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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国企改革全面加速

重组、混改、整体上市料迎大动作

□

本报记者 刘丽靓

新年首月，相继召开的地方两会及

地方国资监管会议勾勒出地方国企改

革路径，以重组、混改、资产证券化为亮

点的地方国企改革进入全面加速期。业

内人士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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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极部署地方国企改革

从已召开两会的省市公布的政府

工作报告来看，福建提出，逐步建立公

益类和商业类国有企业分类管理体系，

完善国有资产监管制度，加强国有企业

结构调整与重组， 健全现代企业制度，

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大力发展民营

经济，实施闽商回归工程，支持民营资

本以多种方式进入基础产业、社会事业

以及特许经营领域。

宁夏提出，稳妥推进自治区参股中

央企业、区域国有独资企业混合所有制

改革。开展区属国有企业董事会选聘职

业经理试点， 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

度。理顺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和监管体

制，实施以管资本为主的经营性国有资

产分类分层监管。

新疆提出，在制度上、政策上营造

宽松的市场经营和投资环境，鼓励和支

持各种所有制企业创新发展，提高企业

投资信心，改善企业市场预期，推进电

力等垄断行业改革，鼓励民营企业依法

进入更多领域。加快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改革，加快油气勘探开发体制改革。

同时， 各地相继召开国资监管会

议，对于今年的国资国企改革进行了详

细部署。

21日， 在山东省举行的全面深化

国资国企改革进展情况发布会上，山

东省国资委提出，2016年将千方百计

稳增长，推进企业降本增效，积极处置

僵尸企业，止住企业盈利“出血点” ；

下大力气调结构， 全力实施做强做大

一批骨干企业、 培育发展一批新兴企

业、转型升级一批传统企业、清理退出

一批劣势企业“四个一批” 计划；狠抓

落实促改革。 在陆续出齐改革配套文

件的基础上， 把主要精力放在文件的

落实上。 加快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

改建进程， 完善以管资本为主的国资

监管体制。

在近日召开的2016年上海国资国

企工作会议上，上海国资委提出，2016

年上海将基本完成市国资委系统企业

集团公司制改革，加快推进企业集团整

体上市或核心业务资产上市，符合整体

上市标准的企业集团将加快调整管理

体制；竞争类混合所有制企业将试点员

工持股，实现国家利益、企业效益和个

人收益相结合。

江西提出了具体的改革措施。 在

20日召开的江西省国资监管暨国企改

革发展工作会议上，江西省国资委计划

在今年推动七大国有企业集团重组。包

括，年底将完成全省钨等稀有金属产业

重组整合， 改组组建全新的江钨集团，

把江西省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整

合全省矿产资源，推进矿产资源投资平

台组建； 加快省文化演艺发展集团、省

广电传媒集团组建，助推江西省文化事

业大发展；省军工控股集团加大对军工

业务及资产整合并购力度，做大做强江

西军工产业； 立足江西生态资源优势，

组建省绿色产业集团；整合集中统一监

管接收的相关土地资源，力争组建江西

地产开发集团。（下转A02版）

明日《金牛理财周刊》导读

刚减仓又加仓 公募基金很纠结

“不指望今年能有正收益，只要能跑赢大盘就是胜利。” 部分基金经

理已经降低赚钱期望。曾在2015年排名战中取得惊人收益的绩优基金，

在新年以来的A股下跌中，业绩跌落至同类基金末端。

外汇局：以长期投资为目的的资金持续流入

外储规模变动蕴藏积极信号

□

本报记者 任晓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21日就

2015年外汇收支形势等热点问题答记者

问时表示，总体来看，无论是以外汇储备

的绝对金额，还是以其他各种充足性指标

（例如， 外汇储备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

进口、外债等比重）进行衡量，我国外汇

储备都是充裕的，是国家抵御外部冲击的

一个强有力的基础。

这位发言人表示， 当前跨境资金流动

主要对应我国对外资产负债结构调整。 从

国际投资头寸表数据看，2015年9月末我国

对外净资产1.54万亿美元，由于统计原因与

2014年末不可比， 但较可比的2015年3月

末增加了1360亿美元。 其中， 对外资产方

面，持有主体由央行更多转向市场主体，伴

随官方的储备资产下降， 我国市场主体对

外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境外存贷款等资产

均上升，9月末较3月末分别上升525亿、88

亿和878亿美元；对外负债方面，境外对我

国证券投资、贷款等都在下降，9月末较3月

末分别下降1804亿和715亿美元，同时，境

外对我国直接投资增加1005亿美元， 说明

以长期投资为目的的资金持续流入。

对于美联储加息对我国跨境资金流

动的影响，发言人表示，美联储加息将推

动我国市场主体相关资产负债结构顺周

期调整，这是市场规律，也是必然现象。从

我国情况看，经济基本面总体良好，在经

济体量已经较大的情况下，美联储加息不

会改变我国国际收支中长期保持基本平

衡的格局。此轮美联储加息的目的是货币

政策正常化，而非给过热经济降温，并且

还需要考虑美国经济金融运行直接或间

接受到的影响，包括其他经济体在溢出效

