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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洋：继续加强农产品期货市场建设

研究农产品期货期权试点

□

本报记者 倪铭娅 �

证监会副主席姜洋25日在第三届风

险管理与农业发展研讨会上表示，证监会

将继续加强农产品期货市场建设，多途径

支持农业市场化改革，更好服务现代农业

发展。

姜洋说，期货市场由于独特的价格发

现和套期保值功能，在农业市场化改革的

大背景下大有可为，对农产品贸易定价和

农业企业管理风险具有重要作用。证监会

将积极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及相

关文件要求，继续加强农产品期货市场建

设，多途径支持农业市场化改革，更好地

服务现代农业发展。 第一，研究农产品期

货期权试点，更好地满足农业企业的风险

管理需求， 并为专业交易商场外产品创

新，管理风险提供有利条件。第二，加强与

保险、信贷等金融服务的协调配合，发挥

金融服务“三农”合力。第三，做精做细已

上市期货品种， 提高定价及风险管理效

率，推动取消对产业客户利用期货市场进

行风险管理的各种不必要限制，为产业客

户参与套期保值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第

四，积极开展涉农期货品种创新，为相关

产业提供发现价格和对冲风险的工具。第

五，多方协作，提高涉农企业、农民专业合

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利用期货市场

的能力。

姜洋指出，证监会始终高度重视利用

资本市场服务农业农村工作，推出诸多有

针对性的举措，提升资本市场服务现代农

业发展的能力。 2007年以来至今年9月

底， 共有37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实现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融资额为285

亿元； 已上市农业企业再融资为201亿

元。 截至今年9月底，共有44家农业企业

在交易所市场发行中小企业私募债融资

58亿元。 目前，我国期货市场已上市了20

个农产品期货品种，占已上市商品期货品

种总数近一半。

农业部副部长陈晓华在研讨会上指

出，农业保险对帮助农民应对自然风险有

重要意义。要充分发挥市场和政府两个作

用，健全完善农业保险制度框架，推进农

业保险产品创新，鼓励发展多元化农业保

险机构， 建立健全农业保险基层服务体

系，加快发展适应我国现代农业发展需要

的农业保险事业。

陈晓华表示， 市场风险主要体现在农

产品市场价格变化上， 突出反映为价格大

起大落， 期货市场有价格发现和套期保值

功能， 在帮助生产经营者形成合理价格预

期和转移价格风险方面， 能够发挥非常显

著的作用， 是化解农业市场风险的有效途

径之一。要降低期货市场风险，优化期货交

易结构，推进期货产品创新，发挥期货价格

功能，利用期货市场发展订单农业，从监管

体制、 市场结构、 品种创新等方面深入研

究，加快推进农产品期货市场发展。

天晟新材控股股东取消委托投票权

深交所重申“不得在创业板借壳上市”

□

本报记者 张莉

天晟新材控股股东取消委托投票

权。 常州天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2日

披露，公司股东吕泽伟、孙剑、吴海宙、徐

奕签署协议， 将合计23.81%股份对应的

股东投票权及相关权利委托给杭州顺成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行使，杭

州顺成将成为公司新的控股股东， 赵兵

成为新的实际控制人。 中国证券报记者

26日获悉，协议双方慎重考虑后认为，控

股股东委托投票权在法律法规上虽无禁

止性规定， 但确实可能出现对公司经营

管理稳定性产生不利影响。 协议双方已

充分理解委托股东投票权可能涉及的风

险。 为使上市公司保持经营管理工作的

稳定，也为避免市场猜测，经充分协商，

一致同意取消上述协议中有关股东投票

权委托的所有条款。 上述协议条款取消

后，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将不会

发生变化。

深交所在事后审查中已关注到该事

项，已就该事项涉及的交易目的、合法合

规性、对上市公司影响、存在的风险等方

面向公司及相关方发出问询函件，并约谈

了相关人士。

协议双方表示，其初衷是希望为公司

引入新股东，在合法合规前提下，为上市

公司引入优质资产，加快公司发展，并无

意愿规避“创业板公司不允许借壳上市”

