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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价遇上牛市：躲不掉周期 拱不起物价

业内人士认为，罕见的淡季高猪价一定程度上推升了物价，但从二

季度开始，猪价推升作用将开始减弱，中国经济出现滞胀的可能性极小。

货币政策仍有空间，偏宽松的环境不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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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士余：资本市场改革必须立足国情

加快改革 转换职能 全面依法加强监管

□

本报记者 倪铭娅

证监会主席刘士余12日在十二届全

国人大四次会议记者会上说，今后中国资

本市场的制度建设要借鉴国际上的成功

做法和经验，但每一项改革必须牢牢立足

中国国情。 作为资本市场顶层设计，股票

发行注册制要搞，但这需要一个较长的时

间，注册制改革不能“单兵突进” 。去年股

市异动中采取的措施防范了系统性风险，

为修复市场、建设市场、发展市场赢得了

时间，目前市场已进入修复状态，一些临

时措施已经退出，但谈中国证券金融公司

的退出为时尚早。熔断机制运行结果与初

衷背离，未来几年我国以中小投资者为主

体的市场结构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不具

备推出熔断机制的基本条件。

刘士余表示， 十八届三中全会 《决

定》提出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推进

注册制改革，多渠道推动股权融资等。 这

说明这几项改革不是孤立的，是相互递进

的关系。 也就是说，把多层次资本市场搞

好了，可以为注册制改革创造极为有利的

条件。 同时，注册制改革需要一个相当完

善的法治环境。 去年12月27日，全国人大

常委会通过了特别专项授权， 自3月1日

起实施。这项授权标志着政府可以启动注

册制改革与现行行政审批制、核准制之间

制度转换所需要的一系列配套的规章制

度。 这些配套的规章制度，研究论证需要

相当长的一个过程。

刘士余表示，“十三五” 规划纲要草

案提出， 创造条件实施股票发行注册制。

创造条件得有个过程， 证监会要集思广

益。 无论是核准制还是注册制，证监会都

必须实时秉承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真

诚理念，对发行人披露内容进行严格的真

实性审查。

对于去年A股的异常波动及稳定市

场措施，刘士余表示，果断出手对市场失

灵的状况进行紧急修复，结果证明此举稳

定了市场，为修复市场、建设市场、发展市

场赢得了时间。 今后，当陷入市场完全失

灵、连续失灵的情景时，仍然应当果断出

手，这符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让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更

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的目标，或者说符合深

化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下转A02版）

■注册制改革不能“单兵突进”

■目前谈中国证券金融公司的退出为时尚早

■未来几年不具备推出熔断机制的基本条件

尚福林：银行业风险可控

□

本报记者 陈莹莹

银监会主席尚福林12日在十二届

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记者会上回答中国

证券报记者提问时表示，目前我国银行

业总体运行平稳，风险可控。 银监会在

不断加强监管力度， 着力防范信用风

险、交叉金融产品风险、流动性风险、外

部风险传染等各类风险。

尚福林表示，下一步将开展不良资

产证券化和不良资产收益权的转让试

点，提升银行贷款周转速度，提高支持

实体经济的能力。 另外，要提升银行市

场化、多元化、综合化处置不良资产的

能力，积极化解不良风险。 银监会将推

动“僵尸企业” 重组、整合或市场化退

出，降低信用杠杆，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加强监管防范风险

尚福林透露，截至去年年底，商业

银行资本充足率为13.45%， 比年初有

所提高；不良贷款率为1.67%，与国际

水平相比依然处于较低水平；拨备覆盖

率是181%。 我国商业银行的资产利润

率是1.1%，资本利润率是14.98%，均优

于部分发达国家平均水平。

从上述指标来看，我国银行业风险

可控。这也有力回击了近期有评级机构

下调对中国的主权评级和部分金融机

构的评级展望。 尚福林强调，“这是目

前对中国银行业运行情况的误判。 ”

尚福林指出，当前银监会不断加强

和加大监管力度，着力防范以下几类风

险。一是防范信用风险。银行的不良资

产率上升主要表现在信用风险暴露上。

对于产能过剩企业和 “僵尸企业” ，银

监会准备实行实名制管理，推动商业银

行债务规模比较大且有多家债权银行

的客户成立债权委员会，由债权人按照

“一企一策” 的原则，集体确定对这些

企业贷款的增减。二是防范交叉金融产

品的风险。将坚持透明、隔离、可控的原

则，对跨行业、跨市场的资金流动，保证

“看得见” 、“管得了” 、“控得住” ，加

强风险约束和行为监管，切实把风险纳

入资本约束的范围。三是防范流动性风

险。 商业银行要加强压力测试，银监会

会定期或不定期组织压力测试。 同时，

鼓励中小银行建立同业互助机制，减少

流动性风险的影响。四是防范外部风险

的传染，筑牢银行业、非银行业金融机

构和民间融资活动之间的防火墙，（下

转A03版）

银监会主席尚福林

12

日在十二届

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记者会上回答中国

证券报记者提问。

周小川：保持稳健货币政策

A04

高虎城：进一步放宽外商投资准入领域

A03

深度学习将引爆人工智能应用

专家认为，快速进步的AlphaGo唤醒了人们对“有知觉、有自我意识” 机

器人的憧憬，深度学习和人工智能技术将成为揭示科学原理、升级现有产业商

业模式的重要工具，其应用空间涵盖企业级和消费级市场以及各个细分行业。

万科拟引入深圳地铁为新股东

以王石为首的万科管理层，3月13日在“宝万之争” 中落下关键一

子。据万科公告，公司拟通过换股吸收深圳地铁优质项目的方式，引入新

的国企股东。 据估算，本次交易若完成，华润、万科管理层及深圳地铁集

团三方的持股比例将超过宝能系。

A08�公司/产权

A11�市场新闻

两融“一根筋” 错点“鸳鸯谱”

近两周A股大涨大跌，市场风格轮动提速。 但在最近两次市场风格

出现转换时，两融投资者却“踏错点” 、“慢半拍” 。 在市场蓝筹风劲吹

时，两融投资者连续积极加仓成长板块；上周二市场风格再度逆转时，两

融投资者却流连蓝筹板块。 原本两融投资者“不熟不做” 的策略短期出

现失效。 目前来看，底部震荡仍将持续但空间有限，投资者应谨记勿恐、

勿贪、勿急、勿痴的“八字真言” ，巧用“三板斧” 策略应对轮动格局。

延伸阅读

A02

明确方向传递信心 加强证券监管大势所趋

南方基金史博：市场短期信心将很快恢复

油价企稳助反弹 美股创年内新高

市场分析师认为，油价企稳以及投资者对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担忧减轻，

是支撑美股近一个月反弹的主要原因，但这不足以刺激美股进一步上涨，未来

市场走势仍取决于企业的实际盈利增长。

金牛基金周报

抵御倒春寒 基金抱团取暖

基金经理表示，与过去两年A股重在“讲故事” 、“捧概念” 不同，今

年市场主线将会围绕真实业绩增长而展开，“价值” 将成为新主题。基于

这种判断， 部分基金经理已经在过去的一个月里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

仓，高估值概念股成为减仓的重点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