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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银行存款利率“一浮到顶”

� � � �中国人民银行21日在宣布降息的同时， 将存款利率

浮动上限由基准利率的1.1倍扩大至1.2倍。部分银行将存

款利率“一浮到顶” 。 业内人士认为，央行此举意味着利

率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推进，预计银行之间存款“争夺战”

将愈演愈烈。

蓝筹股将再成领跑者

� � � � 长城证券人士认为，降息对蓝筹股整体属于利好，地产、

建筑、 电力等多数行业受益明显， 对银行股的负面冲击为短

期。 根据历史经验，降息对多数行业都属于利好，但是从幅度

看，受益最明显的仍然是房地产等负债率较高的行业。

姜洋：研究提出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方案

研究开展碳期货交易可行性

□

本报记者 李超

证监会副主席姜洋22日在 “2014新

浪金麒麟论坛” 上表示，支持区域性股权

市场规范发展， 正在研究制定市场定位、

发展路径、监管框架等具体规则。 正在抓

紧制定股权众筹融资监管规则。 目前，证

监会正在研究将中小企业私募债发行主

体拓展到“新三板”挂牌公司。 推进股票

发行注册制改革。抓紧研究提出股票发行

注册制改革方案。证监会将会同有关部委

继续推进碳交易试点和统一碳市场的顶

层设计，研究开展碳期货交易的可行性。

围绕推进监管转型， 推动市场创新，

提升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特别是新兴

产业的能力，姜洋表示，一是加快多层次

资本市场建设，服务新兴产业发展。 战略

性新兴产业是以科技创新为基础，能够形

成经济增长点并具有带动作用的产业，附

加值高、能源消耗少、技术渗透性强，有着

广泛和潜在的市场需求。随着我国经济结

构调整的推进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

施，新兴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日益突

出，亟需高效优质的金融服务为其持续发

展提供支持。近年来，为满足创新型、高科

技型企业发展的需要，证监会针对市场层

次比较单一、市场覆盖面不广、市场运行

机制不够完善、效率不高等问题，大力加

强资本市场体系和机制改革等方面的基

础性建设， 为对接投融资需求搭平台、拓

渠道、建机制，努力营造有利于企业成长

的环境，开展了一系列工作。

姜洋说，支持区域性股权市场规范发

展，正在研究制定市场定位、发展路径、监

管框架等具体规则，进一步拓宽广大新兴

产业企业对接资本市场的渠道。 按照“鼓

励创新、防范风险、趋利避害、健康发展”

的要求，正在抓紧制定股权众筹融资监管

规则，努力为企业通过互联网平台进行股

权融资拓宽渠道。推出优先股这一证券新

品种，为包括新兴产业企业在内的各类发

行人提供灵活的直接融资工具，促进资本

与科技的对接。

目前，证监会正在研究将中小企业私

募债发行主体拓展到“新三板” 挂牌公

司，以方便更多的企业在债券市场获得发

展资金。

二是深入推进监管转型，支持新兴产

业发展壮大。 长期以来，由于市场基础薄

弱、市场约束不强等原因，监管部门更加

注重前端审批和准入监管。 2014年，证监

会将推进监管转型作为工作重点，主动调

整监管理念和监管方式， 放松事前审批，

强化事中事后监管，为新兴产业健康发展

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下转A02版，相

关报道见A02版）

图为中国证券

报党组书记、社长

兼总编辑吴锦才

（右一） 与五大金

牛团队、最具潜力

团队和最快进步团

队奖获奖嘉宾合影

留念。

本报记者 车亮 摄

中国证券业高峰论坛暨第五届中国证券业金牛分析师颁奖典礼举行

2014年五大金牛研究团队出炉

五位金牛分析师荣获五年优胜奖

□

本报记者 倪铭娅

由中国证券报主办的 “转折中寻

找新机遇” 中国证券业高峰论坛暨

2014年中国证券业金牛分析师颁奖典

礼22日在京举行。共有来自22家券商的

150个小组及分析师获奖。其中，中信证

券、国泰君安证券、广发证券、海通证

券、申银万国证券获“2014年中国证券

业金牛分析师五大金牛研究团队奖” 。

长江证券获 “2014年中国证券业金牛

分析师最具潜力研究团队奖” 。 安信证

券获 “2014年中国证券业金牛分析师

最快进步研究团队奖” 。 32个研究小组

或个人获入围奖。

此次评选的研究领域分为宏观经

济领域研究、投资策略方向研究等30个

方向。来自30个研究领域的最终得分排

名前5位的参选小组或证券分析师获

“中国证券业金牛分析师”称号。其中，

宏源证券、兴业证券、中信证券、安信证

券、海通证券的宏观经济研究小组进入

“宏观经济领域研究” 前五名；兴业证

券、申银万国证券、国泰君安证券、华泰

证券、海通证券的投资策略研究小组进

入“投资策略方向研究”前五名。

为保证评选的公平公正，本次评选

全程采取电子化操作。 秉承以“金牛”

