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铁矿石寡头

密谋“价格战”拖垮对手

据统计，2011年巴西淡水河谷净利润为

228.85亿美元，2013年跌至5.84亿美元。 矿业巨

头纷纷扩产，争打“低价牌” ，以淘汰其他高成本

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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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 能源规划路线图浮现

可再生能源比重将大幅提高

□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国家能源局规划司有关人士27日在

中国能源革命高峰论坛上透露，“十三

五” 能源规划将对国家能源布局进行优

化。在能源生产布局方面，将从“十二五”

规划的“五基一带”能源开发布局升级为

“五基二带”布局。 加大油气开发力度和

大幅提高可再生能源比重。未来可再生能

源补贴将设总额限制。

“十三五” 能源规划编制今年6月启

动，计划于年底形成基本思路，2016年上

报。上述人士透露，“十三五”能源规划将

构建现代能源战略体系，提出提高国内能

源产量、优化能源结构、大力发展可再生

能源等七大战略任务。

优化能源生产布局

这位人士透露，“十三五” 能源生产

布局方面，将从“十二五” 规划的“五基

一带” 能源开发布局升级为“五基二带”

布局，其中近海油气开发带是“十三五”

规划新增内容。

在能源输送方面，将形成“四横三纵”

输送格局，内外衔接，海陆并举。到2020年，

全国煤炭铁路运输能力达30亿吨， 成品油

输送能力达2.5亿吨， 天然气输送能力达

4800亿立方米，天然气主干道里程达12万

千米，西电东送总规模力争达到3亿千瓦。

这位人士介绍，“十三五” 能源规划

将构建安全、清洁、高效、可持续的现代能

源战略体系，（下转A02版）

四季度稳增长需求增加

定向调控“组合拳” 有望推出

□本报记者 顾鑫

1-8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8330.4亿元，同比增长10%，增速比1-7月回落1.7个百分点。 其中，8月

实现利润总额4825.6亿元，同比下降0.6%。 与7月相比，8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速明显回落。

分析人士认为，由于内需较疲软，三季度经济增速预计低于二季度，四季度经济增长将继续承压。 如果稳增长政策难

以有效对冲房地产下行压力，经济增速可能低于三季度。预计调控政策仍将以定向宽松为基调，使出减税、降低资金成本、

优化投资结构等“组合拳” 。

经济增长缓中趋稳

分析人士认为，8月工业利润增速明显回落，重要原因包括市场需求乏力，产品出厂价格降幅扩大，单位成本、费用

高，去年同期基数偏高等。

对于三季度经济数据，瑞银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预计，GDP增速为7.1%左右。 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徐高认

为，GDP增速在7%附近。

汪涛指出，经济减速主要原因是房地产投资增速下滑。本轮房地产周期与以往不同，主要是房地产供给已超过实际需

求，去库存压力直接导致新建、开工项目减少，对下游产业需求随之降低。尽管新型城镇化会带来新的房地产需求，但预期

不能过高。 当前大部分地方已出台放松房地产限购政策，但这并不能扭转房地产颓势，因为限购主要针对投资性住房，而

投资性需求因经济因素在减弱。（下转A02版）

推进资本市场变革 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

本报记者 蔡宗琦 �

� � �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面临提速

换挡的重要历史节点。 “新常态”实质上是

高效率、低成本、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阶段。

加快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乃大势所

趋，刻不容缓。在这一时期，经济发展面临经

济增速下行、消化产能过剩任务繁重、内生

动力不足等诸多困难。 在增速换挡期、转型

阵痛期和改革攻坚期“三期叠加”下，宏观调

控的难度无疑将进一步加大。 在这样的背

景下，资本市场的使命和担当是什么？

在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过程中，

从进一步简政放权、财税体制改革到社会

保障体系搭建，改革的抓手多样。 分析人

士认为，改革的重点是要让市场在资源配

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具有价格发现功能

的资本市场堪当大任。 历史经验表明，一

国经济转型成功与否，社会资源配置效率

高低往往是决定性因素，金融市场和资本

市场正是核心资源配置场所。美国历史上

最重要的两次转型，都与资本市场息息相

关。资本市场领域也应成为我国经济转型

的重要突破口。

资本市场从成立至今已有

24

个年头，

她已成长为全球最大的新兴市场。伴随改

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资本市场为国企脱危

解困、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等立下了汗

马功劳。 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资本市场

也将迎来新的挑战。 目前，资本市场仍不

成熟， 一些体制机制性问题依然存在，新

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诚如证监会主席肖

钢所言， 资本市场的市场化程度还不够

高，未来改革就是要朝着市场化、法制化、

国际化的方向推进。

在新国九条大力推进实施的当下，资

本市场一场波澜壮阔的变革也拉开大幕。

沪港通即将实施。沪港资本市场通道

打通是我国金融市场国际化的一步好棋，

它不仅为沪港两地资金流动、投资者投资

打开新窗口，更是人民币国际化、资本市

场改革提速的重要一环，成熟投资者和市

场制度、理念将为资本市场长远发展带来

深远影响。（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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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2

财经要闻

银监会：P2P机构

不能建立资金池

银监会创新监管部主任王岩岫

表示，P2P监管的一个重点是落实

实名制原则。 P2P机构不能持有投

资者资金，不能建立资金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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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权交易政策有望

明年底前出炉

中国证券报记者获悉，2015年

底之前，有关部门将研究提出《水资

源确权登记方案》、《水资源使用权

用途管制办法》和《取水权转让管理

办法》，为全国范围内水权交易扫清

障碍。

沪港通激发资金热情

私募出海揽客潮涌

随着沪港通临近，“出海” 热潮正在私募业涌

动。本土作战的私募兵团欲借香港募集资金，壮大

资产管理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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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自贸区

允许外商进入盐业高铁等领域

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内暂时

调整实施有关行政法规和经国务院批准的部门规章规定的准入特

别管理措施的决定》。《决定》所附的目录明确，允许外商以独资形

式投资与高速铁路、铁路客运专线、城际铁路配套的乘客服务设施

和设备的研发、设计与制造，与高速铁路、铁路客运专线、城际铁路

相关的轨道和桥梁设备研发、设计与制造，电气化铁路设备和器材

制造、铁路客车排污设备制造。

A03

焦点

四季度A股波动可能加大

经历9月初的上涨和随后的震荡， 近期市场情绪再度回暖，为

10月良好开局打下基础。 不过，诸多利好预期将在10月迎来兑现节

点，获利资金可能撤离引发不少机构对10月下半月行情的担忧。 分

析人士表示，展望四季度，经济面和资金面波动可能会受到稳增长

政策的有效对冲，但考虑到利好兑现、年底结账等因素，A股波动可

能加大。

A11

公司深度

谁来拯救中钢

“公司被搞乱了，人心被搞散了，业务被搞黄了，这样的企业能

好得了吗？！ ”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原中钢集团总裁黄天

文表示。 作为近年来崛起的央企，中钢集团衰落同样让人始料不及。

中国证券报记者调查发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利润并不是中钢集团

的第一诉求。 有一种说法值得玩味———中钢的生存压力很大程度上

并不是来自市场竞争。

■

今日视点 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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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贸区就业一年以上

个人有望获准境外投资

央行上海总部副主任张新透露，

央行已做好以自贸账户为依托，启动

区内个人对外投资的筹备工作。初步

的设想是，在自贸区内就业一年以上

的境内个人，有合法纳税、社保记录

的，可以用合法收入投资境外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