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头版写意图片

头版写意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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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反弹空间可期

A06

期指“深贴水”

不改反弹趋势

A12

两市成交近万亿

创近两月新高

A09

国务院印发《关于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意见》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12月起逐步推开

□

新华社电

国务院日前印发 《关于实行市场准入负

面清单制度的意见》， 明确了实行市场准入

负面清单制度的总体要求、 主要任务和配套

措施。

《意见》指出，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是

指国务院以清单方式明确列出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境内禁止和限制投资经营的行业、 领域、

业务等，各级政府依法采取相应管理措施的一

系列制度安排。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以外的行

业、领域、业务等，各类市场主体皆可依法平等

进入。

《意见》明确，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

的总体要求是：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

向， 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与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统一起来， 把转变政府职能

与创新管理方式结合起来， 把激发市场活力与

加强市场监管统筹起来，放宽和规范市场准入，

精简和优化行政审批，强化和创新市场监管，加

快构建市场开放公平、 规范有序， 企业自主决

策、平等竞争，政府权责清晰、监管有力的市场

准入管理新体制。

《意见》提出，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包括禁止

准入类和限制准入类。对禁止准入事项，市场主

体不得进入，行政机关不予审批、核准，不得办

理有关手续；对限制准入事项，或由市场主体提

出申请， 行政机关依法依规作出是否予以准入

的决定， 或由市场主体依照政府规定的准入条

件和准入方式合规进入； 对市场准入负面清单

以外的行业、领域、业务等，各类市场主体皆可

依法平等进入。

《意见》要求，制定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要

坚持法治原则、安全原则、渐进原则、必要原则、

公开原则。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由国务院统一制

定发布；地方政府需进行调整的，由省级人民政

府报国务院批准。

《意见》提出，按照先行先试、逐步推开的

原则， 从2015年12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

在部分地区试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从

2018年起正式实行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

清单制度。

《意见》 从建立健全与市场准入负面清单

制度相适应的准入机制、审批体制、监管机制、

社会信用体系和激励惩戒机制、 信息公示制度

和信息共享制度、法律法规体系等六个方面，提

出了落实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保障措施；

并要求建立与该制度相适应的投资体制、 商事

登记制度、外商投资管理体制，营造公平交易平

等竞争的市场环境。

《意见》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从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 充分认识

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重要性和紧迫

性，做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的制定和实施工作，

加快推进相关改革和配套制度建设， 确保这项

改革取得实效。 （相关报道见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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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储加息延后

