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气逐步回暖 震荡消化压力

从昨日走势来看，沪指4000点上方压力较大，短期市场将以震荡整固的方

式逐步消化，期间市场热点仍将围绕题材股展开，国企改革、“一带一路” 和国

防军工等长线主题值得投资者重点关注。

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小幅回升

14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为6.3975，较上日上调35基点，比上日即

期市场收盘价走高15基点。14日人民币兑美元即期汇率收报6.3918，较上日收

盘价上涨72基点。

证监会多举措促进并购重组市场化

已受理12只香港互认基金注册申请

□

本报记者 王小伟

关于促进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的举措， 证监会新

闻发言人邓舸14日表示，下一步，证监会将结合《证

券法》修改和注册制改革，进一步取消和简化行政

许可事项，优化审核流程，强化事中、事后监管。为确

保基金互认工作顺利实施， 中国证监会正积极协调

相关部委尽快出台配套政策，同时，中国证监会也已

正式受理12只香港互认基金的注册申请，相关注册

审查工作正在稳步推进中。此外，中国上市公司协会

正在牵头推进市值管理的进一步研究工作。

对于“在取消现金收购的重大资产重组行政

许可后，监管层对促进上市公司并购重组、支持实

体经济发展方面有哪些举措” 的问题，邓舸表示，

2014年，证监会配合全国人大修改了《证券法》，

修订了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和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取消上市公司收购报

告书事前审核行政许可； 对上市公司重大资产购

买、出售、置换行为，除构成借壳上市外，全部取消

审批；简化了要约收购义务豁免审批的情形；完善

了并购重组股份定价机制； 丰富并购重组支付工

具，允许上市公司发行优先股、定向发行可转换债

券实施并购。

邓舸指出，近期证监会采取多项举措，持续推进

并购重组市场化改革。一是扩大配套募集资金比例，

由不超过交易总金额的25%， 提高到不超过拟购买

资产交易价格的100%。 二是继公开受理、反馈、重

组委审议、审结等审核时点后，公开审核反馈意见，

更好地接受社会监督。三是完善审核分道制，按交易

类型分类审核。 对市场化程度较高的第三方并购项

目，安排批量集中上会，提高审核效率。 四是协调推

动财税部门完善并购重组税收政策， 降低了企业所

得税递延纳税标准， 允许个人所得税5年内递延缴

纳，大幅降低交易成本。

邓舸表示，下一步，证监会将结合《证券法》修

改和注册制改革，进一步取消和简化行政许可事项，

优化审核流程，强化事中、事后监管。 依托企业兼并

部际平台，优化并购重组市场环境，促进市场规范发

展，更好发挥资本市场支持国民经济转方式、调结构

的作用。

对于中国证监会与香港证监会两地基金互认的

进展情况，邓舸表示，5月22日，中国证监会与香港

证监会签署基金互认监管合作备忘录并发布《香港

互认基金管理暂行规定》。 根据该规定，基金互认工

作于7月1日正式实施。 为确保基金互认工作顺利实

施， 中国证监会正积极协调相关部委尽快出台配套

政策。 同时，中国证监会也已正式受理12只香港互

认基金的注册申请， 相关注册审查工作正在稳步推

进中。

对于市值管理监管措施问题，邓舸表示，为贯彻

落实“新国九条” ，证监会积极开展鼓励上市公司建

立市值管理制度的相关调研工作。 （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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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办印发《整合建立统一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工作方案》

