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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国家安全战略纲要

□

据新华社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1月23日召开会议，

审议通过《国家安全战略纲要》；听取全

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

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向中央政治

局常委会汇报工作的综合情况报告；听取

关于2014年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情况

的汇报， 研究部署下一步改进作风工作。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认为， 当前， 国际形势风云变

幻，我国经济社会发生深刻变化，改革进

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社会矛盾多发叠加，

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安全风险挑

战前所未有，必须始终增强忧患意识，做

到居安思危。制定和实施《国家安全战略

纲要》， 是有效维护国家安全的迫切需

要，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

要求。 在新形势下维护国家安全，必须坚

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 坚决维护

国家核心和重大利益， 以人民安全为宗

旨，在发展和改革开放中促安全，走中国

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要做好各领域国家

安全工作， 大力推进国家安全各种保障

能力建设， 把法治贯穿于维护国家安全

的全过程。

会议提出，坚持正确义利观，实现全

面、共同、合作、可持续安全，在积极维护

我国利益的同时， 促进世界各国共同繁

荣。运筹好大国关系，塑造周边安全环境，

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积极参与

地区和全球治理，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

应有贡献。

会议强调，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

要基石。必须毫不动摇坚持中国共产党对

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 坚持集中统

一、 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工作领导体制。

要加强国家安全意识教育，努力打造一支

高素质的国家安全专业队伍。

肖钢：坚持以“零容忍” 态度查处腐败案件

监督执纪要动真碰硬 要把监管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

本报记者 倪铭娅

中国证监会23日召开全系统党风廉政建

设工作会议， 学习贯彻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五次

全会精神。 党委书记肖钢就贯彻落实中央纪委

五次全会精神提出要求， 纪委书记王会民对

2015年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作出具体部署。

肖钢指出，要敢于担当，真正把责任扛在

肩上。 各单位党委书记、纪委书记包括会机关

各部门负责人，必须担负起应有责任，把党风

廉政建设当作分内之事、应尽之责，否则就要

承担相应的责任后果。 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

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肃政治生活和组

织纪律，从严管理干部，为证券期货监管事业

提供政治保障。

肖钢强调，监督执纪要动真碰硬。 要切实

加大对廉政风险较高的权力部门、 关键岗位

的监督力度，尤其是行政许可、稽查执法等跟

市场直接相关的部门、岗位，以及证券期货交

易所、全国股转公司、中国结算、中证金融等

与市场联系紧密的单位。 要发挥行政监察职

能，制订行政监察办法，灵活运用行政监察手

段， 加强对监管转型过程中权力运行的再监

督。 要坚持以“零容忍” 的态度查处腐败案

件，重点查处利用行政许可权、稽查办案权、

行政处罚权和监管检查权进行权钱交易、利

用非公开信息数据谋利、 进行内幕交易和违

规买卖股票等行为。

肖钢提出，要把监管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加强对自由裁量权的规制，进一步简政放权、公

开审批流程、强化内部流程控制、推进权力运行

程序化和公开透明。加强重要基础性制度建设，

健全选人用人管人制度，重视和加强干部轮岗，

建立健全保障制度执行的工作机制。 加强制度

协同性与完备性， 重点关注行政许可权取消下

放后的制度安排，关注新成立部门的制度建设。

修订相关制度，形成相互补充、较为完备的防止

利益冲突制度体系。

肖钢要求， 要清醒认识作风问题的顽固

性，一刻不可放松，须臾不能懈怠。 要重点查处

中央“八项规定” 出台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整改结束后顶风违反纪律的行为。 要

深入开展“三严三实” 专题教育活动，针对系

统干部队伍作风建设上存在的突出问题，抓

细、抓常、抓实。 要看住一个个时间节点，解决

一个个具体问题，切实防止“四风” 出现反复

和以新的形式反弹。

王会民在部署2015年党风廉政建设工作

时强调，要强化监督执纪问责，持之以恒落实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围绕“不敢、不能、不想” ，加

强思想政治教育，强化制度机制保障，形成持续

有力震慑，努力把证监会建设成“政治清明、政

府清廉、干部清正”的监管机构。 一是加强监督

检查，确保政令畅通，牢固树立守纪律讲规矩意

识。二是进一步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传导

压力，强化问责。三是深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持之以恒反对“四风” 。四是更加聚焦主业，

切实加大监督执纪力度。 五是加强对会管单位

纪检监察的垂直管理， 继续加强纪检监察干部

队伍建设。

证监会进一步提高IPO和再融资审核透明度

反馈意见和反馈意见回复内容将公开

□

本报记者 倪铭娅

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张晓军23日在例

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为进一步提高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和上市公司再融资审核工

