货高手战绩：

1年资金翻30倍

常杰（化名），85后，目前就职于一家农产品数据提供商，是这

个真实故事的主人公。 这个身材高大、自信豪爽的青年竟制造了一

个资本神话：2013年3月，他怀揣20万元自有资金和280万元筹集

资金踉跄入市，几经波折，至今已放大30倍至9000万元。

金牛基金周报

汇添富开头炮

迷你基金迎清盘潮

公告显示，汇添富基金公司将于

近期召开持有人大会，讨论《关于终

止汇添富理财28天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的

事项。这标志着，国内“迷你基金”退

市正式破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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