选“金牛” 的宗旨，由代表国内领先投

资水平的“金牛基金” 投票，评选出新

一届“金牛分析师” 。

今年适逢“金牛分析师” 评选的第

五届。 来自海通证券的路颖，中信证券

的吴非、诸建芳，中信建投证券的苏雪

晶及申银万国证券的周海晨五位金牛

分析师获五年优胜奖荣誉称号。

中国证监会、中国基金业协会及中

国证券业协会的有关负责人出席了颁

奖典礼。 中国证券报党组书记、社长兼

总编辑吴锦才为本次颁奖典礼致辞。国

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培林在主

题演讲中表示， 中国过去的增长历程，

吻合于追赶周期。 但是，中国尚未走完

追赶周期。 （下转A02版，相关报道见

A04版、T01-T24版）

推进土地改革需“顺市而为”

□

本报记者 张敏

《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

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近日印发。 这无疑是推进土地改革

的重要文件之一。 土地改革不仅涉及制度

破局，又要协调各方利益，需严守耕地红线

和制度底线，任务不可谓不艰巨。在土地改

革过程中，唯有多听取市场声音，才能打破

利益博弈迷局，不至于被束缚手脚。

土地改革在我国经济发展史上写下过

浓墨重彩的一笔。上世纪

80

年代初期，我国

实施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农村改

革，农民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生产力

得到空前解放。这一轮土地改革，为三十多

年来中国经济腾飞奠定坚实基础。

多年来，我国一直实施严格的土地管

理制度。这不仅强化了土地管理制度的根

基，而且保证了粮食安全，有助于土地在

宏观调控中更好地发挥作用。对土地的严

格管控，也在制约土地发挥基础要素的作

用， 使广大农民难以真正获得土地财产

权。 尤其是近几年，出现城乡二元差距拉

大、土地使用效率低下、土地金融风险隐

现等问题。

事实上，过去数年，对土地改革的呼

吁始终未曾停息。一批相关法律法规的修

订曾一度启动。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项

改革始终未取得实质性进展。

一方面，土地改革涉及土地、建设、农

业和财政等多个部门，协调过程复杂而漫

长；另一方面，习惯了土地财政、土地金融

的地方政府，不会轻易放弃这种惯有的发

展模式。 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土地改革的

推进，远不像外界所预想得那样顺利。

如果说简政放权、尊重市场是市场化

改革的要义， 那么在新一轮土地改革中，

更应听取市场声音， 尤其是最近几年，各

地土地改革的尝试如火如荼，其中不乏成

功且值得推广的案例。 关注这些市场反

馈，无疑有助于明确改革的方向和路径。

首先，建立有形市场。 我国始终未建

立统一的土地使用权交易市场，这使很多

地方的土地流转实际上是在“黑市”中进

行的，权属关系难以厘清，估价、交易等缺

乏有效监管，使土地交易隐患重重。因此，

要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建立城

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有形市场的建立

和完善是第一要务。

其次，保障农民收益。 很多地方已通

过“土地换股权”、土地流转信托等方式，

解决农民收益模式问题。 但是，在定价过

程中，按照农业产值或土地用途定价的矛

盾始终未能妥善解决。《意见》强调：“土地

承包经营权属于农民家庭， 土地是否流

转、价格如何确定、形式如何选择，应由承

包农户自主决定，流转收益应归承包农户

所有。 ”对此，应在制度层面上进行完善，

赋予农民真正的权益。

再次，考虑地方差异。我国幅员辽阔，

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土地权属关系等

千差万别，土地改革试点经验往往呈现出

“南橘北枳”的尴尬。在各地开展的新一轮

试点中，需因地制宜地考虑到这种差异。

最后，完善配套制度。 土地制度改革

涉及范围较广，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

在《意见》对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做

出规范的同时，相关征地制度、农村宅基

地制度改革需同步跟上，《土地管理法》等

基础法律修订需加快。 相关财税体制、户

籍制度调整， 应与土地制度改革同步而

行，从而保障其顺利推进。

A03

焦点

沪港通

料启A股“非对称战”

多位机构投资者表示，沪港通会

为A股市场带来重大影响的逻辑目

前难以证伪，国际资金进驻A股后将

寻找感兴趣的标的长期“潜伏” ，必

将改变A股长期以来形成的游戏规

则。 短期看，A股更有可能呈现类似

“超限战”的非对称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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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货周刊

中国紧抓

大宗商品“熊”契机

继黄金、原油之后，中国在国际

大宗商品市场上再现大手笔：相关人

士透露，在铜价暴跌之际，中国国储

一直在悄悄地大举买入。 1月以来可

能已经购买了大约50万吨铜， 力度

空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