作的透明度，证监会将在审核过程中公开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和上市公司再融资审

核过程中证监会提出的反馈意见和反馈

意见回复内容。 同时，将发审委委员在发

审会上提出询问的主要问题和发审委审

核意见一并向社会公开。

张晓军介绍， 再融资反馈意见具体

公开方式是：自2015年2月1日起，对于新

受理的企业再融资申请， 在我会办公厅

受理处向发行人出具反馈意见后的当周

周五晚， 在公开再融资审核工作流程及

申请企业情况表的同时， 在证监会网站

发行部专区“再融资反馈意见” 子栏目

公开再融资反馈意见， 发行人的反馈回

复按临时公告要求披露后向我会报送，

具体披露要求将由沪深证券交易所通知

上市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反馈意见具体公开

方式是：对截至2015年2月1日首次公开

发行申请企业审核状态为未出具反馈

意见的企业，新出具的反馈意见在发行

人落实反馈意见后、更新预先披露招股

说明书时在证监会网站发行部专区“首

次公开发行反馈意见” 子栏目公开，并

督促发行人在更新招股说明书中披露

反馈意见回复中应当补充披露的内容

和制作招股说明书更新内容对照表。 反

馈意见回复中不属于应当披露的解释

说明可以不披露，涉及商业秘密的可以

申请豁免。

委员在发审会上提出询问的主要问

题和发审委审核意见具体公开方式是：自

2015年2月1日起，对于首发、配股、增发、

可转债等适用普通程序的融资品种，在发

审会召开当日，将委员在发审会上提出询

问的主要问题随会议表决结果一并向社

会公开。每周五将本周发出的发审委审核

意见在证监会网站发行部专区 “发审委

审核意见” 子栏目公开。对于发审会上和

发审委审核意见中提出的要求发行人和

中介机构补充披露的内容，发行人应在封

卷时提交并在正式刊登招股说明书时予

以披露。

张晓军表示，按照新股发行体制改

革的要求，贯彻落实“以信息披露为中

心” 的监管理念， 促进投融资均衡发

展， 提高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

力，近年来，证监会在推进发行审核工

作市场化、 法治化和规范化的同时，不

断提高审核工作的透明度，接受媒体和

社会监督。

去年以来，为落实“以信息披露为中

心” 的新股发行体制改革要求，证监会不

断提高审核工作的透明度，陆续梳理公布

了发行审核的常见问题解答，将预先披露

时点进一步提前至申请受理时，在此前已

向社会公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审核流程

和审核进度基础上，将再融资审核流程和

审核进度也向社会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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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震不改“牛心”

险资淡定逐波踏浪

在股指动辄上蹿下跳百余

点的行情面前， 喊出加仓口号

的险资机构目前在想什么？ 又

在干什么？ 来自不同规模保险

公司的内部人士告诉中国证券

报记者，指数强震将是常态，牛

市格局应不会改变， 适时加仓

是主要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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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利贷赌杠杆错上加错

一股民两踩赣州稀土借壳“地雷”

谷悦（化名）是威华股份的一名普通投资者，但他的经历显得

十分离奇。2013年*ST昌九暴跌，谷悦积极维权成为“昌闹” 一员，

急欲翻本的心态又促使他成为威华股份的股东。 人不能两次踏进

同一条河流，谷悦却不幸地遇到了两次赣州稀土引发的“黑天鹅事

件” ，尤其是借助高利贷的杠杆更让其血本无归。

04

机构解盘

蓝筹涨势趋缓 成长分化加剧

本周受两融风控加强影响，A股迎来大幅波动，单日涨幅和跌

幅均创出多年新高，创业板指连续上演新高秀。后期蓝筹股和成长

股将如何演绎？面对市场变化投资者应如何调仓？本周财经圆桌邀

请银河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孙建波、 申银万国证券首席策略分析

师王胜和长江证券宏观策略资深分析师张旭欣三位嘉宾， 共同展

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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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视野

阿卜杜拉 撼动石油市场的领导人

1月23日，现年90岁的沙特阿拉伯国王阿卜杜拉因病去世。 作

为全球最大石油输出国的元首， 阿卜杜拉的每一个重要决定都可

能影响全球原油市场。 目前油价持续暴跌，但以沙特为首的海湾欧

佩克成员国却未表露出任何通过减产来稳定石油价格的意愿。 沙

特新任国王会否延续以往政策引起市场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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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投资

禅画：自然地生活 自然地艺术

从古到今， 很多艺术家都将参禅打坐作为一种特殊的创作训

练。禅家认为，“心与宇宙合一” ，人回归自然之后的艺术创作，才能

真正展现心境，此时的艺术创作也会自然而然地充满禅意。 禅画可

以说是“中国创造” ，它的产生与发展对中国美术史有重要价值。

人民币对美元贬值近两百点

欧版QE推出波及国内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对美元即期汇率23日贬值

近200基点。分析人士认为，由于人民币在非美货币中表现仍相对强势，人民币

实际有效汇率大概率将延续升值势头。

“攻城” 靠蓝筹 “夺地” 看量能

蓝筹股带领指数“攻城” 之后，能否真正“夺地” 就取决于后续部队的表

现，表现在盘面上就是量能能否再度有效放大。如果增量资金依旧观望，那么市

场或重回指数震荡、热点轮动的格局。

A02�财经要闻

证监会：加大对信披违法违规打击力度

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张晓军23日表示，证监会将进一步加大针对信息

披露违法违规打击力度，按照稽查执法程序、证据标准和认定条件开展信

息披露检查工作，符合立案条件的及时立案查处，涉嫌犯罪的移送公安机

关，触发退市条件的严格退市。 同时，证监会将探索和推动建立健全多元

化投资者赔偿机制，不断加大民事追责力度。 发行人、上市公司要切实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中介机构要勤勉尽责，切莫触碰法律底线，否则将付出

沉重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