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市市

市市

市市

市市

市市

市市

市市

市市

市市

市市

市市

市市

市市

市市

市市

市

场场场

场场

场场

场场

场场

场场

场场

场场

场场

场场

场场

场场

场场

场场

场场

场

看看看

看看

看看

看看

看看

看看

看看

看看

看看

看看

看看

看看

看看

看看

看看

看

点点点

点点

点点

点点

点点

点点

点点

点点

点点

点点

点点

点点

点点

点点

点点

点

市场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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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交所：推进自律监管转型增效

深交所近日发布《2014年度自律监管工作报告》，从规则建设、监

管执法、监管转型、规范创新、加强中小投资者保护和风险防控等方面总

结梳理了2014年度自律监管主要工作。 报告对深交所新一年的自律监

管工作做了展望。 2015年，深交所将推进自律监管转型增效，进一步提

高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建设水平，适应新常态，服务新常态，引领新常

态，努力在更高层次、更大范围服务资本市场和国家发展战略全局。

A02�财经要闻

迎接资本市场监管大变革

□

本报记者 蔡宗琦

2015

年全国证券期货监管工作会议

日前召开。会议贯穿着一个主题———聚焦

监管转型，提高监管效能。 这是资本市场

改革路径下的必然选择。

2015

年，资本市

场将迎来包括注册制改革在内的改革攻

坚战。 在新常态下，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发

展， 关键要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持

续推进监管转型。 可以预期，在一系列改

革举措推动下，资本市场监管将在

2015

年

迎来包括研究制定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

在内的大变革。

证监会主席肖钢表示：“推进股票发

行注册制改革，是

2015

年资本市场改革的

头等大事， 是涉及市场参与主体的一项

‘牵牛鼻子’的系统工程，也是证监会推进

监管转型的重要突破。”此外，加快多层次

股权市场体系建设、 大力发展债券市场、

丰富期货及衍生品市场品种体系、促进证

券期货业发展壮大和规范经营、改进上市

公司和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等多项工作

也将在

2015

年重点推进。

2014

年以来，证监会围绕转变监管重

心、方法和模式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积

极成效，监管转型实现良好开局。 特别是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深化，简政放权成效显

