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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责任”多维升级 众人拾柴互利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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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创冷暖谁先知

四信号揭开潜伏者神秘面纱

尽管基金对创业板股票的相对配置为近年来低位，但近期出现增仓态势，

且7月以来中小创板块的重要股东增持占比逾六成……种种迹象表明，早有资

金提前布局中小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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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做“麻辣粉”补水

流动性不松不紧

央行15日开展3995亿元MLF操作，同时暂停逆回购操作，单日净

回笼资金280亿元。分析人士指出，央行此次超量续做MLF意在对冲逆

回购和MLF到期，对逆回购暂停或小幅净回笼无需过度解读。当前流动

性处于央行的“合意” 区间，公开市场操作将“削峰填谷” ，维护流动性

基本稳定、中性适度。

政企媒合力 “资本的责任———上市公司社会责任研讨会”在贵阳举行

共创资本市场服务脱贫攻坚新局面

□

本报记者 徐昭

8月15日， 中国财富传媒集团主办

的“资本的责任———上市公司社会责任

研讨会”在贵州省贵阳市举行。多位政、

企、媒代表齐聚一堂，围绕上市公司社会

责任、资本扶贫等话题展开讨论。

新华社办公厅主任宫喜祥表示，按

照党中央国务院要求， 新华社始终把定

点扶贫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 通过宣

传扶贫、信息扶贫、人才扶贫、推广扶贫、

搭桥扶贫等多种帮扶措施， 着力提升定

点扶贫工作的针对性、有效性，帮助扶贫

点精准脱贫。 宫喜祥指出，2016年9月，中

国证监会公开发布《关于发挥资本市场作

用 服务国家脱贫攻坚战略的意见》，对

资本市场参与扶贫攻坚提出了要求。 为

更好服务国家的脱贫攻坚战略， 中国财

富传媒集团举办此次活动， 引领资本市

场参与扶贫开发， 既为资本履行社会责

任创造了便利条件，也为贫困地区脱贫致

富引入了“源头活水” ，既拓展了资本扶

贫的形式，也丰富了资本扶贫的内容。

贵州省委常委、副省长王晓光表示，

贵州省委、 省政府历来高度重视资本市

场发展， 近年来着力实施企业股份制改

造，加快推进省内企业上市挂牌，大力引

进拟上市企业和战略投资者， 全省资本

市场建设取得了积极进展。截至目前，贵

州省境内外上市公司和新三板挂牌企业

分别达 24家、58家， 总市值分别达

8420.87亿元和170.72亿元。“我们将以

更加开放的姿态、 更加高效的服务和更

加优惠的政策， 为推动贵州发展与企业

壮大、实现互利共赢创造更多机遇。 ”

贵阳市副市长王玉祥表示：“愿与

各位企业家建立更为紧密的联系， 在以

生态为特色的世界旅游名城建设， 大数

据、大健康、金融业、富美乡村建设等各

个方面，开展多元化、全方位、广领域的

交流与合作， 实现互利双赢， 共同发

展。 ”（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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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今年以来股市总体运行平稳

大盘蓝筹股与中小股票的估值结构更加优化

□

本报记者 徐昭

维护市场稳定运行是资本市场改革

发展的前提。去年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

的坚强领导下，证监会牢牢坚持稳中求进

工作总基调，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

要的位置，会同有关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有

力措施消除风险隐患，实现了资本市场平

稳运行。 去年3月份至年底，上证综指、深

证成指累计分别上涨15.46%和11.87%，

股指振幅逐季收窄。 今年前7个月，市场

稳的态势进一步巩固，并出现了一些积极

变化。

一是主要股指稳中有涨。 前7个月，

上证综指、深证成指、中小板指分别上涨

5.46%、3.22%和9%。 大盘蓝筹指数表现

良好， 上证50、 沪深300指数分别上涨

15.36%和12.92%， 涨幅高于同期道琼斯

工业（10.77%）、标普500（10.34%）、英

国 富 时 100 （3.21% ）、 德 国 DAX

（5.55%）、日经225（4.24%）等境外主要

蓝筹指数。 这是我国宏观经济稳中向好、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明显成效的充分

反映。

二是市场波幅明显收窄。 前7个月，

上证综指在3000点至3300点之间窄幅波

动，区间振幅8.98%，明显小于去年同期，

处于较低水平。 140个交易日中，上证综

指涨跌幅均小于2%，其中超过1%的交易

日仅8个。 同期， 深证成指在9700点至

10700点之间运行，波动也较小。

三是市场估值结构趋于合理。主板市

场静态市盈率由去年底的19.8倍小幅上

升为今年7月底的20.2倍。 中小企业板市

盈率由60倍下降至44倍。 创业板市盈率

由80倍下降至50倍，降幅达37.4%。 大盘

蓝筹股与中小股票的估值结构更加优化。

截至7月底，上证50、沪深300指数市盈率

分别为12倍和15倍， 均低于同期道琼斯

工业指数21倍、标普500指数24倍、英国

富时100指数29倍、德国DAX指数19倍、

日经225指数18倍等境外主要蓝筹指数

的估值水平。

四是市场运行内在稳定性增强。今年

2月17日股指期货交易限制适度放松以

来，股市异常波动期间为稳定市场所采取

的临时性政策措施已全部退出。 前7个

月，沪深两市日均成交金额为4423亿元，

日均新增A股账户数20万左右，日均新增

投资者近7万人，交易结算资金余额维持

在1.3万亿元左右。 这些数据都表明股市

稳定运行的基础在夯实。

交易金额年均增逾40%

并购重组大力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

本报记者 徐昭 实习记者 林婷婷

证监会15日消息，近年来，证监会认

真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通

过大力推进并购重组市场化改革，扎实开

展“简政放权” 和“放管服”改革，进一步

激发了市场活力，支持了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和实体经济发展。 按全市场口径统计，

