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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市场跨年行情

如何演绎

休刊启事

根据国家有关2015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和沪深交易所元

旦休市安排，本报从2015年1月1日起休刊，5日恢复正常出报。

本报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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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量资金入市动力仍足

A10

期指有望迎来反弹

A13

公私募力挺金融股

A06

新主力 新资金 新玩法

A03

改革思路清 并购大潮涌

□

本报记者 刘丽靓

随着央企及地方国资委有关会议的召开，

2015

年国企

改革重点任务明晰：“加减乘除”调结构，建立“三项清单”

和“四个一批”，以分类、混合所有制以及“四项试点”改革

为重点加速推进。一场大刀阔斧甚至脱胎换骨的改革正在

来临。

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李锦表示，从国资

委负责牵头的改革任务来看， 有三项改革举措已经国资

委审议，包括央企功能界定分类、布局结构调整以及深化

国有企业改革指导意见。 “三项清单”和“四个一批”的表

述，表明分类改革的思路已经清晰，也发出大规模重组的

信号。

2015

年，随着多项改革政策相继落地，国资改革将

进入实施阶段，国企也将迎来大整合、大重组之年，尤其

是被划入“四个一批”的企业或将成为混改和重组的首批

对象。

国企重组四路径

“未来几年，在分类改革完成的基础上，企业必然

会迎来大分化、大调整、大改组的过程。 ”李锦表示，由

国资委监管的

112

户“央企”可能会重组为

30-50

户左右。（下转A02版）

A12�货币债券

定向宽松成新常态

货币环境将保持适度宽松

2014年以来，“定向宽松”成为货币政策的关键词。 由于宏观经济

增速下行，微观市场主体融资成本高企，降息等宽松举措已浮出水面。展

望2015年，在经济内在增长动力较弱、经济结构转型难以一蹴而就、外

部流动性形势仍难乐观的背景下，明年货币环境预计将延续稳中偏松态

势，央行料继续调降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总体平稳，

进一步采取全面降准、降息将是大概率事件。

喜忧“牛回头”

□

本报记者 张怡

在经历周一的“一九”式极端行情后，周二A股市场迎来

缩量百点巨震。周一的领涨品种在周二悉数回调乃至领跌，创

业板指也并未趁势崛起，市场指数和行业板块大面积下跌。

“现在对指数涨跌四、五十点似乎都习以为常，百点调

整从日K线上来看，也并不那么突出了。 ” 一位老股民如是

感叹。

实际上， 近期行情演绎呈现出部分个股暴涨暴跌的极

端状况，与当前A股市场“新常态”———增量资金积极入市

和杠杆使用明显增多的关系密切。显然，经过近几个月的行

情演绎，昨日行情对投资者心理的冲击逐步弱化。不过诸多

信号依然值得注意，虽然“一九” 分化、高位缩量、创业板连

跌、股价操纵调查等一系列因素释放出的信号并不乐观，导

致短期谨慎情绪加重，但“极端” 现象的修复对于未来市场

走势并非坏事，指数短期回调空间较有限，资金关注点预计

依然会在近期热点上。

指数缩量下跌 上涨个股增多

继“12·9” 之后，昨日百点暴跌再度上演，与上次创出

超过万亿的成交天量不同，昨日A股市场成交明显缩量。

昨日，A股市场早盘低开后就出现跳水， 随后震荡企

稳， 午盘短暂翻红， 但尾盘跳水力度加大， 最低下探至

3025.67点， 上证综指下跌94.84点至3032.61点， 跌幅达

3.03%。 在二线蓝筹股的支撑下，深证成指表现相对较强，

早盘低开后便震荡翻红， 大部分时候维持红盘震荡， 收报

10570.79点，微跌0.36%。

中小盘股昨日早盘在指数跳水之际，一度强势崛起引

发人们对风格转换的遐想。 不过好景不长，上午10点后随

着大盘指数企稳， 创业板指再度呈现倾泻而下的弱势格

局。 （下转A02版）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部署明年和今后一段时期农业和农村工作

依靠改革创新推进农业现代化

□

据新华社电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22日至23日在北

京举行。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

八届三中、四中全会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精神，总结2014年农业农村工作，研究

依靠改革创新推进农业现代化的重大举

措，全面部署明年和今后一段时期农业和

农村工作。

会议指出，农业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

的基础和支撑，目前仍是突出“短板” ，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点难点仍然在农村。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加快推进农业

现代化，对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意义重

大。 挖掘农民这个最大群体的消费潜力，

可以更好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农业农村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落后，有巨大新增投

资需求，用好这个空间，可以更好发挥投

资的关键作用；做大做强农业产业，可以

形成很多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培育新

的经济增长点。

会议强调，推进农业现代化，要坚持

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为首要任务，确保

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 要创新机

制、完善政策，努力做好各项工作。一是大

力发展农业产业化。在稳定粮食生产基础

上，积极推进农业结构调整，依靠科技支

撑，由“生产导向” 向“消费导向” 转变，

由单纯在耕地上想办法到面向整个国土

资源做文章，构建优势区域布局和专业生

产格局，加快推进农牧结合。要把产业链、

价值链等现代产业组织方式引入农业，促

进一二三产业融合互动。二是积极发展多

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这是农业现代化的

必由之路，也是农民群众的自觉选择。 要

引导和规范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各

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坚持以粮食和农业

为主，避免“非粮化” ，坚决禁止耕地“非

农化” 。 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方式多种多

样，要因地制宜，充分发挥基层和群众首

创精神，允许“探索、探索、再探索” 。只要

符合国家法律和政策， 符合改革方向，农

民群众欢迎，不管什么形式，都要鼓励和

支持。三是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农业。

综合施策， 减少农业投入品过量使用，逐

步退出超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生产，推

进农业废弃物转化利用，促进受损生态环

境修复治理，加强耕地质量建设，严格保

护耕地和水资源。四是加大农业政策和资

金投入力度。 （下转A02版，相关报道见

A09版及中证网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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