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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看点

牛市脸谱：小票守卫者

VS蓝筹追风人

A15

政策频发力

券商“带路”跨年行情

A15

国企改革政策措施有望近期出台

□

本报记者 刘丽靓

中国证券报记者获悉，多项有关国企

改革的政策措施有望在春节前出台，国企

功能定位及混改相关操作细则等将进一

步明确。

七大任务

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楚序平

27日在由国务院国资委新闻中心主办的

首届国企改革发展前沿论坛上表示，明年

国有企业改革有七大任务。

一是要深入做好准确界定不同国有

企业功能工作。

二是稳妥、规范、有序发展混合所有

制经济。明年亟需研究混合所有制的政策

细节，需要明确的是，中央企业总部最好

保持国有独资， 对绝大多数重要国有企

业，政府要保留51%以上控制权；混合所

有制优先考虑包括社保基金、保险基金等

公众基金，中国投资者优先；搞混合制出

售的国有股权收入，必须用于发展国有经

济的新投入，不能吃光分净；混合所有制

要一企一策，不刮风、不搞倒计时、不搞运

动，防止犯颠覆性错误；混合所有制操作，

优先鼓励IPO进行混合， 必须进场交易、

竞价交易，禁止协议出售。 规范国有资产

评估，完善国有资产定价机制，严格操作

流程，确保公开透明，切实防止国有资产

流失。 亟需研究员工持股政策细节，选择

部分企业进行试点，在总结经验基础上稳

妥有序开展。

三是要进一步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明

年亟需研究推进“三项制度改革”的可操

作性政策。

四是要积极推进剥离企业办社会职

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五是加快推进 “四项改革” 试

点。 各试点企业要进一步解放思想、

开拓创新，大胆试、大胆闯，重点要在

体制机制创新上狠下功夫，不断取得

新的进展和成效，并及时总结推广成

熟经验和有效做法，以点带面加快推

进改革。

六是要稳妥推进薪酬制度改革。

七是改革完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

准确定位国企功能

楚序平表示， 准确界定不同国有

企业功能， 要求明确区分政治目标和

经济目标，区分公共服务和商业服务，

区分垄断收益和竞争收益，一切非商业

性目标带来的成本都应当由公共财政

足额补贴，或者在考核中给予确认。 国

有企业分类初步分为商业类国有企业

和公益类国有企业两大类，通过准确界

定国有企业功能， 目的在于通过界定

功能，实现分类改革、分类监管。 这些

进展为明年全面推进改革奠定了体制

基础。 （下转A02版）

蓝筹仍站在风口

□本报记者 张怡

近期， 不少投资者热切期盼在逼空式上涨后能开启全面开

花的普涨格局，摆脱满仓踏空的遗憾，收获牛市板块轮动带来的

补涨收益，不过行情演绎出人意料。

上周A股市场在大涨、大跌与普涨的交替中展开宽幅震荡，

创下本轮行情新高点。 “二八” 分化实质上一直在主导，“跷跷

板”效应仍未消失。 除权重股轮番上演逼空外，大多数个股仅小

幅上涨，这从每日跑赢大盘的个股仍是少数可见一斑。 当前，宽

幅震荡大概率意味着慢牛模式主导着短期行情， 大盘蓝筹股依

旧站在风口。

回顾A股历史上的几轮牛市， 在大涨初期往往是盈利预期

向好的周期股上演领涨行情， 等周期股及其产业链实现完全演

绎后，低估值金融股开始接棒。 伴随蓝筹股热潮减弱，题材股开

始全面开花、中小盘股唱戏行情启动，市场实现普涨，一派繁荣

景象。

当前A股市场显然未按“规矩” 出牌，“二类” 股票轮番演

绎没完没了，但“八类”个股始终没有机会登台表演。 回顾本轮

行情的领涨板块， 在启动之初最先演绎的是重组预期和政策预

期强烈但无实质业绩支撑的军工板块；四季度以来，以券商为代

表的大金融板块接过领涨大旗；近期伴随经济“新常态” 的定

调，与“一带一路” 、长江经济带、京津冀等直接相关的基建股、

交运股等再度接棒。其他行业至今几乎没有什么演绎机会，也就

逐步失去资金青睐。 特别是2013年显著跑赢大市的中小盘题材

股，成为诸多未能及时转变思维的满仓踏空者心中的痛。（下转

A02版）

庄心一：法治是资本市场善治根基

以注册制改革为核心推动修改完善证券法等基础性法律制度

□

本报记者 蔡宗琦

证监会副主席庄心一27日在第五届

“上证法治论坛” 上表示，证监会要积极

配合全国人大对证券法的修改工作，通过

对现行证券法关于证券发行核准制的制

度调整，明确厘定注册主体、注册要求以

及注册程序等安排，特别是要从法律上清

楚界定信息披露的要求和不同主体对信

息披露的职责边界，严格落实发行人的诚

信责任和中介机构的把关责任。要推动完

善证券侵权民事赔偿司法解释，积极稳妥

推进证券行政和解试点，探索完善专业化

调解组织建设。

庄心一指出，法治是资本市场善治的

根基，要以法治的思维和方式，扎实做好

资本市场改革发展和监管执法的各项工

