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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要闻

肖钢：大力支持民族地区

股权市场发展

� � � �证监会主席肖钢近日在广西南宁主持召开 “民族地区股权市

场规范发展座谈会” 时表示，证监会系统要采取切实措施，大力支

持民族地区区域股权市场发展。 一是建立健全沟通交流机制。 二是

加大改革创新，增强中介服务功能。 支持证券公司等专业机构参与

区域股权市场建设，发挥人才、专业、业务优势，加大产品创新、人才

培养和业务拓展力度。三是加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支持民

族地区力度。减免民族地区企业挂牌费、年费等费用；建立民族地区

企业即报即审的快速审核通道，提高审核效率；提高民族地区企业

在新三板市场融资功能。 四是推动完善小微企业股权登记托管办

法，提高小微企业股权质押融资效率。 五是落实好民族地区资本市

场培训基金，把钱花在刀刃上。

■

今日视点 Comment

11月贸易顺差创新高

� � � � 11月我国进出口总值同比下降0.5%。 其中，

出口同比增长4.7%，为近7个月最低；进口同比下

降6.7%， 为近8个月最低； 贸易顺差544.7亿美

元，创历史新高。

A02

多因素角力 人民币偏弱震荡

� � � �分析人士指出， 综合考虑中美经济基本面和

货币政策差异、 我国贸易顺差高企、 人民币国际

化、中间价坚挺等因素，预计人民币即期汇率将继

续阶段性走软，但趋势性贬值可能性较小。

A12

时隔三年多，沪综指终于再度站上3000点，并由此进入“3时代” 。 市场

热点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逐步从金融股开始向自贸区和军工题材蔓延，多点开

花之势渐成；同时，指数、板块和个股间的分化也进一步加剧。市场多空分歧加

剧， 主要表现为股指期货持仓量频创新高及沪股通对券商股的激烈博弈。 不

过，总体而言，买入热情依然高涨。此时，市场距离2011年4月18日创下的前高

点———3067.46点仅一步之遥，后期如果市场突破这一点位，则将创下近四

年新高，并开启新的征程。在惊喜与惶恐交织中，牛市梦想已照进现实，不管市

场风格如何变动，A股投资者顺应时势进行布局应为上策。

有效投资需引“源头活水”

□

本报记者 费杨生

投资在明年稳增长中的分量将进一

步提升，但超万亿的投资规划难以回避的

挑战是资金从何而来，如何避免“无效投

资

-

产能过剩

-

债务高企”的风险重现。

投资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引擎，

也是逆周期调控的主要对象， 即使在几十

年狂飙突进后， 亦无法否认投资主导这一

事实。但时至今日，投资主导的涵义已发生

诸多变化，不再片面追求规模，而是更加重

视结构；不再一味追求速度，而是更加重视

质量；不再一哄而上，而是定向灌溉。 因此，

投什么、谁来投、怎么投变得异常重要。 在

次贷危机后的大规模刺激计划中， 正是在

投什么、谁来投、怎么投上的理解或执行存

在偏差， 加之大水漫灌式的配套手段护航

不力， 使得政策初衷与实际效果出现严重

偏差，酿成诸多无效投资。尽管经济脉冲式

反弹，但钢铁、有色等行业产能严重过剩，

过剩行业企业、地方融资平台债务高企，加

大了后期经济调整难度。

本轮大规模投资的再启须避免重蹈覆

辙，应明确政府搭台、市场唱戏的原则，进

一步清晰化投什么、谁来投、怎么投。 在投

什么上， 对经济发展薄弱环节、 公共服务

品、重大基础型工程的发力，与此前的投资

规划并无二致，故要实现有效投资，关键在

于落实好谁来投、怎么投，为此应引入社会

资金、市场机制的源头活水，解决好融资方

式、市场准入、投资效益等问题。

有效投资需要社会资本源头活水。在

过往大规模投资刺激中，银行信贷充当了

绝对的资金主力，带有浓郁行政色彩的国

有企业充当了资金使用、项目投资的急先

锋，但这种大水漫灌的负面性已被实践证

明。未来，地方融资平台被严格管控，地方

发债被纳入全口径管理，“开后门”、“走旁

道”式的融资路径被堵将大大约束地方举

债规模，寄望财政投入带动基建投资飙升

恐难实现。 宽货币、宽信贷将是托底经济

的必然要求，存准率高企的现状也给了央

行降准的空间， 而对资金价格更为敏感、

对投资收益要求更为严格的民间资本并

非毫无融资需求。 因此，在进一步宽松的

政策预期下，有效投资所需的资金活水应

是对成本收益更为重视、运行效率更高的

民间资本。（下转A02版）

北京鞍钢投资招聘启事

北京鞍钢投资有限公司是鞍钢集团资本控股公司下属

的全资专业投资公司。 公司注册资金 2亿元，

办公地点位于北京市西城区，采用完全市场化

运作模式。 现决定在全社会范围内（不限地域、

年龄、所有制）公开招聘投资、风控及财务等

岗位人员，诚邀有志之士加盟，共创辉煌。

具体招聘岗位及条件见 A1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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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12月 9 日 16:30-17:30

