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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概公司对接国内资本市场“两手准备”

多位投行人士表示，此前喧嚣火热的中概公司拆解VIE框架以求回

归A股的第一波“返乡” 高潮正在告一段落。就拆解成功者而言，由于股

指的回落和IPO的暂停，越来越多公司选择“两手准备”的新路径。虽然

A股震荡令第二轮VIE拆解高潮暂未到来，但长期来看，国内资本市场

对于互联网企业的长期发展仍有很大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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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量盘整格局暂难打破

自10月中旬以来，市场止升转震，围绕3400点附近再度陷入横盘

震荡走势。分析人士表示，目前来看，短期内市场仍将处于难上亦难下的

缩量整理走势之中。 在震荡格局难破的背景下，建议投资者着重布局三

季报业绩成长性好的新兴产业以及前期反弹过程中滞涨的品种。

A02�财经要闻

上市银行业绩增速现分化

前三季度，A股16家上市银行共实现净利润1.03万亿元，同比增长

2.1%。其中，中小银行业绩增速居前，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和

建设银行业绩增速垫底。 业内人士表示，稳增长政策发力、信贷投放超

预期等因素为银行估值提供了支撑， 但上市银行正迎来业绩增速分化

的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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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农村改革综合性实施方案发布

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

本报记者 倪铭娅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

印发《深化农村改革综合性实施方案》，

从提高农村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

性出发，聚焦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农业经

营体系、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城乡发展一

体化体制机制和农村社会治理制度等五

大领域，进一步推进深化农村改革。

《方案》明确，到2020年，农村各类所

有制经济尤其是农村集体资产所有权、农

户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农民财产权的保护制

度更加完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农业支持

保护体系、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农业科技

创新体系、 适合农业农村特点的农村金融

体系更加健全， 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

体制机制基本建立， 农村社会治理体系和

农村基层组织制度更加完善， 农民民主权

利得到更好保障， 农业农村法律法规进一

步完善并加强， 农村基层法治水平进一步

提高， 农业现代化水平和农民生活水平进

一步提升，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更具活力。

在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方面，

包括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分类推进农

村集体资产确权到户和股份合作制改革、

深化林业和水利改革。

对于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方

案》提出，一是开展农村土地征收、集体

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

点。 及时总结经验、不断完善，形成可复

制、可推广的改革成果。 二是深化农村土

地承包经营制度改革。 抓紧修改有关法

律，落实中央关于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

并保持长久不变的重大决策，适时就二轮

承包期满后耕地延包办法、新的承包期限

等内容提出具体方案。在基本完成农村集

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颁证的基础上，按

照不动产统一登记原则，加快推进宅基地

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确权登记颁证工

作。明确和提升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

登记颁证的法律效力，扩大整省推进试点

范围，总体上要确地到户，从严掌握确权

确股不确地的范围。出台农村承包土地经

营权抵押、担保试点指导意见。 在有条件

的地方开展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偿退

出试点。制定出台完善草原承包经营制度

的文件， 规范草原承包行为和管理方式，

充分调动广大牧民保护和建设草原的积

极性。引导农村集体所有的荒山、荒沟、荒

丘、荒滩使用权有序流转。 三是健全耕地

保护和补偿制度。

在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方面，

包括推动土地经营权规范有序流转、加强

农民合作社规范化建设、创新农业社会化

服务机制、培养职业农民队伍、健全工商

资本租赁农地的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推

进农垦改革发展和全面深化供销合作社

综合改革。

对于推动土地经营权规范有序流转，

《方案》要求，在农村耕地实行所有权、承

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 的基础上，按照

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引导农民以多种方式

流转承包土地的经营权，以及通过土地经

营权入股、托管等方式，发展多种形式的

适度规模经营。 把握好土地经营权流转、

集中和规模经营的度，不片面追求超大规

模经营，不搞大跃进，不搞强迫命令，不搞

行政瞎指挥，使适度规模经营与农村劳动

力转移、农业科技进步、农业社会化服务

水平相适应。 提升农户家庭经营能力和水

平， 重点发展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

以农业为主要收入来源、从事专业化集约

化农业生产的规模适度的农户家庭农场，

使之成为发展现代农业的有生力量。 适时

提出促进家庭农场发展的相关立法建议。

在健全农业支持保护制度方面，包括

建立农业农村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完善农

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农产品市场调控制

度、完善农业补贴制度、建立农田水利建

设管理新机制、 深化农业科技体制改革、

建立农业可持续发展机制、加快农村金融

制度创新。

在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方

面，《方案》提出，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的

规划体制。尽快修订完善县域乡村建设规

划和镇、乡、村庄规划，在乡镇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控制下， 探索编制村土地利用规

划，提高规划科学性和前瞻性，强化规划

约束力和引领作用。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

革。 加快建立和实施居住证制度，以居住

证为载体，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对常住

人口的全覆盖。

徐翔事件震动业界 投机策略难以为继

曾一度被资金追捧的“徐翔概念股” 2日集体大跌。 私募业内人士认为，徐

翔此前一些成功案例多采用投机策略，价值投资很少，但投机不能创造价值。徐

翔事件会给市场带来正面影响，将利于净化和规范私募投资发展环境，利好股

市长远发展。

“题材+防御”成三季报布局主线

上市公司三季报显示，社保基金青睐制造业、房地产和医药等板块，保险资

金则偏好IT、食品饮料、制造业、医药等板块。 分析人士表示，三季报显示长线资

金加大了对成长性题材的关注，同时对防御性板块的兴趣还在延续。

新一轮稳外贸措施酝酿推出

重点支持外贸新型商业模式创新发展

□

本报记者 倪铭娅

中国证券报记者获悉，相关部门正

在制定新一轮稳外贸措施，重点是支持

外贸新型商业模式创新发展，包括扩大

跨境电子商务试验区试点范围、扩大市

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范围、年底前启动

外贸综合服务企业试点等多项举措。

海关总署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前三

季度进出口总值同比下降7.9%， 与年

初确定的6%左右的年度增长目标相去

甚远。 业内人士表示，在外贸增速放缓

大背景下，促进外贸稳定增长和结构调

整成为相关部门当前的工作重点。

相关人士表示，新一轮稳外贸措施

旨在适应新常态下外贸的发展，提高外

贸质量。目前相关部门已完成扩大跨境

电子商务试验区试点范围的实施方案，

争取尽快发布实施。 此外，为推进外贸

综合服务企业发展，相关部门将争取年

底前启动外贸综合服务企业试点。为了

扩大市场采购贸易方式，相关部门已制

定扩大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的方案，

争取尽快扩大试点范围。

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黄颂平日前

表示，下一阶段，海关总署将加快推进

区域通关一体化和“三互大通关” ，提

高贸易便利化水平。 同时，加快海关特

殊监管区域的整合优化改革，并进一步

清理和规范进出口环节涉及企业的收

费，不断优化外贸发展的环境，全力促

进外贸稳定增长。

从前三季度进出口数据看， 尽管

我国外贸增速降幅明显， 但贸易价格

条件有明显改善。 前三季度出口价格

总体下跌1.2%， 跌幅明显小于同期进

口价格总体下跌幅度。 由此测算，前三

季度我国贸易价格条件指数为111.8，

即我国出口一定数量的商品可以多换

回11.8%的进口商品，意味着我国贸易

价格条件明显改善， 对外贸易效益有

所提升。

分析人士认为，前期相关部门出台

的一系列稳外贸措施以及人民币贬值

对出口的刺激效应正在显现。新一轮稳

外贸措施将进一步促进外贸结构优化

调整，带动出口持续增长，预计四季度

出口将企稳并小幅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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