著。 全年取消十余项行政许可审批事项，

取消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审核等一批影

响面广的审批事项。 目前，上市公司并购

重组

90%

以上的交易已无需证监会审批，

实现了公募基金产品注册制，彻底清理非

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等。

总体来看，目前取得突出成绩，但问

题、困难和矛盾还不少。一方面，在简政放

权上，不想放、不敢放、不能放的现象仍不

同程度地存在。 另一方面，不会管、不敢

管、不好管的问题日益凸显。

以机构监管为例，证券、基金、期货

等行业在过去几年迎来创新发展关键

机遇期，但机构监管审批报备事项仍然

过多，对机构管理、业务开展指导过多，

从派出机构角度统计， 目前仍多达

100

多项。

在这样的背景下， 可以预期监管转

型、 简政放权的步伐在

2015

年必将加快。

随着注册制等改革的推进，市场有望迎来

监管变革。

此前，肖钢明确提出将“抓紧研究制

定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目前，已有多个

省份着手清单整理工作。但证监会研究制

定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没有现成经验可

循。 对于这项重点工作，证监会已形成思

路框架：

2015

年研究制定的权力清单重点

是列明直接影响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

利义务的行政审批权、日常监管权、调查

处罚权、行政强制权、其他权力等五大类

职权，政策法规制定、规划编制等管理职

权不对行政相对人权利义务产生直接影

响，暂不纳入权力清单。对照权力清单，相

应制定责任清单。 并要求各交易所、行业

协会也要比照办理。同时，按照“法无禁止

即可为”的要求，在证券期货市场外商投

资领域探索建立负面清单。

此外，证监会将加强行政审批事项规

范管理；对国务院决定由工商登记前置审

批调整为后置审批的事项，配合做好调整

后的衔接工作，完成各类备案登记事项的

清理规范工作。

这一系列监管变革，必将有利于证券

监管部门继续深入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大

幅减少投资项目前置审批，取消全部非行

政许可审批事项，消除行政审批“灰色地

带”，用制度形成对权力的有效制约，筑牢

法治“篱笆”，防范权力“越线”，为资本市

场改革攻坚保驾护航。

祁斌：推动A股

纳入MSCI和FTSE指数

证监会国际合作部主任祁斌17日在由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

究所、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证券报》 共同主办的第十九届

（2015年度）中国资本市场论坛上表示，证监会将稳步推进资本市场对

外开放， 深化沪港通机制， 推动深港通， 推动A股市场纳入MSCI和

FTSE指数。

A04�特别报道

橡胶树“倒下” 套保胶企站直

———海南胶农弃割调查

中国证券报记者近日在海南调研发现， 由于胶价跌破胶农心理价

位，“弃割” 现象十分普遍，一些地区“十户九弃” ，致使2014年民营胶

产量大幅下滑。 中国橡胶种植面积达1710万亩，年产量86.48万吨，但

依然没能摆脱大量依靠进口的现状，橡胶产业依旧有80%依赖进口。在

“熊市”背景下，2012年以来，胶价跌逾七成，不只中国胶农遭受跌价之

痛，泰国等主产国亦惨遭损失。低价已导致泰国、马来西亚等橡胶主产区

产量下滑，预计供需状况将缓慢修复，胶价也有望逐渐企稳。

A08�期货周刊

上交所：抓紧做好注册制改革准备

加快推进向开放型综合型交易所转型

□

本报记者 周松林

上海证券交易所日前召开会议，传达

2015年全国证券期货监管工作会议精

神，研读证监会主席肖钢在监管会上的讲

话。 上交所表示，2015年，将加快推进向

开放型、 综合型现代交易所的转型工作，

全力推进股票期权、注册制改革、战略新

兴板、技术力量整合、债券市场机制创新、

自贸区平台等六项重点工作。

通过学习讨论，上交所认为，经济发展

新常态、改革红利的释放和宏观调控方式的

创新，为上交所市场下一步改革创新发展提

供了新的空间和动力，也提出了新的课题。

上交所提出，2015年将以重大改革

创新为契机，加快推进向开放型、综合型、

主体型、服务型、责任型的现代交易所转

型：一是以“沪港通”为起点，打造开放型

交易所。 二是以股票期权为标志，迈向综

合型交易所。 三是以注册制改革为契机，

回归市场主体的本原角色。四是以提升服

务能力为抓手，创建服务型交易所。 五是

以监管转型为动力，建设责任型交易所。

上交所表示，2015年，上交所将全力

推进“1+6” 核心工作，即在确保全年各

项系统运行、业务操作安全运行零事故的

基础上，推进股票期权、注册制改革、战略

新兴板、技术力量整合、债券市场机制创

新、自贸区平台等六项重点工作。

一是全面做好上证50ETF期权上线

的各项准备工作，确保成功上线，平稳运

行。 积极优化上证50ETF期权运行机制，

研究推进上证50ETF期权配套产品。二是

配合证监会，抓紧做好注册制改革各项准

备工作。 三是推动战略新兴产业板建设。

完善战略新兴产业板方案，推动战略新兴

产业板建设，切实增强上交所服务产业发

展、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四是整合技术

