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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违约风险上升
“
债券转股” 暂难成行

进二退一
短炒心态削弱“
破箱” 功力

分析人士认为，信用债违约案例增多表明经济低迷环境中部分企业债务压力
显著增大。 银行贷款“
债转股” 的举措有助于企业债务链条和金融体系的稳定，但
具体到债券市场，由于相关条件仍不成熟，“
债券转股” 料暂难成行。

3月底重返3000点以来，市场呈现典型的“进二退一” 的运行节奏，市场
中枢上移缓慢并持续受困于箱体。 分析人士认为，资金纷纷采取快进快出的短
炒手法，这成为震荡加剧、箱体难破的关键原因。

A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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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同心协力打赢全面营改增攻坚战
发挥结构性减税促发展调结构的关键作用
□据新华社电
4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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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谈会， 研究全
面实施营改增相关问题，听取部分省份意见，部
署下一步工作。
座谈会上，财政部做了汇报，天津、河北、山
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福建、江西、山东、湖
北、广东、海南、重庆、四川、贵州、西藏、甘肃、青
海、宁夏、新疆20个省（区、市）政府负责人先
后发言、提出建议。
听了大家的发言后，李克强说，全面实施
营改增是推动结构性改革尤其是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的重要内容， 是近年来最大的减税举
措，能够大大减轻企业负担；而且这项改革契
合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优化经济结构的要求，可
以促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拉长产业链带动需
求扩大、创造现代服务业和小微企业发展的良
好环境、增加就业岗位；还可以通过规范和统
一税制，解决重复征税的多年痼疾，具有一举
多得、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显著作用，既可以为
当前经济运行提供有力支撑，还能为未来发展
增添持续动能。
李克强指出，当前经济运行中的积极变化
增多，但基础并不稳固。 各地要抓住全面实施
营改增、 大规模结构性减税带来的政策机遇，

聚焦经济转型升级， 充分调动广大企业积极
性，扩大设备更新、技术改造等有效投资，在创
新中破难题、找出路，因地制宜发展优势产业，
壮大新经济、培育新动能、改造提升传统动能，
实现做大经济总量和提高质量效益并进。 在对
企业“放水养鱼” 的基础上培植和拓展税源，
增强地方财政“造血” 功能。 同时，在推进改革
中也要避免不合理的行政干预，不能限制企业
跨区域经营、要求必须购买本地产品等，防止
形成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以各种不当手段争
夺税源，破坏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更要防止
为了短期和局部利益，搞违规政策洼地，再度
新上落后和过剩产能项目，从而弱化结构性改

革效应。
李克强说， 全面实施营改增是中央和地方
共同的责任，要从长远和大局出发，兼顾各方利
益，调动各方积极性，合理解决中央和地方增值
税收入分成比例等问题，齐心协力，克服困难，
实现改革顺利落地。 针对改革时间紧、任务重，
各地政府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抓， 财政和税务
等部门要紧密配合， 认真细致做好各项准备工
作，进一步完善具体操作事宜，积极解决改革推
进中遇到的问题，确保各行业税负只减不增，保
障财税平稳运行和各级政府更好履职。同时，要
加强宣传解释，及时回应社会关切，为改革营造
良好氛围。

社保基金四季度新进133家上市公司
截至12日中国证券报记者发稿时，已
披露的上市公司2015年年报显示， 全国社
保基金去年四季度新进入133家上市公司
的前十大股东名单，新增持股份合计12.02
亿股，总市值226.1亿元。 新增持股份数量
最多的前5家上市公司分别是招商蛇口、中
国联通、紫金矿业、广深铁路、豫能控股。 从
行业分布看，在这133家上市公司中，排名
第一位的是计算机、 通信和其它电子设备
制造业，达15家；其次是软件和信息技术服
务业，达11家。

社保组合集结招商蛇口
据万得资讯统计， 全国社保基金去年
四季度新增持股份数量最多的上市公司是
招 商 蛇 口 ， 全 国 社 保 基 金 401、118、413、
108组合合计新增持13977.9163万股。 新增
持股份数量排名第2至10位的公司分别是
中国联通、紫金矿业、广深铁路、豫能控股、
苏宁环球、中国国航、冀东水泥、苏宁云商、
国投电力。
就市值而言， 全国社保基金新增持股份
市值最大的也是招商蛇口，市值达291579.33
万元。 排名第2至第5位的分别是浪潮软件
（71107.7万元）， 东方财 富 （62339.92 万

