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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要闻

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比

将升至20%左右

中美两国元首宣布了两国各自2020年后应对气候变化行动，

认识到这些行动是向低碳经济转型长期努力的组成部分并考虑到

2℃全球温升目标。 美国计划于2025年实现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

26%－28%的全经济范围减排目标并将努力减排28%。 中国计划

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 并计划到

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20%左右。 双方均

计划继续努力并随时间而提高力度。

姜洋：期货市场迫切需要期货法

期货法草案第二稿已草拟

□

本报记者 李超

证监会副主席姜洋12日在 “期货立

法国际研讨会” 上表示，随着期货及衍生

品市场的不断拓展和深化，中国期货及衍

生品市场发展正在进入新阶段，迫切需要

一部期货法，从更高层面来规范、引导和

保障期货及衍生品市场的改革开放与创

新发展。

受全国人大财经委期货法起草组的

委托和证监会的安排，由郑州商品交易所

举办的 “期货立法国际研讨会” 12日在

郑州召开。证监会副主席姜洋在致辞中指

出，20多年来，我国期货市场发展成就显

著， 市场规模和质量取得了巨大进步，同

时场外衍生品市场也保持了较快发展势

头。今年5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

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对

期货市场的进一步改革发展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证监会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发展期

货及衍生品市场的方针政策，积极稳妥有

序地推进产品、业务创新，不断完善和加

强市场监管，大力推动期货及衍生品市场

由量的提升向质的飞跃转变。 一是推进

原油期货作为国际化期货品种上市。 研

究制定配套规则，为引入境外交易者参与

境内期货交易提供制度保障。 二是推动

期货交易工具创新，推动场内股票ETF期

权试点，研究开发股指期权、商品期权、汇

率期货。 三是稳步推进场外衍生品创新。

四是促进期货经营机构创新发展。 五是

加强对交易者特别是中小交易者合法权

益的保护。 六是妥善处理创新发展与风

险防范的关系，以提升期货市场服务实体

经济能力和效率为目的鼓励和引导市场

创新。

姜洋表示， 现行 《期货交易管理条

例》作为行政法规，构建了中国期货及衍

生品市场的主要制度框架， 在实践中有

效推动和保障了期货及衍生品市场的健

康发展。 但随着期货及衍生品市场的不

断拓展和深化， 中国期货及衍生品市场

发展正在进入新阶段， 迫切需要一部期

货法，（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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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要闻

农垦改革相关政策

有望密集发布

农垦改革有望成为土地管理制

度改革文件细则、深化国企改革文件

核心主题之一。 其中，新疆兵团农垦

系统和全国农垦系统改革等内容尤

其受关注。

人民币坚挺利大于弊

分析人士认为，结合现阶段全球货币环境、新

兴经济体资本流动、 大宗商品价格运行等宏观因

素来看，在美元中期预计逐步转强的背景下，人民

币汇率持续坚挺对中国经济企稳利大于弊。

A10

市场新闻

“二八”琴瑟和鸣

“题材”登台欲舞

本周以来，蓝筹股在利好刺激下再度强势上攻，主板指数迭创

新高踏上新台阶，二八分化格局却愈演愈烈。 不过这种情况在周三

明显缓解，大小盘股“琴瑟和鸣” ，中小板指和创业板指走势与主板

指数亦步亦趋，题材股跃跃欲试试图“起舞” 。 继周二天量之后，昨

日反弹伴随成交缩量，显示出逢高撤离意愿减弱。分析人士指出，在

增量资金推动下，A股行情已站稳蓝筹股搭建的新台阶， 为主题性

机遇提供沃土，受益于政策利好的蓝筹股有望保持活跃。

社会资本踊跃参与

金融加码支持“一带一路”

□本报记者 倪铭娅

中国将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 目前，不少社会资本也准备通过多种方式与丝路基金共同参与“一带一