力量，提升上交所技术竞争力，为下一步

业务改革创新工作提供更加有力、可靠的

技术支持。 五是配合证监会工作部署，整

合债券市场资源，推进机构间债券市场建

设，建设全新债券市场平台。 六是实现自

贸区平台正式运营。完成交易平台运营机

构的组建，制定交易平台业务方案和规则

体系，筛选并细化重点产品和业务，开发

建设平台技术系统，推出包括为自贸区企

业跨境私募融资服务在内的首批业务。

80只股票震荡期创历史新高

统计显示，最近9个交易日，有80只股票创历史新高。业绩增长预期较高及

股本规模适中是其共同特点。 这有望成为未来一段时间投资者寻找牛股最应

该关注的两大基因。

“肉搏”新三板 专户子公司狂飙占位

众多公募巨头对新三板虎视眈眈。深圳一位基金经理说，2015年公募基金

专户及子公司对新三板的筹码争夺战料空前激烈，每个月可能都会有新三板产

品问世。

金牛基金周报A17

蓝筹ETF受追捧

□

本报记者 曹乘瑜

Wind数据显示，上周沪深交易所的股

票型ETF则现净流入，整体净申购达16.23

亿份。获得净申购较多的是蓝筹ETF，华夏

上证50ETF、 华泰柏瑞沪深300ETF分获

12.05亿份和10.36亿份净申购， 易方达沪

深300ETF获得1.36亿份净申购。

上周香港市场上的RQFII-ETF继续

遭遇净赎回，共计赎回1.15亿份，其中南方

A50被赎回0.97亿份。

牛市方向未变 行情节奏趋缓

□

本报记者 张怡

A股市场上周重现 “牛抬头” 。

在新股申购和蓝筹股快攻后休整需

求双重制约下，前半周A股市场低迷

态势尽显。 上周四养老金领域改革

成为A股行情摆脱弱势重要拐点，保

险股受提振带动A股重拾强势格局，

市场气氛明显回暖。 再加上多项改

革政策齐发形成热点共振， 再度提

振市场信心，蓝筹与成长交相辉映。

对于上周末监管部门拉紧 “牛

缰绳” ，业内人士认为，市场方向并

未改变，改变的只是行情的节奏。

从A股市场角度考量，尽管养老

金目前尚不能直接入市投资， 但金

融股仍将受益于养老金新制度，影

响程度要视推进速度而定。 平安证

券报告认为， 目前企业年金投资管

理人可以是保险公司、信托公司、证

券公司， 职业年金设立和运作很可

能参照现有企业年金进行， 职业年

金未来每年会为行业带来千亿元以

上缴费规模， 因此能够提供养老险

产品的保险公司将直接受益， 具备

年金管理资格的证券公司和信托公

司也是直接受益者。

尽管直接影响缓慢而有限，但

养老金制度变革带来的间接影响不

容小觑。 当前， 改革仍是市场主动

力， 养老金变革是对改革力度和决

心的再确认， 体现出改革在纵深推

进， 进一步提振市场对改革前景的

预期，由此给A股市场更强的上攻动

力。 预期方面，养老金制度变革使其

保值增值问题再度浮上水面， 在改

革扎实推进背景下， 市场产生更为

强烈的长期资金入市预期。 在这种

情况下，海内外资金蠢蠢欲动，提前

布局抢筹行为有望促使行情空间被

进一步打开。

在改革牛市中， 养老金改革仅

是重燃热情的导火索。实际上，在上

周市场中闪耀着改革制度红利的

“星星之火” ， 不论是期权试点、养

老金改革、 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

基金设立、 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文件发布等， 均使A股市场重

整旗鼓、士气大振，引发相关热点积

极响应， 市场摆脱了前期热点匮乏

局面。

在动力充足情况下， 资金面宽

松格局为A股市场提供充足的进攻

弹药储备，资金入市动力再度增强。

一方面，经历新股密集申购高峰后，

打新资金将陆续回流二级市场，有

望打破短期这种存量资金博弈形成

的震荡格局， 成为造就新热点和支

撑行情演绎增量力量。 另一方面，在

连续高位洗筹和休整后， 增量资金

再度入市布局动力逐步增强， 在政

策红利逐步释放情况下， 行情崛起

预期再度升温。 从上周四和周五指

数上攻欲望之强烈， 就可看到市场

已走出短暂的存量博弈格局， 再度

转为增量布局行情。

与此前不同的是，面对“牛头”

再起，有关部门拉紧“牛缰绳” 。 证

监会于2014年12月15日至28日期

间， 对45家证券公司的融资类业务

进行了为期2周的现场检查。 从检查

结果看，目前，证券公司融资融券等

融资类业务总体运行平稳， 风险相

对可控，未发现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为严法纪、强监管、进一步规范证券

公司融资融券等业务的开展， 证监

会依法对相关公司进行处理， 并责

成公司内部追责。（下转A02版）

A03�焦点

注册制改革渐近 “稳妥”成为主基调

业内人士认为，注册制改革不会一蹴而就，也不会“一刀切” ，而

是分步实施、稳妥推进。 注册制改革过程中，可能会开辟新的板块进行

尝试。

CFP图片 制图/苏振

去年12月新房价格降幅收窄

国家统计局18日发布的 “2014年12月份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

价格变动情况” 显示，去年12月全国70个大中城市中的整体新房价格

降幅收窄，并有一个城市出现新房价格环比上涨的情况，这是近4个月

来首次出现。 机构指出，未来房地产的政策环境将继续宽松，并使得市

场预期不断向好。 预计未来几个月，房地产市场的成交量将继续回升，

房价将出现降幅收窄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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