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长股“闹春” 基金随“风”舞翩跹

截至3月8日，今年以来以成长股为主的创业板指数上涨32.59%，中小板

指上涨21.6%。WIND数据显示，截至3月8日，可比的417只普通股票型基金今

年以来的平均收益率达12.63%， 其中领头羊富国低碳环保基金收益率达

47.34%。

全国政协委员、上交所理事长桂敏杰

在记者会上答记者问。

本报记者 车亮 摄

庄心一：市值管理的前提是同等维护所有股东权益

□

本报记者 黄丽

证监会副主席庄心一7日在参加全国政协经

济组联组会议间隙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市值管理

最根本的一点是， 应在所有股东权益都同等考虑、

同等维护前提下做市值管理。 他还表示，注册制推

出后仍需不断磨合完善，不会一蹴而就，也不会一

劳永逸。

庄心一说， 市值管理是一个全球性的一般概

念，各地叫法和内涵不一样，表现形式也不一样。新

“国九条”鼓励上市公司建立市值管理制度。 证监

会要打击的不是市值管理，而是内幕交易。 市值管

理有两个原则比较重要，最根本一点在于，应该在

所有股东权益都同等考虑、同等维护前提下做市值

管理，目的是企业的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而不是

个别股东利益。其次是市值管理不能触犯现行的法

律法规中禁止和限制的领域，例如内幕交易、市场

操纵、信息虚假披露等。 要在“三公原则” 下促使企

业通过市值管理制度的完善， 履行公众公司的义务

和责任。

对于注册制，庄心一表示，注册制推出以后仍需

在实践中不断磨合完善，它的效果也是逐步体现的，

不会一蹴而就，也不会一劳永逸。

对于新三板转板制度，庄心一认为，无论是从必

要性、逻辑性、顺序性等看，转板制度是多层次资本

市场应有之义，是需要在这几年中破题的制度。市场

关心的新三板转板到创业板的门槛和转板机制等问

题都会统一考虑。

证监会副主席庄心一接受记者采访。 本报记者 吕雷 摄

桂敏杰：继续优化沪港通机制

□

本报记者 蔡宗琦

全国政协委员、 上海证券交易所

理事长桂敏杰7日在记者会上透露，

上交所希望进一步拓展ETF期权标的

范围， 并在股票类ETF期权试点成功

的基础上研究推出个股期权产品。 此

外，沪港两所目前在研究改进沪港通

的一些措施，未来将加大宣传和推广

力度。 上交所会积极开展海外推介，

并配合监管部门， 推动A股纳入国际

指数。 在条件成熟的基础上向监管部

门提出意见，进一步扩大沪港通标的

范围。

对于2015年的工作重点，桂敏杰介

绍， 上交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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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动上交所股票市场内部分层

桂敏杰表示， 上交所要归位尽责，

提升自身能力，真正发挥市场主体的应

有作用。

目前，注册制制度设计，方案讨论

已比较深入。 上交所将按照证监会的统

一安排和部署，做好全方位准备，全力

配合推进注册制改革相关工作。

推动注册制改革，主要有以下几项

工作：

一是审核。 注册制不等于不审，还

需要对企业提出的申请进行审核。 从

目前情况看， 由交易所进行审核是主

流方案。

二是审核工作突出信息披露的作

用，要求企业说清楚自己，由投资者判

断企业的优劣。 注册制下，仍然存在一

定的发行条件和上市条件，但是大大压

缩。 （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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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