2013年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交易金额为

8892亿元，到2016年已增至2.39万亿元，

年均增长率41.14%，居全球第二，并购重

组已成为资本市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

重要方式。

一是并购重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升，

博弈充分、约束力强的第三方发行成为主

流。 通过大幅取消和简化行政审批事项，

目前90%的并购重组交易已不需证监会

审核，上市公司经自主决策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即可实施。 在审批项目中，2015年

至2017年6月，第三方发行项目单数在总

交易数量中的比例由 63.99%上升至

73.81%， 交易金额占比由24.30%上升至

46.54%。

二是并购重组服务供给侧改革，助力

去产能、 去库存， 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2016年钢铁、水泥、船舶、电解铝、煤化

工、汽车、纺织、电力等8大产能过剩行业

共有118家上市公司实施并购重组，合计

交易金额2336.78亿元。其中，有的通过减

少恶性竞争，提高行业集中度化解过剩产

能。 如宝钢吸并武钢，合并成立的宝武钢

铁集团是中国第一、全球第二的特大型钢

铁企业。 有的通过置出过剩产能，置入优

质资产，重新“盘活再生” 。 如*ST济柴通

过重组置入中石油旗下金融资产、*ST天

利成为中石油石油工程业务建设平台。

三是并购重组促进技术升级，推动战

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2016年，新一代信息

技术、高端装备制造、节能环保、新能源、

新材料、服务业新业态等战略性新兴行业

上市公司共发生并购重组交易270单，涉

及金额3253.31亿元。 其中，艾迪西、大杨

创世、 鼎泰新材分别经重组成为申通快

递、圆通速递、顺丰控股，从传统行业转型

为综合物流服务业；华中数控重组江苏锦

明，拓展机器人系统集成业务；四维图新

收购杰发科技，将产业链延伸至汽车芯片

制造。

四是并购重组助推国有企业改革，支

持国有企业做优做强。 2016年，国有控股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678单， 交易金额1.02

万亿元，占全市场并购重组交易总金额的

43%。 其中，长江电力收购三峡集团水电

资产、国药一致与现代制药的重组，实现

优质国资控股上市公司布局优化；（下转

A02版）

图为中国财

富传媒集团董事

长、 中国证券报

有限责任公司董

事长葛玮与获得

金牛创富领袖奖

的嘉宾合影。

本报记者车亮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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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头翻多 债市走出期市“阴霾”

6月以来，大宗商品价格涨势凌厉，市场上“再通胀” 预期及“新周

期”讨论随之而起，债券市场首当其冲，10年国债利率一度逼近前高。研

究机构认为，在总需求出现明显扩张迹象前，大宗商品涨价对债市冲击

有限，“商品不灭，债市难兴”并不一定成立。

A06�海外财经

AH溢价指数现“非典型”上涨

价差收窄或成大势所趋

今年以来，恒生指数与恒生国企指数的表现明显强于沪指。然而，恒

生AH股溢价指数却创下13个月以来高位，呈现“非典型”上涨。 分析人

士表示，内地部分大型银行A股迎来价值重估，股价持续强于H股，成为

推动AH股溢价指数走强的主力。

同业存单监管趋严 资金料现分流

央行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确认， 拟将部分同业存单纳入MPA同业负

债占比指标进行考核。 分析人士指出，未来部分资金转而配置收益率更高的基

金、银行理财产品、债券、贵金属乃至股票等资产的可能性正在上升。

A08�公司新闻

网拍“物优价廉”

地产商越来越时兴网上淘地

土地和房产项目网拍市场呈现出供需两旺的态势。法院等机构越来

越多地将不良资产拿到网拍平台拍卖，包括大量土地和房产项目。 因为

“物优价廉” ， 以阿里旗下拍卖平台为代表的网拍平台日益成为房地产

开发商拿地的“新猎场” ，万科等大中型开发商均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311家公司荣登第19届上市公司金牛奖榜单

战略新兴产业集聚效应凸显

□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8月15日， 由中国证券报主办的

“第19届中国上市公司金牛奖颁奖典礼

暨高端论坛” 在贵州省贵阳市举行，

311家上市公司荣获2016年度金牛奖系

列大奖。

中国财富传媒集团董事长、 中国证

券报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葛玮在论坛上

表示， 本次金牛奖获奖公司的一个重要

特点， 是资本市场的领先企业从传统产

业向新兴产业转移。获奖上市公司中，生

物医药、健康产业的上市公司独占鳌头，

新材料、环保、高端制造领域的上市公司

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

他表示， 资本市场的领先企业从传

统产业向新兴产业转移的轨迹恰好与国

家“十三五”规划的战略取向同向而行，

资本市场的蓬勃发展催生了上市公司的

大量涌现。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表示，

2018年将是新周期全面开启的关键点。

未来投资空间和信心的一个重要来源就

是技术的创新， 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

GDP比重将从“十二五” 的8%提升至

“十三五”末的12%左右，成长空间非常

广阔。（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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