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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推动机器人科技研发和产业化

机器人和智能制造纳入国家科技创新优先重点领域

□

据新华社电

2015世界机器人大会23日在京开

幕。 国家主席习近平致信，向大会的召开

表示热烈祝贺，向出席会议的各方来宾表

示诚挚欢迎。 习近平表示，我们愿加强同

各国科技界、产业界的合作，推动机器人

科技研发和产业化进程，使机器人科技及

其产品更好为推动发展、造福人民服务。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作出批示向大

会召开表示祝贺。

习近平在贺信中表示， 随着信息化、

工业化不断融合，以机器人科技为代表的

智能产业蓬勃兴起，成为现时代科技创新

的一个重要标志。中国将机器人和智能制

造纳入了国家科技创新的优先重点领域。

习近平指出，本次大会以“协同融合

共赢，引领智能社会” 为主题，体现了各

国协同创新、 多学科融合共赢的发展趋

势，体现了全球科技界、产业界的共识。希

望各国科学家和企业家携起手来，共同推

进机器人科技创新发展，为开创人类社会

更加美好的未来作出积极贡献。

李克强作出批示指出，世界机器人大

会在北京召开，对促进中国和全球机器人

技术与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正在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推动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和“互联网＋” 、“中国制造

2025” ，这将有力促进机器人新兴产业的

成长，创造世界上最大的机器人市场。 希

望各国科学家企业家携手加强合作，推动

机器人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实现更大突

破，为全球经济注入新动力，为开创人类

社会的智能时代作出新贡献。

国家副主席李源潮在2015世界机器人

大会开幕式上宣读了习近平的贺信、李克强

的批示并致辞， 欢迎世界机器人领域的专

家学者和企业家来华交流合作， 为推动世

界机器人技术和产业发展，为人类文明进步

作出更大贡献。（相关报道见A06版）

地方国资证券化大潮渐起

□

本报记者 刘丽靓

9月以来，包括顶层设计《关于深

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 在内的

重磅政策相继下发，拉开了新一轮国企

改革序幕。 同时，地方国企改革进入全

面加速期，江西、河北、广东等地近期纷

纷出台细化方案加快落实。中国企业改

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李锦表示，供给

侧改革将加快国企改革，重要内容就是

重组一批、清理一批和创新一批。 下一

步，在地方各级政府盘活资产的内生驱

动和供给侧改革的外部推动下，2016

年地方国企 “三个一批” 的步伐会加

大，混改、整体上市也将迎来大动作。

国企改革三路突进

近期，以重组并购、资产证券化、混

改为主要路径的地方国资国企改革正

全面提速。

11月22日， 深化国企改革前沿论

坛在江铜集团召开。 据悉，《江西省属

国资国企改革实施方案》即将印发。江

西省将积极引入包括股权投资基金在

内的各类资本，参与国企改制重组或新

设混合所有制企业；加快推动具备条件

的商业类国有企业整体上市或核心业

务资产上市， 打造一批优强上市公司，

进一步提高省属国有资本证券化水平。

在增强控制力方面，将加大企业市场化

重组力度，培育壮大优势产业。 将探索

完善省属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运

营机制，加快实现由管企业到管资本的

转变； 加速国有资本向战略性新兴产

业、高端服务业、优势产业、基础设施和

民生保障等五大领域集中。

河北省政府近日下发 《关于深化

地方国有企业改革的实施意见》，对上

市、重组、混改及优先股方面均明确了

改革路径与目标。 意见提出，充分利用

境内外多层次资本市场， 打造公众公

司，大力推进国有企业上市。 积极推动

旅游、物流、水务、证券等各类备选上

市企业改制重组上市， 鼓励支持境外

上市公司回归A股， 加快推进钢铁、煤

炭等已上市公司主营业务资产整体上

市。 强化上市公司股权运作，鼓励社会

资本以多种方式参与国有控股上市公

司增发股票。 有效利用“新三板” 等场

外交易资本市场， 推进股权融资和股

权合理流动。到2020年，在各类资本市

场新增上市公司20家以上， 大型企业

集团分别控股1-2家上市公司，全省资

产证券化率达到35%以上。 依托重点

企业集团， 推进资源整合， 重点在金

融、投融资、旅游、化工、交通运输、物

流、 水务等行业打造一批大型龙头企

业集团。 主动寻求与在冀央企、外埠国

有企业进行联合重组。打造3-4家全球

布局、跨国经营、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