元），中国联通（49440.05万元），航天长峰
（48817.64万元）。
从新增持股份占上市公司流通股的比例
看，占比最大的是富临精工，占比为12.13%；
其次是招商蛇口，占比为7.36%。 占比在5%
以上的还有合锻股份、花园生物、先导智能、
西陇科学、好莱客。
从去年末持股数量看， 全国社保基金共
持有416家上市公司的股票， 其中持股量最
大的是伊利股份， 全国社保基金104、503组
合合计持有18379.9998万股， 占伊利股份流
通股的比例为3.09%。 持股量排名第2至10名
的是招商蛇口、省广股份、中国联通、五粮液、
中文传媒、中金岭南、小商品城、华夏幸福、平
安银行。
从年末全国社保基金持有上市公司流通
股的比例看，持有比例在5%以上的有38家公
司。 其中， 持股比例最高的富临精工，达
12.13%。 此外，持有我武生物流通股的比例
为11.54%， 持有省广股份流通股的比例为
11.04%。
从已披露的上市公司一季报来看， 全国
社保基金新进入两家上市公司的前十大股东
名单，即天沃科技和钢研高纳，增持数量分别
为132.705万股和174.6733万股，市值分别为
1029.79万元和3898.71万元， 占流通A股的
比例分别为0.27%和0.55%。 （下转A02版）

龙头企业接连上市
美基因编辑股强势“吸金”
美国基因编辑龙头企业Intellia诊疗公
司近日提交首次公开募股（IPO）申请，计划
登陆纳斯达克市场，融资1.2亿美元。 2月初，
另一家基因编辑龙头Editas医药刚刚登陆
美国市场，上市迄今股价涨幅接近140%。 目
前这两家公司研究的CRISPR基因编辑技
术炙手可热， 吸引了投资者和医药行业巨头
们的目光。

A07 公司新闻

多家“
徐翔系” 公司股份
被轮候冻结
多家上市公司发布的公告显示，“徐翔
系” 投资平台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被轮候冻
结，包括华丽家族、大恒科技、宁波中百、文峰
股份等。 青岛市公安局请中登上海分公司协
助轮候冻结“徐翔系” 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
上海公安局请中登上海分公司解除对“徐翔
系” 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冻结。 业内人士表
示，这可能预示徐翔一案将在青岛审理。

年报透露持股路线图

□本报记者 王维波

A05 海外财经

9企业年金计划新进17只股票
□本报记者 李超
已披露的上市公司2015年年报显示，多
只企业年金计划在股票市场上进行了增减持
操作。 9家企业的企业年金计划新进17只股
票，中石油、工商银行、中国平安的企业年金
计划减持了部分持股。

持股有进有退
截至去年末， 全国共有75454家企业建
立了企业年金，积累基金9525.51亿元。 在投
资管理方面，实际运作资产金额达9260.30亿
元，合计建立2993个组合。 从全国企业年金
基金投资收益率情况看，单一计划中的“含
权益类” 组合在样本组合数方面居首位，达
1844个，去年末资产金额为6756.32亿元，去
年加权平均收益率达10.50%。 其他计划中的
“含权益类” 组合以及集合计划中的“含权
益类” 组合的当年加权平均收益率居于所有
组合的前两名，分别为12.46%和12.00%。
已披露的上市公司2015年年报显示，去
年四季度，“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企业
年金计划” 减持了北方创业、山东路桥、通富

微电、博世科，“平安相伴今生企业年金集合
计划” 减持了美欣达，“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减持了大地传媒。 上
海铁路局等9家企业的年金计划新进东风科
技等17只股票。 中石油、建设银行、工商银
行、 中国平安的企业年金计划分别对所持的
新纶科技、远方光电、恒锋工具、美欣达股份
保持仓位不变。中新科技、久远银海、会稽山、
普路通、 高科石化等多只股票受到多个企业
年金账户的青睐。
某基金管理人士表示，市场化运作以来，
企业年金投资经历了多轮牛熊市的考验。 企
业年金的权益类资产配置比例不超过30%，
大类资产配置以及类属资产配置是获得理想
收益的关键。

A06 基金/机构

套利策略绝地反击
CTA基金收益持续走热
私募数据显示， 套利策略产品在经过了
长达半年的低迷期后， 上周收益率突然回升
至3.86%，一举夺下所有策略产品的收益率
冠军。基金人士称，基差收敛等三大因素促成
了套利策略的此次绝地反击。 管理期货基金
（CTA基金）3月收益较2月又有较大幅度
提升。 基金人士认为，CTA基金全年或许都
会有不错的表现。

