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新扰动减弱

资金面稳定性增强

市场人士认为，得益于央行适时的流动

性支持及持续乐观的政策预期，资金面抵御

短期波动的能力明显增强，未来仍将以平稳

宽松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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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全会通过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

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

□

新华社北京10月23日电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

体会议，于2014年10月20日至23日在北京举行。

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委员199人，候补

中央委员164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

会委员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了会议。 党的

十八大代表中部分基层同志和专家学者也列席

了会议。

全会由中央政治局主持。 中央委员会总书

记习近平作了重要讲话。

全会听取和讨论了习近平受中央政治局委

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习

近平就《决定（讨论稿）》向全会作了说明。

全会充分肯定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

央政治局的工作。一致认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

会以来，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国内改革发展任务

极为繁重， 中央政治局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

十八届一中、二中、三中全会精神，高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

表” 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团结带领全党

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牢

牢把握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保持战略定力，以

全面深化改革推动各项工作，注重从思想上、制

度上谋划涉及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

党治国治军的战略性、全局性、长远性问题。 中

央政治局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 创新宏观调控

思路和方式，积极破解经济社会发展难题，着力

保障和改善民生， 基本完成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坚定不移反对腐败，有效应对各种风

险挑战，各方面工作取得新成效，党和国家事业

发展打开新局面。

全会高度评价长期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取得的历

史性成就， 研究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

问题，认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

政水平，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全会提出，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党要更

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更好维护和运用我

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更好统筹社会力量、

平衡社会利益、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

使我国社会在深刻变革中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

序，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

正、生态良好，实现我国和平发展的战略目标，

必须更好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

全会强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贯彻落

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高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以马克思列宁主

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重

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坚持党的领导、人

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定不移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决维护宪法法

律权威，依法维护人民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

义、维护国家安全稳定，为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

供有力法治保障。

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

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建设社会主义

法治国家。 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治理论，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

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

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坚持依

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

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

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实现这个总目

标，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人民主体

地位，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坚持依法治国和

以德治国相结合，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

全会强调，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

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

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 我

国宪法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坚持党

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是党和国

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

益所系、幸福所系，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题中

应有之义。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是一致的，

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党的领导必

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 只有在党的领导下依法

治国、厉行法治，人民当家作主才能充分实现，

国家和社会生活法治化才能有序推进。 依法执

政，既要求党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也要求党

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

全会明确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任

务，这就是：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实施；深入推进依法行

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

法公信力；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推进法治社会建

设；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加强和改进党对全

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领导。

全会提出，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

之前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必须

坚持立法先行，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抓

住提高立法质量这个关键。要恪守以民为本、立

法为民理念，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每一

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

民拥护。 要把公正、公平、公开原则贯穿立法全

过程，完善立法体制机制，坚持立改废释并举，

增强法律法规的及时性、系统性、针对性、有效

性。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

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 健全宪法实施和

监督制度， 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

制度，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 完善立法体制，

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 完善党对立法工作

中重大问题决策的程序， 健全有立法权的人大

主导立法工作的体制机制， 依法赋予设区的市

地方立法权。 （下转A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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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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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在北京举行。 这是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

张高丽在主席台上。 新华社记者 兰红光 摄

明日《金牛理财周刊》导读

蝶彩资管投资变局

曾在二级市场频频押中重组股而

声名大噪的蝶彩资产管理 （上海）有

限公司，近期投资模式悄然变化。 高调

接盘秀强股份控股股东转让的股份，

变身第三大股东， 紧接着秀强股份火

速停牌筹划重大事项。 熟悉蝶彩资管

的投行人士将其概括为先投资后并购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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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划定券商第三方存管三底线