型企业集团；5-7家全国布局、 国内领

先、 具有较强行业竞争力的行业龙头

企业集团；8-10家技术领先、 品牌知

名、引领产业升级的新兴产业集团。 推

动集团公司股权多元化改革， 国有重

点骨干企业在2018年底前、 其他企业

在2017年底前，实现股权多元化。对以

保障民生为主、 尚未脱离垄断性质的

水务、 城镇交通基础设施等少数特定

企业， 允许将部分国有资本转化为优

先股。

11月16日， 广东省国资国企深化

改革推进会在广州召开， 广东省省长

朱小丹表示， 要坚持以调整重组优化

国有资本布局， 坚持以动力转换促进

转型发展， 坚持以提质增效统领国有

资本运营， 坚持以务实原则引导混合

所有制经济发展，不搞硬指标，不设时

间表，成熟一个推进一个，实现各类资

本相互融合。

广东省提出， 要优化企业融资机

制，善于以上市倒逼国有企业提高治理

水平。 在资产证券化率方面，广东省国

资委制定了广东省属企业资本运营3

至5年目标：至2017年，省属企业证券

化资产将达近1万亿元，扣除公共性特

点较为突出的高速公路、 铁路资产后，

资产证券化率达到60%；至2020年，资

产证券化率达到70%。根据广东国资委

规划，至2017年，比2014年底新增上市

公司7-8家；至2020年，比2014年底新

增上市公司12-14家；每家省属企业至

少控股1家上市公司。

“现在很多国企包括地方国企资

产利用效率非常低，若能盘活这些资产

就可以支持新供给的形成，这取决于一

个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国有企业的改

革。 ” 一位国资专家指出，在推进国企

改革方面，目前地方政府的态度都很积

极， 很多地区的国企改革方案都已成

形，包括黑龙江省等地区的改革方案年

内都有可能下发， 随着改革方案的落

地， 明年地方国企改革将进一步加速。

推动国企改革需明确几个问题：一是资

产市场的形成；二是要出台国有资产交

易程序的法律，对国资流失要有明确的

界定；三是在试错机制上要有法律上的

保障。 （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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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新股申购在即

低估值点燃打新热情

IPO重启首批十家公司申购日期确定。 分析人士预计，此轮新股发行估值

将低于行业水平，基本面较好、符合产业转型升级的个股将受青睐，大消费概念

料将获得资金高度关注。

“追跌杀涨”应对震荡格局

利率低企和改革推进营造做多暖床， 个股行情火爆令资金博弈热情持续。

预计后市多空将激烈拉锯，震荡分化和强弱轮动进一步加剧。 操作上建议紧跟

热点精选个股，在波动区间内“追跌杀涨” 。

中珠控股23日集合竞价交易无效

上海证券交易所11月23日收盘后发布通报，中珠控股已于23日开

盘前，提前向市场和投资者发布了当日停牌公告，依据上交所《交易规

则》、《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停牌日公司股票应当暂停交易。 鉴于此，

依据有关规则， 上交所认定中珠控股23日开盘集合竞价期间达成的交

易无效，不进行清算交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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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以消费升级引领产业升级

国务院日前印发 《关于积极发挥新消费引领作用加快培育形成新

供给新动力的指导意见》，全面部署以消费升级引领产业升级，以制度

创新、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增加新供给，满足创造新消费，形成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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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辉瑞1600亿美元收购艾尔建

美国最大制药商辉瑞公司23日正式宣布,将收购另一制药巨头艾尔

建，交易规模将达到1600亿美元。 如果顺利成行，这将创下全球制药行

业规模最大的并购交易，同时是全球企业并购史上规模第三大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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倚天屠龙合璧 商品江湖终归空头

就在BDI指数创历史新低之际，美元指数即将强势破百。倚天、屠龙

“双剑合璧”之下，大宗商品是否将遭遇绝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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