新兴市场货币暂获喘息

随着美联储年内加息的预期明显减

弱，新兴市场货币近期全面大涨，印尼盾以

及马来西亚林吉特领涨。部分机构认为，新

兴市场货币在短期仍有望继续反弹。 也有

机构认为，强美元格局中期难改，加上经济

基本面疲软等因素， 新兴市场货币反弹可

能只是暂时现象。

A04�海外财经

多家公司股东户数明显减少

股份流动轨迹隐现后市热点

据Wind数据统计，截至19日已发布三季报的58家上市公司中，股东户数

较半年报增加的有32家，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增加的有30家。上市公司股份筹

码的流动或是个股走向的一个信号。

A08A06

公募基金资产规模回升至近7万亿

股基份额降幅缩窄

据中国基金业协会最新数据，截至9月底，公募基金资产合计6.69万亿元，

较8月环比微升0.75%， 这是公募基金总规模在连续下跌3个月后首次出现回

升。 在开放式基金中，股票基金份额和资产净值降幅均明显缩窄。

风险偏好上升 两融七日连增

□

本报记者 张怡

国庆节后，A股量价齐升， 赚钱效应提

升，成交回暖，题材活跃，吸引融资客积极介

入。 沪深两市两融余额连续7日增长，10月16

日达9727.35亿元，较节前增长逾660亿元。支

撑行情的逻辑是，在经济数据偏弱的同时，四

季度宽松预期升温。 结合四季度机构排名压

力，市场风险偏好显著提升，“中小创” 相关

标的吸引融资客。短线来看，市场回调大概率

已结束，但趋势性机会尚未显现，主题投资的

结构性机会仍是主导。

中小创主导融资增长

上周，两融数据连续五个交易日增长，再

加上国庆节后两个交易日，两融余额连续7个

交易日增长。 这种7日连增的态势上一次出

现在8月7日至8月17日。

具体来看， 上周融资余额增长489.25亿

元，增幅仅次于8月14日所在的一周，是6月

市场大幅调整以来的次高值。 不过，8月中旬

后， 两融延续去杠杆态势， 融资余额节节回

落，至9月底接近9000亿元。 当前两融虽保持

连增态势， 但单日融资买入力度比那时弱了

不少，仅10月12日和16日两日的融资买入额

超过千万元，与8月中旬不可同日而语。

从两融标的来看，标的股票10月以来合

计获得超过670亿元的融资净买入，20只标

的ETF同期累计净买入额为-14.48亿元。 两

融余额居前三位的华泰柏瑞沪深300ETF、

嘉实沪深300ETF、 华夏上证50ETF在国庆

节后遭遇净偿还，规模分别为9.85亿元、2.35

亿元和1.59亿元。 华夏中小板ETF、南方中证

50ETF同期获得融资净买入， 规模分别为

6153万元和4012万元。

从标的股票的融资结构来看，房地产、医

药生物和机械设备行业的融资净买入额位居

前三位，分别为62.84亿元、58.66亿元和51.84

亿元。 化工、商业贸易、传媒、电子、国防军工

和公用事业行业的净买入额均超过30亿元。

休闲服务、建筑材料、轻工制造和银行业的净

买入额均未超过10亿元。

中国重工和东方财富节后分别获得

12.12亿元和10.55亿元的融资净买入， 中国

平安、 海通证券和华泰证券的净偿还额均超

过3亿元。

国庆节后的行情主要由“中小创” 引领，

热点主要围绕改革和创新题材， 从两融ETF

的变动可以看出资金对结构性机会的偏好。

市场结构性特征突出

融资客是市场中较敏感和激进的投资

者， 其积极参与意味着市场活跃度和风险偏

好明显提升， 但不一定代表趋势性行情已形

成。 19日市场的震荡表明，连续上行之后行

情开始分化，结构性特征突出。短期市场强势

格局确立，但要想突破上方压力仍需时日，市

场正在形成新的震荡区间， 投资者宜逢低吸

纳，波段操作。

国泰君安证券认为， 沪综指上周突破

3200点的震荡上限，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

数据偏弱下对放松政策的预期， 风险偏好逐

步提升。（下转A02版）

数据来源/沪深证券交易所 制图/王力

三季度增6.9%�四季度GDP有望温和回升

□本报记者 任晓

国家统计局19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前三季

度国内生产总值（GDP）487774亿元，按可比

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9%。 分季度看，一季度

GDP同比增长7.0%，二季度增长7.0%，三季度

增长6.9%。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39195亿

元，同比增长3.8%；第二产业增加值197799亿

元，增长6.0%；第三产业增加值250779亿元，增

长8.4%。从环比看，三季度GDP增长1.8%。分析

人士认为， 预计四季度GDP增长将温和回升，

全年实现7%的增长目标可期。

消费是增长主要动力

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认为， 在全球经

济增速放缓和国内股市、 汇市剧烈波动的背景

下，三季度GDP仍实现了6.9%的增长，超出市

场平均预期，反映宏观经济已企稳。就增长动力

而言，从外需看，虽然今年以来我国进出口持续

负增长，但由于贸易顺差扩大，对经济增长带来

正贡献；从内需看，前三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同比

增长10.3%，创2000年以来新低，主要受房地产

投资持续下滑的拖累；消费增速加快，9月份社

会消费品零售同比增长10.9%，创年内新高，消

费仍是当前及今后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预计四季度GDP增长温和回升，全年实现7%的

经济增长目标可期。

温彬认为， 当前要继续发挥投资在稳增长

中的关键作用。 三季度累计新开工项目25681

个，比上半年增加4139个。 随着调降部分基建

项目最低自有资金比例、 部分地区房地产形势

回暖、各地PPP项目陆续落地，四季度投资增速

有望触底反弹， 并对四季度经济平稳增长构成

支撑。 四季度应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

货币政策。

经济料保持中高速增长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 国民经济综合统

计司司长盛来运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 对于

中国经济未来的走势，无论是四季度还是明年，

稳定运行的大势不会变。

盛来运指出， 支撑经济增长的动力和影响

经济上行的压力现阶段达到一个新的均衡。 现

在影响经济有三种力量， 经济运行受这三种力

量支配，即下行压力、支撑力、新动力。

下行压力在短期内尤其是经济结构调整完

成前会一直存在，只不过存在力度强弱的问题。

就支撑力而言， 中国经济仍处在战略机遇

期， 稳定运行的基本面没有变化， 支撑力仍较

强。 第一个支撑力是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没

有完成， 与世界平均水平尤其是发达国家相比

仍有很大空间，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与新技

术结合将创造出新的增长动力； 第二个支撑力

来自中国发展不平衡， 中西部地区仍具有后发

优势；第三个支撑力来自中国消费结构的升级。

在基本解决温饱之后， 中国正在向全面小康迈

进，教育、旅游、健康、保健等需求持续增加，消

费结构升级势不可挡。

就新动力而言， 改革红利和创新红利正在

进一步释放，同时人口素质在提高，人口红利也

很大。 现在每年有700多万大学毕业生，构成了

人才的红利。 在这些因素的推动下，新经济、新

产品、新业态形成一种新动力。

盛来运表示， 中国现阶段处于结构调整的

关键期，传统产业占比相对较大，经济下行压力

仍较大， 但随着新动力的成长、 潜力的继续发

挥、改革的继续推进、创新的步伐加快，支撑力

和新动力交织在一起，会对冲下行的压力，中国

经济会持续保持中高速的增长。

延伸阅读

经济韧性犹存

稳增长毋忧“虎头蛇尾”

A03

险资寻“私”瞄准好故事

保险机构在获准设立私募基金后，政策

为险资运用指明了新的方向。保险机构介入

私募基金的兴趣渐浓，希冀借此打通投资养

老、医疗等产业链的渠道，获取可观的投资

收益。 一些机构尝试在专项型基金上发力，

对接国企混改等有望讲出“好故事” 的项

目，并在夹层基金方面投入更多注意力。

A05�机构天下

33家纺织服装公司

业绩预喜

在已公布三季报业绩的56家纺织服

装公司中，预增11家，略增15家，续盈4家，

扭亏3家，预喜公司达到33家，占比59%。

券商分析师认为，由于终端需求仍然低迷，

预计纺织服装行业整体仍将维持低位运

行。不过，纺织服装行业一直是并购重组的

高发地带，随着A股行情有所恢复，并购重

组活跃度有望回升。

A07�公司新闻

“零利率” 并不现实

利率太低本身就是风险

机构观点认为， 在利率充分反映经济

及政策预期、资金成本企稳、机构负债成本

下行滞后的背景下， 对利率短期内继续下

行的空间不宜过度乐观。 在利率接近阶段

底部的过程中， 投资者获利了结以及替代

资产分流等都可能带来利率波动的风险。

总之，当前利率太低本身就是一种风险。

A10�货币/债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