将公共资源交易纳入规范化法治化轨道

□

新华社电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整合建立

统一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工作方案》（以

下简称《工作方案》），提出将工程建设

项目招标投标、 土地使用权和矿业权出

让、国有产权交易、政府采购等公共资源

交易纳入规范化、法治化轨道，实行全流

程透明化管理。 这是深入推进简政放权、

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创新事中事后

监管， 建设现代市场体系的重大举措，对

于提高政府管理水平和效率，防止权力寻

租和滋生腐败，促进创业创新与公共资源

的便捷有效对接，具有重要意义。

《工作方案》 明确提出了整合目标：

2016年6月底前，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基本

完成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整合工作。 2017

年6月底前， 在全国范围内形成规则统

一、公开透明、服务高效、监督规范的公共

资源交易平台体系，基本实现公共资源交

易全过程电子化。 在此基础上，逐步推动

其他公共资源进入统一平台进行交易，实

现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从依托有形场所向

以电子化平台为主转变。

《工作方案》 确定了四个方面的重

点任务。一是有序整合资源。设区的市级

以上地方政府应整合建立本地区统一的

交易平台。 县级政府不再新设，已设的应

整合为市级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的分支机

构。 鼓励整合建立跨行政区域的公共资

源交易平台。 各省级政府要按照国家标

准和规范，建立全行政区域统一、覆盖市

县的电子交易公共服务系统。 充分整合

利用现有各类交易场所。推动实现专家资

源全国共享。 二是统一规则体系。清理各

地公共资源交易规则，坚决纠正违法违规

设置审批、变相审批、干预交易主体自主

权等内容。有关部门要抓紧制定全国统一

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管理办法和交易规

则等，各省级政府要制定本地区平台服务

管理细则。三是完善运行机制。建立信息

公开和共享互认机制， 依法公开交易公

告、资格审查结果、项目审核、成交履约、

行政处罚等信息，对市场主体登记注册等

信息实现交换共享， 不得要求企业重复

登记、备案和验证。 强化平台服务功能，

构建社会评价机制。 限期取消公共资源

交易平台违规设置审批或以备案名义变

相审批等活动。四是创新监管体制。按照

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

互协调的要求， 深化公共资源交易管理

体制改革。 运用大数据等手段实施电子

化行政监督，强化信用机制建设，发挥行

业组织和社会监督作用。

《工作方案》要求，各省级政府要建

立相应工作机制，对行政区域内已有的各

类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进行清理，限期提出

具体实施方案。在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清理

整合工作完成前，要保障原交易市场正常

履行职能，实现平稳过渡。

证金公司向汇金协议转让部分股票

今后若干年不会退出 但一般不入市操作

□

本报记者 王小伟

证监会14日发布公告称， 中国证券

金融股份有限公司14日通过协议转让方

式向中央汇金公司转让了一部分股票，由

其长期持有。

公告指出，股市涨跌有其自身运行规

律，一般情况下政府不干预。 政府的职责

是建立和维护“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

秩序，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

法权益，促进股市长期稳定健康发展。 但

在股市发生剧烈异常波动、可能引发系统

性风险时，必须及时果断采取多种措施稳

定股市。 前一段时期，中国证券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入市购买股票，对于维护股市稳

定、防范系统性风险发挥了积极作用。 随

着市场由剧烈异常波动逐步趋向常态化

波动，应更加注重发挥市场自我调节的作

用，通过深化改革不断完善市场的内在稳

定机制。 今后若干年，中国证券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不会退出，其稳定市场的职能不

变，但一般不入市操作，当市场剧烈异常

波动、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时，仍将继续

以多种形式发挥维稳作用。

公告称，14日，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依照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通过协

议转让方式向中央汇金公司转让了一部

分股票，由其长期持有。这样做，有利于更

好发挥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稳定

市场作用， 也有利于更好恢复市场功能，

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为股市长期稳定健

康发展创造条件。

严厉打击

保荐代表人违法入股行为

□

本报记者 王小伟

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邓舸14日表示，近期证监会对

两起证券公司保荐代表人违法入股案件作出行政处罚

决定，对保荐代表人李黎明实施终身市场禁入措施，对

戴丽君、刘兴华分别实施了十年市场禁入措施，两案罚

没款共计1.5亿元。

邓舸指出，依据《证券法》第43条规定，证券公司

的从业人员不得直接或者以化名、借他人名义持有、买

卖股票，也不得收受他人赠送的股票。保荐代表人作为

证券从业人员在为发行人提供保荐服务时， 利用自己

的职务便利、特殊地位和信息优势,通过直接持有或代

持等方式入股拟上市公司攫取暴利的行为， 公然触犯

了法律禁令，违背了诚实守信、勤勉尽责的义务，应予

以严厉打击。

在李黎明案中， 李黎明作为证券公司资深投行工

作人员，明知自己的持股行为违法，已构成利益冲突，

却刻意隐瞒代持公司身份，试图藉此规避法律规定，具

有明显的主观故意；在戴丽君、刘兴华案中，两人利用

投行部工作的职务便利， 在对拟上市公司进行改制辅

导和保荐上市过程中，（下转A02版）

A02�财经要闻

前7个月我国直接对外投资增20.8%

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司长周柳军14日说， 今年前7个月，

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635亿美元，同比增长20.8%。 预计全年对

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增速将在10%至15%的区间。

商务部数据显示，前7个月，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直

接投资额达73.9亿美元，同比增长58.5%。 同时，中国企业对美投资热

情较高，投资额达38.3亿美元，同比增长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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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特稿

谷歌 互联网巨头更名重组

8月10日，谷歌宣布重组，组建新公司Alphabet，自己将变成

后者的子公司，从四季度开始，Alphabet将成为谷歌的上市实体，

谷歌所有股票都将直接注入Alphabet。 消息公布后，谷歌股价在

美国股市的盘后交易中上涨约6%。 该股今年以来累计上涨

29.1%，明显好于大盘以及同类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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剁小票匀出子弹

基金抱紧蓝筹寻安全

爱也好，恨也罢，上半年把

小票炒得风生水起的公募基金

正在加速撤离中小创。 “每次

反弹都是减仓机会。 ” 多位公

募基金经理对中国证券报记者

表示，小票风险未释放完毕，最

近他们在调整持仓结构， 将仓

位逐渐转向安全边际高的蓝筹

股。 近期的市场被他们称为没

有太大意义的“垃圾时间” ，有

基金经理干脆选择休假图个清

静，但也有基金经理加紧调研，

匀出子弹为“迷茫期” 过后的

战斗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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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连线

刘煜辉：

降准降息对冲通缩可能是政策常态

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刘煜辉表示，经济企稳和货币政策或进入

所谓观察期很快被7月数据证伪。 当前中国首要需防范通缩风险，

降准和减息甚至某种形式的量宽对冲通缩可能是政策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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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解盘

股指区间震荡 波段操作热点

本周沪深两市强势反弹，沪指逼近4000点关口。 股指能否顺

利冲关？本周两市成交额增加，摆脱了此前缩量格局，后市市场资金

面如何？增量资金缓步入场势头能否延续？本期财经圆桌邀请万联

证券研究所所长傅子恒、南京证券研究所所长周旭和银泰证券策略

分析师陈建华三位嘉宾，就此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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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理财

人民币汇率波动 海外资产配置升温

“最近不少客户前来了解海外投资情况。 前段时间A股市场的

下跌以及近日人民币汇率调整后，一些客户手中资金开始寻求海外

的投资机会。 ” 一股份制银行人士表示，其所在银行推出了汇率掉

期产品，以满足客户的避险和投资需求。

制图/韩景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