肖钢：正在研究修订两融业务管理办法

促进证券公司差异化、专业化发展

□

本报记者 顾鑫

证监会主席肖钢7日在接受中国证

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融资融券业务对

依法拓宽入市资金来说是很重要渠道。

总体来看，融资业务发展迅速，但风险

整体可控。 两融检查不意味着融资业务

监管收紧。 证监会正研究修订融资融券

业务管理办法。 合理的指标会放松，该

收紧的会收紧。既促进融资业务规范发

展，又有利于防范系统性风险。

肖钢表示，证监会现在没有考虑马

上恢复T+0机制。 证券公司监管有关规

则正在修订中，要等规定修改完善后才

会考虑是否新增证券公司牌照。

提高直接融资比重需各方共同努力

肖钢说，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是历

年来讲资本市场最多的， 我们感到责任

很重大。报告提出，实施股票发行注册制

改革，过去讲的是推进。注册制实施需修

改证券法， 否则推进注册制会有法律障

碍，期盼新的证券法能尽快提交审议。

肖钢强调， 直接融资比重低既涉及

到资本市场改革仍有空间、制度还不完善

等方面因素，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涉及到一系列法律、文化、监管、信用体制

等问题，因此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是一项艰

巨任务，不是允许多发行股票、多发行企

业债券就能提高的，需各方共同努力。

肖钢表示，证券市场违法犯罪形势

仍比较严峻， 要进一步加强稽查执法，

保持对违法违规的长期高压态势，绝不

手软。 第一个方面，目前证监会全系统

已增加稽查执法人员力量。 对沪深交易

所委托执法，授权从事案件调查，由证

监会的审理部门依照程序进行处罚。 第

二个方面，证监会与公安部门的行刑衔

接越来越好，有利于增强威慑力，更好

地打击违法犯罪活动。

肖钢还表示， 证券法修订草案中涉

及提高违法成本的条款调整， 特别是此

次修订草案增加一章专门讲投资者保

护，在该章及证券监管相关条款中，完善

稽查执法手段、权限，有利于增强执法有

效性，提高执法效能。（下转A02版）

证监会主席肖钢

接受记者采访。

本报记者 车亮 摄

全国人大代表、深交所总经理宋丽萍

在记者会上答记者问。

本报记者 车亮 摄

宋丽萍：深港通标的会包含中小板创业板股票

□

本报记者 黄丽

全国人大代表、深交所总经理宋丽

萍8日在记者会上表示， 深港通已完成

方案设计，待两地监管机构批准后就可

实施。 除主板外，深港通标的还会包含

中小板、创业板股票。

宋丽萍提交了关于完善支持A股

纳入国际基准指数相关政策的建议。 她

预计，若A股100%纳入MSCI新兴市场

指数和富时新兴市场指数，将吸引超过

1万亿元人民币资金投资A股市场。

宋丽萍表示，基于过去十多年中小

板、创业板建设丰富的实践，深交所将

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让更多的金

融活水流向实体经济”的任务中发挥积

极作用。 深交所将按照“新国九条” 要

求以及目前市场环境， 做优做强主板、

壮大中小板、加快发展创业板，充分发

挥多层次资本市场直接融资主渠道作

用；发挥人才、经验、系统优势，大力支

持“四板” 建设；创造条件，让优质中小

金融机构进入资本市场；全面对接创新

驱动战略。

中小板创业板股票

拟纳入深港通标的

宋丽萍表示，深交所与港交所、中

国结算正积极推进“深港通” 各项准

备工作， 目前已完成方案设计并启动

技术系统开发， 待两地监管机构批准

后，将组织市场业务和技术准备，积极

推动实施。

宋丽萍说，“深港通” 试点初期主

要结合深交所多层次资本市场特点，以

及服务中小企业和创业创新的发展战

略， 重点考虑对标的证券范围进行扩

大。（下转A02版）

A02�财经要闻

高虎城：加速中日韩自贸区建设谈判

商务部部长高虎城7日表示，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升级谈判和区域

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RCEP）都要争取在今年底前结束。 同

时，将在中韩结束自贸区谈判并在今年签署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和加

速中日韩自贸区建设谈判。

市场波动将加剧 调整中择机春耕

本周23只新股集中申购，加上改革预期逐步明朗，热点分化难以避免。 分

析人士认为，短期市场波动将加大。 不过，鉴于打新仅为短期扰动、改革红利持

续释放，市场趋势依然向上，短期波动反而成为优质品种的春耕良机。

华泰证券去年净利增一倍多

华泰证券3月8日晚披露2014年年报， 公司2014年度实现营业收

入120.62亿元， 同比增长67.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4.86亿元，同比增长102.11%；基本每股收益0.8011元。公司称，业绩

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市场股票基金交易量、 融资融券业务规模均较2013

年大幅增加；同时，股指的大幅上涨有利于自营业务，IPO重启使投行收

益同比大幅上涨。

A09�公司新闻

政策松绑预期高涨

港股医药电商板块渐入佳境

港股上市公司金天医药和阿里健康股价呈现明显反弹趋势。 同样有

医药电商概念的上海医药H股近期表现强势。 上述公司股价走势是市场

对内地医药电商新规出台预期的反映。分析人士认为，处方药网上销售放

开是大势所趋，预计销售目录、第三方物流配送标准、医保对接等配套措

施有望陆续出台。 医药电商板块有望成为贯穿2015年的主题投资之一。

A04�海外财经

上海国资证券化提速

近期，上海国资系统旗下光明集团、上海纺织集团、上海电气集团、

上海华谊集团等国企资产整合乃至核心资产上市等消息不断传出。分析

人士称，上海国企未上市资产通过多种形式上市、实现资产证券化的速

度在加快。

A09�公司新闻

咖啡波动率问鼎全球

对冲基金忙“迁徙”

当你安静地享用一杯醇香咖啡时，在美国的咖啡期货市场，对冲基

金从没闲着。面对2014年波动率最大的品种，咖啡投资者不得不频繁地

大规模“迁徙”于多空之间。“波动率是对冲基金一个‘重要的伙伴’ 。”

混沌天成期货研究院院长叶燕武指出，对于对冲机构而言，波动率既可

以作为交易指标，也可以作为交易品种。 不过，波动率之于衍生品市场，

仿若萧何之于韩信。波澜壮阔中，既蕴含盆满钵满的机遇，也常见灰飞烟

灭的伤悲。

A06�期货周刊

欧阳泽华：增强区域股权市场服务能力

A03

A09�公司新闻

重大技术装备创新引入保险补偿机制

环保创新型装备公司将分享“红利”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中国环保机械行业协会（CAMIE）获悉，财政

部、工信部、保监会制定了《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推广应用指导目

录》，CAMIE牵头推荐的大气污染防治装备、水污染防治装备、固体废

弃物处理装备3大类18项装备列入首批目录，这些技术装备由装备制造

企业投保，中央财政给予80%的保费补贴。 分析人士认为，此次入选的

18项装备多数为各细分领域领先但市场推广难度大的技术装备， 且多

数为上市公司的技术储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