路” 建设。

中国证券报记者获悉，相关部门正指导筹建“海上丝绸之路银行” 。海上丝绸之路投资基金管理中心是海上丝绸之路

银行筹建的主要参与机构。 海上丝绸之路银行的拟注册资金将从原来的50亿元人民币进行更多追加。 目前，多个东盟国

家表示将参与该银行筹建。

此外，地方版“丝路基金” 也酝酿推出。 已有不少地方政府响应“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尝试成立其他类型基金。

业内人士表示，丝路基金和亚投行都将通过市场化运作方式，吸引社会资本共同参与“一带一路” 项目建设，提高投

融资效率。

民资筹建“丝路银行”

海上丝绸之路投资基金管理中心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该中心是一家私营基金公司，参与筹建“海上丝绸之路银行”

的目的除了提供海上丝绸之路相关项目资金支持外，更重要的是以民间资本身份参与“一带一路”项目建设，淡化中国企

业海外投资的政府色彩。

上述负责人透露，正在筹建的海上丝绸之路银行是国内唯一一家代表国家进行对外投资的民营银行。 自从国家提出

设立丝路基金后，海上丝绸之路银行的拟注册资金将从原来的50亿元人民币进行更多追加。

海上丝绸之路投资基金管理中心已明确参与“一带一路” 项目建设的首批规划。 该负责人介绍，中心计划私募1000

亿元人民币投向海上丝绸之路沿线沿岸国家、地区、城市和企业相关项目。（下转A02版）

划定国资底线和“红线”

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方案有望近期出炉

□

本报记者 刘丽靓

消息人士12日表示，国务院国有

企业改革领导小组正在抓紧起草关

于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方案，该方案

可能先于国企改革顶层设计方案在

近期出台 。 专家认为， 国资底线和

“红线” 的划定有利于加快国企改革

进度。

底线“红线” 不可或缺

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和深

化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工作领

导小组近日成立。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

正在紧锣密鼓地制定关于防止国有资产

流失的方案和国企改革总体方案。 其中，

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方案将针对改革中

容易出现的国有资产流失范围、环节划定

标准，完善国企产权，保障国资底线。

此前， 国资委研究中心副主任彭建

国表示， 考虑到国有经济功能定位以及

国有资产的流失问题， 混合所有制改革

必须有“红线” 和负面清单。 至少七个领

域的国有企业或业务板块在发展混合所

有制经济时，应禁止、缓行或谨慎操作，

包括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自然垄断领

域、 关系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公共服务

设施、关系生态安全的自然资源领域、关

系国家安全的国防军工等特殊产业、关

系国家创新能力的重要前瞻性战略性产

业、 政策性业务强和承担特殊功能的领

域、 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或国有资本运营

公司。 负面清单内的企业直接关系到坚

持基本经济制度的底线和防止国有资产

流失的“红线” ，目前不要急于搞混改，

条件成熟后，（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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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天下

“高管+掮客”玩转资本魔方

市值管理成双刃剑

接近监管部门的人士认为，当前不少上市公司对市值管理的认

知存在较深误区，将市值管理等同于股价管理，部分通过操纵股价

或进行资本运作来推高市值，实质已经背离市值管理初衷，券商、私

募等机构频频介入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等事项，但中介机构并非市值

管理“主体” 。 该人士强调，上市公司市值管理需要走出误区，不得

进行选择性信息披露，同时不得触及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禁区。

CFP图片 制图/韩景丰

国债期货持仓总量创历史新高

周三，国债期货连续第二个交易日全线走低，

成交量有所萎缩。 同时，空头加仓明显，期债总持

仓量首次突破1.7万手， 创5年期国债期货合约上

市以来最高水平。

A07

公司新闻

东方银星

收到“豫商”被立案文件

东方银星12日晚公告，公司收到

警方《情况说明》，证实警方已经对

豫商集团以涉嫌泄露内幕信息罪、王

沛等人涉嫌内幕交易罪立案侦查。

A09

产经新闻

现代牧业“病牛门”

凸显规模化养殖困境

连续陷入“病牛门” 和“污染

门” 的现代牧业所开创的“万头牧

场”模式饱受质疑。规模化养殖之路

何去何从，令人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