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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再现举牌潮 “
买家” 逻辑浮出水面

新三板炒房军团大起底

三季度再现举牌潮，已有20多家上市公司被举牌。 市场人士指出，多元化
市场环境下，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举牌资金不合时宜。 违规举牌的资金固然不得
不防，但对于在合法合规、保护投资者权益基础上的举牌，市场应理性看待。

以半年报“投资性房地产” 科目作为衡量“
炒房” 程度的指标，新三板共有
520家挂牌公司拥有“用以出租或短期出售” 的房产，价值合计117亿元。 这
520家公司上半年净利润仅为70亿元。

A03

A09

十八届六中全会将于10月24日至27日召开

姜洋：继续完善并购重组监管规则
强化对忽悠式跟风式重组的监管力度
□本报记者 王小伟
四川上市公司并购重组高层研讨会27
日在成都召开。 证监会副主席姜洋出席并
发表主旨演讲。 姜洋强调，当前和今后一段
时间， 证监会将继续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
院关于资本市场发展的决策部署， 认真践
行“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五大发
展理念，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方向，
强化依法、从严、全面监管要求，按照两手
抓的原则，推进上市公司并购重组。
姜洋表示，一方面，继续完善并购重
组机制， 积极协调各方推动消除跨行业、
跨地区、跨所有制并购重组的障碍，加大
对企业通过并购重组做优做强、提升效能

的支持力度。 另一方面，继续完善并购重
组监管规则，完善全流程监管机制，强化
对“忽悠式”“
跟风式” 重组的监管力度，
加强对并购重组的信息披露和事中事后
监管，切实促进并购重组更好地提升上市
公司质量。 希望上市公司发挥主体作用，
积极作为，履行应尽的职责；同时，切实履
行社会责任，为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作
出应有的贡献。相关方要筑牢依法合规意
识，防止盲目并购，避免同质化竞争，守住
底线，实现多方共赢。
姜洋指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通
过推动企业并购重组优化资源配置、促进
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目前，我国已成为
全球第二大并购市场，并购重组成为资本

市场最具效率和活力的一环。 在推进上
市公司并购重组过程中，证监会一直高度
重视市场化、法制化建设，在“
放、管、服”
三条战线同时发力，推动大幅取消和简化
行政审批事项，创新事中事后监管方式，
构建透明高效的审核机制，积极营造良好
的发展环境。 现在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交
易90%都无需证监会审批。 2015年，全市
场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交易共计2669单，
交易金额2.21万亿元， 同比增长52%，其
中横向整合的产业并购逐渐成为主流。
通过并购重组，大型国企央企实现整合，
提高了产业集中度和核心竞争力，不少企
业降低了成本，培育了发展新动能，传统
行 业 加 快 了 转 型 ， 重 新“盘 活 ” 和“再

生” ，总体上促进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
三去一降一补” 任务开展。
程，推进了“
姜洋表示，希望四川省政府继续重视
资本市场功能作用发挥，为四川企业利用
资本市场发展、开展并购重组提供全方位
支持。证监会将一如既往支持四川资本市
场发展，加强服务，完善政策，与相关各方
共同促进并购重组市场健康发展，更好地
服务企业转型升级和实体经济发展。
研讨会期间，四川省副省长朱鹤新出
席并致辞， 上海证券交易所总经理黄红
元、深圳证券交易所总经理王建军分别做
了主题演讲。本次研讨会由四川省人民政
府金融办公室、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
券交易所共同举办。

发展创新创业教育
激发“
工程师红利”
当前，我国适龄劳动力人口的绝对数量持续下降。 在第三届全
球创新创业教育论坛暨上市公司产业转型升级高端论坛上，业内人
士认为，人口红利料逐步消失，经济增长应依托于创新发展。 这需
要不断提高劳动者素质，加大教育投入，重视职业教育、技术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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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贷资金暗度陈仓 楼市高杠杆滋生风险
随着楼市持续火爆，一些购房者加杠杆花样百出，银行资金成为重
要推手。个别银行存在“暗度陈仓” 的情况，表面上以住房抵押形式为用
户提供消费贷、信用贷、经营贷，实则贷款资金流入了房地产。 分析人士
指出，这部分资金的推波助澜加速催生房地产泡沫，一旦楼市逆转，银行
资金安全将面临挑战。

美国大选冲击 A股扰动有限
□本报记者 杨博
美国总统大选首场电视辩论于北
京时间27日上午进行， 两党总统候选
人希拉里和特朗普展开首次正面交锋。
随着大选步入倒计时阶段，总统宝座归
属的不确定性给国际金融市场带来的
影响料加剧。 不过多数市场人士认为，
美国总统大选进展对国内市场影响有
限，A股仍主要受制于国内因素。

市场波动加大
目前距11月8日的美国总统大选
还有约6周时间， 选战进入白热化阶
段。此前美联储已经为年内加息前景定
调，金融市场开始从“美联储时间” 切
换到“
大选时间” 。分析师认为，美国政
治的不确定性对金融市场造成的冲击
将进一步凸显。
美国总统大选首场电视辩论开始
前夕，全球金融市场避险情绪蔓延。 辩
论当天，美股三大股指全部收低，跌幅

均在0.9%左右，美债收益率跌破1.6%，
创两周新低。 亚太主要股指27日早盘
也普遍低开。 辩论结束后，市场担忧情
绪有所缓解，风险情绪获得释放，亚太
股指纷纷扭转疲态，MSCI亚太指数早
盘一度大跌0.9%，收盘则上涨0.7%。 新
兴市场货币走强，印尼盾兑美元一度上
扬0.7%；韩元跌幅一度达0.5%，但其后
反弹，全天上涨0.7%。
一些分析师认为，风险资产先抑后
扬的表现说明在市场看来，希拉里在大
选首场辩论中的表现好于特朗普。澳新

银行分析师表示，市场反应说明投资者
相当放心，因为如果希拉里当选，将
预示现有政策有望得以持续， 对风
险资产和亚洲货币将起到正面影
响，而如果特朗普取胜，会对以
贸易为导向的亚洲国家的货币
不利。
瑞银财富管理投资总监办
公室发表的最新报告认为，如果
特朗普胜出， 可能造成风
险资产全面下跌。
（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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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刊启事
根据国家有关201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和沪深交易所
“
十一” 休市的规定，本报10月1日正常出报，10月2日至10月9日休
刊，10月10日恢复正常出报。
本报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