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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建议多措并举推进供给侧改革

□

本报记者 彭扬

多位专家在近日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6年会

上表示， 下一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从多方面施策，

应准确把握供给侧改革的着眼点，同时须注意供给侧和需

求侧的区别。去产能要做好与结构性调整、政府自身转型、

产业升级等方面的结合。货币政策是推动需求侧和供给侧

改革与发展的必要条件。

改革应全面布局

专家认为，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是使市场在资

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中国社

会科学院原副院长、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

表示，下一步推进供给侧改革，政府应从六个方面施策：

一是通过深化改革， 促进市场逐渐完善， 创造让企业和

市场发挥作用的制度环境； 二是稳定宏观经济， 在需求

侧有所作为； 三是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 四是加强市场

监管， 保障公共竞争和维护市场秩序； 五是促进共同富

裕； 六是弥补市场失灵， 在市场出现问题时政府出面予

以解决。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认为，经历了多

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后，下一步要把处理累积问题放在突出

地位，但处理累积问题必然会引发增长方面的压力。因此，

一方面要开发出新需求和供给支撑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可

主动将“十三五” 规划中前几年的增速适当降低。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就是从经济增长、生产函数的角度去解决问题。 第一个着

眼点是调整劳动参与率；第二个是调整生育政策、提高生

育水平；第三个是加大教育和培训、培育人力资本；第四个

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如户籍制度改革可以提高农民工的

参与率以及继续让他们进行资源配置。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陆磊认为，货币政策是推动

需求侧和供给侧改革与发展的必要条件。要加强宏观审慎

管理制度建设和推进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下转A02版）

周小川：加快发展资本市场

使国民储蓄更大比例投入股本融资

□

本报记者 任晓

在20日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6

年会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表示，中国

总的经济杠杆率偏高，储蓄率偏高，希望通过

加快发展资本市场，使储蓄进入股本市场，减

少企业对借贷杠杆的依赖性。

周小川表示， 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仍有很

大空间，同时也有很多工作要做。中国股本市

场发育较晚，资本市场总的融资比例较低，民

间股本融资相对薄弱。 改革开放以来民间致

富较快，但民间财富转变为股本的机会较少。

这几个因素叠加导致企业借贷比例偏高。 解

决这一问题的重要方法就是加快发展资本市

场，使国民储蓄更大的比例投入股本融资。

周小川表示， 要健全符合我国国情和国

际标准的监管规则。 要认真研究自身经验教

训， 包括去年金融市场波动时有观点认为金

融监管体制不大理想。从国际上看，全球金融

危机出了不少问题， 国际上也有不少讨论和

探索。要切实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这是

我们目前体制上的弱点，“十三五” 期间还要

大力加强。

周小川表示，在汇率改革中有三点比较明

确。一是涉及反洗钱和反恐融资时，这方面强调

要管住。通过反洗钱和反恐融资的有关手段，对

涉及这些方面的汇兑仍会有一定的管理。

二是健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 这是国际

金融危机后国际社会形成的共识。 像中国这

样的发展中国家要防止出现宏观审慎方面的

一些问题， 如企业过度举借外债和过度的货

币错配。 这些情况在亚洲金融风波期间的一

些亚洲国家发生过， 需要通过宏观审慎措施

来管理。

三是我国鼓励和支持中长期的投资活

动，包括外国人到中国投资，也包括中国人到

外国投资。对于超短期、投机性的资本流动是

要管理的，当然管理措施不一定完全有效，对

这些资本流动也不是特别鼓励的。 （相关报

道见A02版）

多头的“诺曼底” ：

谁是大宗商品行情新推手

大宗商品市场上的多头突然呼啸而至。 业内人士表示，期市这一波大涨行

情中的“秃鹫”正是来自国内股市的炒股资金。“拣尽寒枝不肯栖” 的资金将大

宗商品市场当作“诺曼底” ，一登陆便令空头们苦不堪言。

中小创逼空

“夏热”行情尚待“三把火”