的规定。

深交所相关负责人表示，上市公司应

当依照法律法规加强规范运作。深交所鼓

励上市公司通过并购重组等方式加快发

展的同时，要求上市公司严格执行“不得

在创业板借壳上市”的规定。

战略调整资产配置

险资“稳” 字当头

□本报记者 李超

监管部门近期出台多项与保险资金运用相关的政策，保险公司正谨慎推动优化资产配置。分析人士认为，从下半年开

始，保险公司大类资产配置结构处于战略性调整期，考虑到沪港通尚未推出、优先股有待考察等因素，保险公司会谨慎调

配各大类资产配置空间。

具体而言，债券仍将是险资主要配置资产，股票和基金配置有提升动力。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已有机构对银行优

先股进行调研，但并未表态会跟进。在不同类别资产配置上，大型保险机构较倾向于在基本维持投资比例区间的基础上谨

慎调整配置。

险资配置调整待政策细化

业内人士认为，政策连续出台，对保险公司明确如何规范资产配置、进行相关决策具有重要指导作用，保险公司将在

政策细化后相应调整。 （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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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认为

七领域应作为混改“负面清单”

日前在“解读混合所有制改革思路和路径” 会议上，与会专家

就混改所面临的问题、对策以及发展方向展开了热烈讨论。 专家认

为，目前混改存在三种乱象及风险，需守住“底线”和“红线” ，对于

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等七个领域需制定禁止、缓行或谨慎

操作的负面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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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

上市公司三季度业绩增速趋缓

截至27日，两市共有1082家上市公司发布三季报。 前三季度

这些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386.35亿元，同比增长

8.26%；实现营业收入41738.6亿元，同比增长6.3%。 三季度上市

公司业绩增速放缓。

A09

观点与观察

樊纲：“负面清单”管理市场

“正面清单”约束政府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樊纲表示，制度的作用是尽可

能明确地界定不同个人之间的利益边界（产权），规范人们的行为，

尽可能地减少一些人损害另一些人利益的事情。 这样，每个人都在

明确的边界内最大限度地发挥创造性，追求利益最大化，整个社会

的利益也就实现了最大化。 从制度的角度理解法治原则， 就是用

“负面清单”管理市场，用“正面清单”约束政府。

A05

期货周刊

上市在即 原油期货开始冲刺

权威人士透露，原油期货上市工作开始进入冲刺阶段，因年底

前面世这一既定目标近期再次被重申。 届时，多年来我国成品油价

被“挟持” 及部分大宗商品被动涨跌的局面或得以缓解。

“厚” 军工“薄” 医药

基金经理激辩成长股

基金三季报显示， 公募基金三季度前五十大

重仓股主要分布于消费品及服务、TMT、医药、金

融、投资品等领域。 医药股遭大幅减持，军工股则

被看好。

分析师乐观预计

标普500年内有望再创新高

上周美股三大指数全线大涨， 标普500指数

上涨4.1%，创近两年来最大单周涨幅。 一些分析

师预计标普500有望年底前再创新高。

1至9月保险行业投资统计（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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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交所：尚未取得

启动沪港通相关批准

港交所昨日公告，港交所尚未取

得启动沪港通的相关批准，因此并无

实施沪港通的确实日期。

A13

市场新闻

大盘短期弱势

提供蓝筹建仓良机

近期市场震荡调。市场人士认为

短期调整难改上行趋势，短期弱势或

提供蓝筹建仓良机。

金牛基金周报

本周话题

“净申购”难敌“恐高症”

基金经理急寻“避风港”

在三季度A股反弹中一直高歌

猛进的基金经理， 四季度已然萌生

退意， 尤其是10月以来指数反复震

荡， 让基金经理的谨慎正一点点地

转化为警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