嘉宾：

中信证券财富管理中心总经理 李 旦

深圳玖阳投资投资总监 曹素生

A股踏破 3000 点

如何避免继续满仓踏空

3000点之上 顺势而为

□

本报记者 张怡

A股进入“3时代”

昨日，蓝筹板块普涨促使沪综指盘中再现百点长阳的强劲走势，并轻松打赢3000点整数关口攻坚战。 由此，继2011年

4月之后，A股市场重回3000点上方。

在上周五“天价天量” 之后，面对昨日早盘沪综指的小幅低开，投资者并未预料到逼空格局仍能演绎得如此淋漓尽

致。 在非银金融、国防军工和交通运输等板块带领下，沪深两市股指低开后即逐步上攻，而翻红后涨势一发不可收拾，沪综

指盘中一度触及3041.66点高位，涨幅最高超过3.5%，百点长阳再现。 在刷新三年多的新高后，大盘并未进一步向前高点

3067点发起冲击，尾盘小幅回落，最终报收于3020.26点，大涨82.61点，涨幅为2.81%。同时，受房地产和家用电器等板块大

涨带动，深证成指表现更为强势，盘中一度触及10587.62点，涨幅超过5.1%，最终报收于10554.57点，大涨487.29点，涨幅

为4.84%。

股指期货方面，昨日四个合约全线大涨5.2%以上，合计持仓量达24.21万手，较上一个交易日增长9344手，再创历史新

高。 其中，主力合约IF1412较沪深300指数升水74.32点，虽未创出历史新高，但仍居历史高位，体现浓郁做多气息。

与指数节节高攀不同的是，昨日A股市场成交额并未再创新高。 据Wind数据，沪深两市成交额分别达5934.78亿元和

3673.28亿元，虽维持高位但均未超过上周五的“天量”水平。

蓝筹股再度集体躁动助推股指强势攻坚。 昨日28个申万一级行业中，23个行业实现上涨。 其中，非银金融、国防军工、

建筑装饰和钢铁行业涨幅位居前四位，分别大涨8.52%、6.92%、5.62%和5.05%；同时，交通运输、房地产和公用事业等行业

涨幅也均超过3%。 概念方面，福建自贸区、粤港澳、航母和通用航空四个板块分别大涨8.32%、6.40%、5.95%和5.44%；此

外，北部湾自贸区、高端装备等板块涨幅达到5%。

分化格局愈演愈烈

不过，透过指数大涨的表象，看到的是指数、板块和个股之间分化格局的愈演愈烈。 同时，机构与沪股通专用席位在券

商股身上展开博弈。 （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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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看点

市场演绎路径：下一波

围猎二线蓝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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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募基金“满仓踏空”

背后的焦虑 A05

强者恒强：

牛市龙头三要素

A10

私募基金加速对接报价系统

□本报记者 倪铭娅

证监会私募基金监管部有关负责人

8日在私募基金参与报价系统业务座谈

会上表示，在过去一年多时间里，证监会

私募基金监管部本着适度监管、规则监管

和原则监管的相结合、机构监管与功能监

管相结合、分类监管等原则，对私募证券、

股权、创投等各类私募投资基金，按其风

险特征实施差异化监管，不断加强私募基

金的立法和监管体系建设。 同时，正在积

极研究税收、商业保险资金对接、证券期

货账户开立、激励约束机制等问题，推进

政策环境体制建设。

该负责人表示，报价系统是私募市场重

要的基础设施，是协调发展场内和场外市场

重要的组成部分。 报价系统给私募基金进行

创新提供了新的空间， 是支持私募资金创

新，促进行业发展的一个重要举措。

中证资本市场监测中心相关人员表

示， 报价系统可以作为私募基金的投资

平台、销售平台、退出平台，可以提供登

记结算服务支持。 报价系统实施名义持

有制度， 可以有效保护参与人的客户信

息安全。

在私募领域，私募基金可以把报价系

统作为创新试点的平台，在做好风险防控

基础上，自主尝试产品、做市等方面的创

新方案。 目前，报价系统正在积极发展各

类参与人，本着开放、多元、包容、竞争的

原则，通过为多元化的参与人提供更好的

服务。

完善创业投资体制

证监会私募基金监管部有关负责人

表示，政策方面，证监会正在努力推进有

关制度的完善。 社会保险基金、大学基金

会等公益性基金，应该成为私募基金最重

要的来源，现在证监会正在跟相关部门做

课题研究，从根本上解决各种类型私募基

金税收问题。

投资方面，证监会先后对证券账户和

期货账户的开立做了一些工作，下一步将

考虑债券类私募证券基金及其他一些机

构通过银行间市场投资债券类品种，为市

场创立一个更好的投资条件。

该负责人表示， 证监会正在积极推进

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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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债券

中证登收紧城投债质押回购资格

� �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8日发布通知，在暂停受理新增企业债

券回购资格申请和已取得回购资格的企业债券暂不得新增入库的

同时，明确未来没有纳入地方政府一般债务与专项债务预算范围内

的企业债券，仅接纳债项评级为AAA级、主体评级为AA级（含）以

上的企业债券进入回购质押库。这是继此前多次下调信用债质押回

购折扣系数后，中证登再次提高交易所信用债质押门槛。

本报记者 车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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