沪深股指大幅反弹，“中小创”表现抢眼，连续两日上演逼空大戏。不过，连

续上涨后，指数逼近套牢筹码密集区域，上行压力可能增大，要演绎“夏热” 行

情需借“三把火” 。

A02�财经要闻

刘士余会见IMF总裁拉加德

证监会主席刘士余20日在会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克

里斯蒂娜·拉加德一行时，介绍了中国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的基本情况。双

方共同表示，将在资本市场的监管、风险防范、法制建设和执法能力提升

等方面进一步加强实质性的合作，以期更好地保护中国资本市场投资者

的合法权益。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周小川作主旨发言。

新华社记者 李鑫 摄

A10�数据/信息

373股上周创猴年新高

随着A股赚钱效应的提升，不少股票创出了猴年新高。上周以来，剔

除停牌股、3月来上市的次新股， 以及交易不足10个交易日的复牌股之

后，全部A股中有373只股票创猴年新高。 从这些股票的行业分布来看，

化工行业数目最多，达43只。

A09�市场新闻

13阳 “跷跷板”变“撬撬板”

3月以来的14个交易日中，沪综指收出13根阳线。 蓝筹与成长股通

常的“跷跷板”格局出现逆转，二者共同撬动市场强势突破，其背后是政

策、汇率、经济数据的利好共振，主力资金大举进场引发赚钱效应，同时

风险偏好回升。

扭转“倒金字塔”结构

多层次股权融资市场建设提速

□

本报记者 王小伟

发展多层次股权融资市场，既是宏观

经济转型升级、中观产业均衡发展和微观

企业融资的必然，也是推进注册制改革的

重要抓手。 业内人士认为，目前我国多层

次资本市场已显现雏形，未来除了需要大

力发展新三板等新市场之外，还需要进一

步规范区域性场外市场和券商柜台场外

市场，继续稳步发展交易所主板、中小板、

创业板市场，丰富内部层次。 通过加速推

动资本市场“倒金字塔”结构的“翻正” ，

使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得到更为有

效的发挥。

多层次市场成“刚需”

日前发布的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针对“健全金融

市场体系” 指出，积极培育公开透明、健

康发展的资本市场， 提高直接融资比重，

降低杠杆率；创造条件实施股票发行注册

制，发展多层次股权融资市场，深化创业

板、新三板改革，规范发展区域性股权市

场，建立健全转板机制和退出机制。

业内人士指出，近年来，建设多层次

股权融资市场一直是中央强调的发展方

向。 申万宏源证券分析师表示，在我国资

本市场的两大类别和五个层次中，公开市

场包括包括主板、中小板、创业板和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非公开市场则对

应区域性股权转让市场。从发达市场经验

看，中小微企业占比较大，大中型企业占

比较小，所以理想的多层次资本市场结构

呈“金字塔”形状。但长期以来，我国主板

甚至创业板对上市企业的经营稳定性、销

售规模、净利润等有严格的要求，在很多

情况下，处于成熟期的企业才能满足这些

要求，这与资本市场助力实体经济发展的

初衷不一致。 从我国现状来看，相比于沪

深主板的蓝筹市场，中小企业板和创业板

市场无论从挂牌家数还是市值规模来说

都远远落后，三板和四板市场的规模则更

小，其他场外市场的挂牌公司数量和交易

就更比不上了，这显然不能满足“大众创

业 万众创新”的要求。

从更深层次看，头重脚轻的“倒金字

塔” 结构会影响资金的配置效率与经济

的均衡发展。（下转A02版）

金牛基金周报

猛犸提酬引众怒 私募反思急“排雷”

上海知名私募猛犸资产以“非常规手段”提取业绩报酬的消息在基

金圈引发高度关注。 券商PB、律师事务所等第三方服务机构纷纷受到客

户委托或出于自发意识，开始迅速对其涉及的私募产品合同“排雷” 。

A07�公司/产权

洲际油气82亿元并购海外油气资产

停牌半年的洲际油气发布定增方案，公司拟以6.83元/股的价格非

公开发行12亿股， 用于购买上海泷洲鑫科能源投资有限公司99.99%

股权。公司还拟向包括公司实际控制人许玲控制的企业深圳中石丝路投

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在内的不超过10名对募集配套资金不超

过70亿元，主要用于收购标的的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