□

本报记者 蔡宗琦

中国证券报记者获悉，日前在上海

举行有关证券公司客户交易结算资金

第三方存管的会议，向证券业讲解证监

会近期下发的 《关于规范证券公司客

户交易结算资金存放管理活动的通

知》。 证监会主席助理张育军表示，严

禁证券公司以任何形式挪用客户交易

结算资金、严禁证券公司与存管银行就

客户交易结算资金协议定期存款、严禁

证券公司在个别存管银行超额存放客

户交易结算资金是证券公司第三方存

管管理的三条底线。

通知指出，近期，证监会关注到部

分证券公司客户交易结算资金存放管

理出现一些不规范问题，影响客户交易

结算资金安全，存在较大风险隐患。 根

据有关法律法规， 现提出以下监管要

求，请各证监局督促辖区内证券公司严

格遵照执行，切实规范客户交易结算资

金存放管理活动：

一是严禁证券公司以任何形式挪

用客户交易结算资金。 证券公司以“保

客户取款” 、“保结算交收” 及其他任

何名义，使用其他客户或者其他性质的

客户结算资金，均属于挪用客户交易结

算资金行为。

二是严禁证券公司与存管银行就

客户交易结算资金协议定期存款。客户

交易结算资金具有保证客户足额交收

的特定目的， 必须具备良好的流动性。

证券公司不得采取任何形式与存管银

行约定一定期间内维持一定数额的客

户交易结算资金，或者以担保、冻结等

方式，对客户交易结算资金的使用附加

任何条件。

三是严禁证券公司在个别存管

银行超额存放客户交易结算资金。 证

券公司应严格按照客户交易结算资

金三方存管对应关系存放客户资金。

除为满足客户证券申购、证券交易的

结算，将部分客户交易结算资金存放

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开立的法

人资金交收账户（客户）外，其他客

户交易结算资金应当按照第三方存

管对应关系，足额存放在客户指定的

存管银行。

四是督促证券公司对客户交易结

算资金存放管理情况进行自查，在12月

31日前完成整改规范。

五是各证监局应加强对证券公司

客户交易结算资金存放管理活动的日

常监管。

六是各证监局在通知执行过程中

遇有重大情况，应及时报告证监会机构

部。（下转A02版）

10月汇丰中国制造业PMI创三个月新高

□

本报记者 杨博

汇丰银行23日公布，10月中国制

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初值为

50.4，高于9月50.2的终值，创三个月新

高。 分项指数表现喜忧参半，尽管就业

和成品库存指数有所改善， 但产出指

数回落至5个月低点，投入和产出价格

指数双双下滑。 专家表示，PMI数据改

善受益于就业和成品库存小幅回升，

但部分分项指数出现一定程度回落，

显示有效需求仍疲弱， 经济增长基础

还需巩固。

有效需求仍疲弱

分项数据显示，10月制造业产出指

数从51.3下降至50.7，新订单指数从51.5

回落至51.4， 新出口订单指数从54.4下

降至52.8， 成品库存指数从49.2回升至

50.1。 投入和产出价格指数进一步下滑

且速度加快， 其中产出价格指数从47.1

下滑至45.6， 投入价格指数从47.1大幅

下滑至44.0。 就业指数从47.5上升至

48.6，连续12个月低于50的荣枯分界线。

汇丰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屈宏斌认

为，最新数据显示内外部需求增长均有

放缓迹象， 投入与产出价格指数下滑，

进一步加剧通缩压力。 整体而言，经济

扩张势头缓慢企稳，但持续走弱的通胀

与产能利用显示有效需求依旧疲软。

国泰君安报告认为，10月汇丰PMI

初值略超市场预期，从发电、粗钢等高

频数据观察， 经济在10月上中旬较9月

略有回升。 从分项数据看，总体指数回

升受益于就业指数回升及产成品库存

小幅度回升，而产出、新订单、新出口订

单以及投入/产出价格呈现一定回落，

表明9月以来经济暂无失速风险， 但基

础还需整固。（下转A02版）

“中国制造”改写美国地铁历史

284辆“北车地铁”开往波士顿

中国北车公告， 美国马萨诸塞州交通局

已宣布， 中国北车中标波士顿地铁车辆采购

项目，为波士顿红线和橙线地铁提供车辆，中

标金额约为人民币34.85亿元。

多重利好齐聚

基金眺望债市“长牛”

债券基金的基金经理表示，虽然存在一些

不确定性， 但流动性宽松的预期依旧强烈，而

央行的种种举措也不断验证预期，这将在相当

长时间内成为债市的“强心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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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评级出炉

AA级期货公司大增

2014年期货公司分类评级结果昨

日出炉。 19家期货公司获AA级，在去年

5家的基础上新增14家，增加近三倍。此

外， 期货公司评级结果集中向B级及以

上靠拢，B级（含）以上公司占比由去年

的五成多增至八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