作。 一是以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为核心，

推动修改完善证券法等基础性法律制度。

市场广泛关注的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绝

不仅仅是股票发行方式的简单变化，而是

事关市场运行机制和监管理念的基础性

重大变革。证券法修改是注册制正式实施

的前提，证监会要积极配合全国人大对证

券法的修改工作，通过对现行证券法关于

证券发行核准制的制度调整，明确厘定注

册主体、 注册要求以及注册程序等安排，

特别是要从法律上清楚界定信息披露的

要求和不同主体对信息披露的职责边界，

严格落实发行人的诚信责任和中介机构

的把关责任。 同时，要丰富和强化监管机

关的执法措施和执法手段， 完善民事、行

政和刑事法律责任制度，为坚决惩治注册

信息虚假行为， 切实保障投资者合法权

益，提供完备的法律制度保障。

二是以监管转型为重点，进一步提高

行政执法效能。要进一步“简政放权” ，同

时强化事中事后监管的手段和方式，引导

和规范市场主体行为。

三是以解决投资者经济利益救济难

题为目标， 健全多元化的纠纷解决和利

益补偿机制。 欺诈发行、虚假陈述、内幕

交易、操纵市场等违法行为发生时，投资

者最关切的往往是经济损失能不能挽

回， 而这恰恰是目前投资者保护的薄弱

环节，也是下一步必须加强的重点工作。

要进一步完善证券侵权民事赔偿司法解

释， 有效解决民事赔偿诉讼面临的实际

问题， 支持投资者通过民事诉讼维护自

身权益； 要积极稳妥推进行政和解试点

工作， 对于符合行政和解条件的特定案

件， 可以通过与案件当事人达成和解协

议， 由当事人交纳和解金的方式补偿投

资者；要不断提升行业调解专业化水平，

推动专业化调解组织建设， 推进诉调对

接、仲调对接，不断拓宽证券期货市场矛

盾纠纷解决渠道。

四是以公开透明为原则，积极营造诚

信守法的市场环境。要以投资者需求为导

向，建立差异化的信息披露制度；坚持以

公开为常态、 以不公开为例外的原则，全

面推进政务公开。

五是以构建创新与法治的良性互动

为手段， 形成法治引领和保障改革创新、

改革创新在法治轨道上进行的新常态。市

场所有改革创新必须于法有据，立法也要

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相

关报道见A09版）

A05�期货周刊

2014牛市咏叹调：捕牛达人遗憾多

2014年A股热闹非凡：单日逾万亿成交令人惊叹，超36万亿的A股

市值创历史之最；蓝筹反击，股指期货罕见百点升水，让坚守估值洼地的

价值投资者喜笑颜开。

临近岁末，一些投资者向中国证券报记者讲述了他们的2014投资

故事。 他们中有入市长达二十年的老手，也有刚刚入市的菜鸟；既有股

市玩票高手，也有期市弄潮先锋。 让我们来看看，2014年，他们是怎样

走过的……

制图/苏振

七成投资者

看涨明年A股

□

本报记者 卢铮

由中证网举办的“证券市场投资者有奖调查”显示，对

于2015年股市总体趋势，69.57%的受访者认为将上涨，

62.64%的受访者认为大盘蓝筹股收益率更高。

明年看好大盘蓝筹

69.57%的受访者认为明年股市将上涨，19.57%的受访

者认为股市将盘整，10.87%的受访者认为股市将下跌。

对于明年的股市投资收益率， 大部分投资者持乐观态

度。 9.78%的受访者预计投资收益率将在10%以内，31.52%

的受访者预计将在10%—50%，58.69%的受访者预计收益

率高于50%。

对于具体板块，62.64%的受访者认为明年大盘蓝筹股

的收益率更高，24.18%的受访者认为中小板收益率更高，

13.19%的受访者认为创业板收益率更高。

对于明年的操作策略，67.42%的受访者表示将以中长

线为主，20.22%表示以短线为主。（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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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中国证券市场十大新闻

2014年十大海外财经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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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改革将加快推进

A股牛市有望注入新动力

A03

九家券商无一看空

今年行情完美收官可期

A17

A02�财经要闻

证监会：拓宽一码通账户覆盖范围

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近日在中国结算证券账户整合总结会上表

示，下一步将拓宽一码通账户的覆盖范围，正在研究将一码通拓展到期

货账户，支持拓展到场外市场尤其是区域性股权市场，未来要实现一码

走遍资本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