应下的相关变化也可能反过来影响美国。

因此，美联储加息可能是一个缓慢谨慎且

符合预期的过程，美元指数在加息前后也

是有波动的，部分市场影响可能会逐步消

化。 此外，美联储货币政策正常化在一定

程度上说明美国经济复苏前景较好，有利

于稳定我国外需。 当然，我国跨境资金流

动从根本上还是由国内经济基本面决定。

未来几年， 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优化升

级、深化改革红利的逐步释放，国内经济

有望在调整到位后企稳回升，进一步奠定

我国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的基础。

近一段时期，我国外汇储备持续下降，

市场上产生了外汇储备流动性可能会耗尽

的担忧。 对此，发言人表示，外汇储备规模

的增减是宏观经济运行的结果。 近期外汇

储备规模的变动， 主要体现了境内主体本

外币资产负债的适应性调整， 其中蕴藏着

一些积极信号，未来变化需要理性看待。

从负债角度看。我国对外偿债风险有

序可控。2015年9月末，我国1.53万亿美元

的外债余额中，5063亿美元为中长期外

债，短期外债中近一半是与贸易有关的信

贷。 （下转A02版）

央行四天投放1.6万亿

资金“紧”情初步缓解

市场人士指出，春节前资金需求较大，仍需央行保持流动性支持的力度

和连续性。 预计在央行综合调控下，流动性紧张势头难再升级，平稳跨节问题

不大。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专题会指出

加快培育新动能 改造提升传统动能

抓住化解过剩产能等难点问题，综合施策，率先从钢铁、煤炭行业入手取得突破

□

据新华社电

1月20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

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专题

会，研究抓好今年有关重点工作，并作重

要讲话。

李克强说，做好全年工作，抓好开局

起步至关重要。当前，世界经济低迷、国际

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仍在持续，主要经济体

走势继续分化，宏观政策调整带来新的不

确定因素，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仍在加

深。我们必须对面临的困难挑战和风险有

充分估计，增强忧患意识，同时也要看到

我国经济发展基本态势仍然向好， 新产

业、新业态孕育的新动能不断壮大，要坚

定信心，迎难而进，牢牢扭住发展第一要

务，认真落实新发展理念，着力推进结构

性改革特别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调

控思路和方式，突出重点，选准抓手，卯足

干劲，埋头苦干，逐个破解发展、改革、民

生等方面的难题，在推动升级中保持经济

平稳发展， 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实

现“十三五”良好开局。

李克强指出，实现良好开局，推动稳

增长、调结构，必须坚持改革、突出重点，

用好供给侧和需求侧管理的基本手段，多

出新招实招硬招，以壮士断腕的精神予以

推进。一方面，继续加快培育新动能。这是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要深化简

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进一步

激发市场活力，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着眼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大众创

业、 万众创新， 结合实施 “中国制造

2025” 、“互联网+” ，推动各类企业注重

技术创新、 生产模式创新和管理创新，创

造新的有效供给， 更好适应需求结构升

级。另一方面，坚持用改革的办法，运用好

市场倒逼机制，改造提升传统动能。 抓住

化解过剩产能、消化不合理库存、促进企

业降本增效等方面的难点问题， 综合施

策，率先从钢铁、煤炭行业入手取得突破，

增强企业自身活力和投资意愿，努力缩短

转型阵痛期，有效化解各类风险隐患。 加

快补上农业、服务业、基础设施、生态环

境、社会事业等方面的短板，带动扩大有

效需求，增强持续增长动力。 新旧动能转

换是辩证统一的，新动能成长起来，创造

出大量就业岗位，就能为传统产业增效升

级和人员分流创造条件；而改造提升传统

动能，激活沉淀的要素资源，也可为新动

能成长腾出空间。

李克强说，实现良好开局，关键是各

级干部要有新的精神状态。 人的积极性、

社会的创造力是我国发展最大的动能，要

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

性。各部门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

以只争朝夕、时不我待的精神，结合职责

狠抓落实，既注重做好推进改革发展的顶

层设计和相关规划，有关工作又要一竿子

插到底，把政策规划转化为具体举措抓细

抓实。 抓紧清理不合时宜的政策，给地方

干事创业更大自主权， 激发他们的积极

性。 今年国务院将重点加强对部门的督

查，坚持激励和约束并举，既鼓励那些勇

于负责、善谋善为、锐意进取的好单位、好

干部，又加大对不作为、懒政怠政等行为

的问责，形成层层负责促改革、人人担当

谋发展的强大合力。

A07�市场新闻

风险偏好下降 A股继续筑底

亚太股市“跌跌不休” ，港股破位下挫。 大宗商品市场上，原油继续

探底。 在此背景下，A股难独善其身，震荡筑底料延续。

制图/韩景丰

港交所：丰富沪港通

推出深港通“新股通”

香港交易所21日公布《战略规划2016-2018》，勾画出香港交易所及香港

金融市场未来的发展蓝图，包括丰富沪港通、推出深港通及“新股通”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