A10 货币/债券

管理人强调长期投资
某养老险公司年金业务负责人表示，经
过前几年的快速发展， 企业年金市场的增速
大大放缓，运行当中也存在门槛较高、计划形
式较单一、运行成本较大等问题。保险公司希
望通过传统及创新业务， 补充和衔接好养老
金业务的三个支柱。 （下转A02版）

制图/王力

降级潮山雨欲来
提防信用债“挤泡”
分析人士认为，信用风险迟早面临重定
价， 畸低利差终究无法长久。 或许信用风险
“
点状” 爆发不至于压垮市场，但侥幸之心不
可有，风险排查不可缺。 短期看，信用债违约
潮风波不断， 年报季降级潮又山雨欲来，信
用债分化行情或加剧，应谨慎对待低评级债
及评级虚高国企债。 在信用债市场杠杆堆
积、投资行为高度趋同的情况下，还需警惕
机构集中止盈可能诱发的流动性冲击。

A11 衍生品/期货

“
双金” 亦步亦趋
时差背后暗藏玄机

发改委推动金融机构加大重大建设项目支持力度
鼓励银行跟投跟贷专项建设基金项目
□本报记者 刘丽靓
发改委投资司近日召开金融机构支持重大
项目建设座谈会， 向有关金融机构介绍专项建
设基金工作进展情况， 重点推介专项建设基金
项目，鼓励银行积极跟投跟贷，以进一步发挥专
项建设基金的拉动带动作用。国家开发银行、中
国农业发展银行、 邮储银行介绍了各自负责的
专项建设基金工作情况， 银监会政策研究局有
关负责人向参会银行提出了具体要求。
参加会议的银行还有中国进出口银行，工
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
行五大国有商业银行以及浦发银行、招商银行、
兴业银行等12家全国股份制银行。 参会银行表
示，此类项目融资推介方式很好，将尽快部署落

实，积极支持专项建设基金项目。
与会银行提出了一些意见、建议：一是有关
银行可从其贷款项目中， 积极推荐符合专项建
设基金要求的优质项目， 纳入专项建设基金支
持范围； 二是希望各地发改委也能与金融机构
加强合作对接， 便于银行及时掌握项目进展情
况；三是进出口银行、工商银行、邮储银行等希
望发挥自身优势，与发改委开展多种方式合作，
通过政府投资与银行资金的有机结合， 创新投
融资方式，积极扩大合理有效投资。
发改委投资司有关负责人表示，去年以来，
发改委积极开展政银企社合作对接， 与金融机
构加强联系，包括联合银监会、保监会推动银行
和保险机构加大重大工程建设支持力度， 联合
开发银行加大开发性金融对PPP项目的融资支

持，特别是会同国开行、农发行、邮储银行开展
专项建设基金工作，取得了很好成效。 今后，发
改委将不断增强服务意识，在政策解读、项目推
介、投资形势分析、投融资管理创新等方面，进
一步与银行、保险、基金等各类金融机构加强交
流合作。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 发改委主任徐绍史表
示，要进一步用好专项建设基金这一政策工具。
按照国务院的部署，专项建设基金于2015年推
出。 发改委和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会
同国开行、农发行和邮储银行发行专项债券，设
立和投放专项建设基金， 以资本金的方式投入
具体项目，支持看得准、有回报、不新增过剩产
能的重点领域的项目建设， 特别是补短板的一
些项目。

《关于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
行情况与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
案的报告》提出，充分发挥专项建设基金带动
作用。 按季度安排市场化方式筹措的专项建设
基金，保持适度规模。 积极推动社会资本跟进，
发挥投贷结合效应。 牢牢抓住关键领域和薄弱
环节，创新政府性资金使用方式，充分发挥中央
预算内投资、专项建设基金“四两拨千斤” 的引
导带动作用，着力补短板，扩大有效投资。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1日主持召开部分省
（市）政府主要负责人经济形势座谈会时指出，
中央预算内投资上半年要全部下拨， 用好专项
建设基金，扩大地方政府性债务置换规模，带动
更多社会资金投入，推动新开工项目尽快落地，
保持有效投资强度。

黄金和黑金（原油）之间有千丝万缕的
关系。 近期， 黄金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先行指
标，常常较早触底反弹，原油则紧随其后。 业
内人士指出，由于原油影响通胀水平，黄金则
是对通胀预期的反应， 因此黄金在走势上领
先于原油有一定必然性，可以作为投资参考。
从中长期来看， 美元指数仍是二者共同的指
挥棒， 投资者对于此轮大宗商品反弹的高度
仍需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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