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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 北京 上海 武汉 海口 西安 成都 沈阳 杭州 济南 福州 南京 重庆 南宁 长沙 郑州 长春 合肥 昆明 哈尔滨 石家庄 南昌 太原 乌鲁木齐 青岛 西宁 银川 大连 深圳同时印刷

国务院出台

１６

项措施稳定物价

发放价格临时补贴；积极稳妥推进价改；建立价格调控部际联席会议制度

据新华社电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发

布 《国务院关于稳定消费价格总水平保

障群众基本生活的通知》，要求各地和有

关部门及时采取

１６

项措施，进一步做好

价格调控监管工作，稳定市场价格，切实

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通知》指出，为切实维护广大人民群

众根本利益、保持社会和谐稳定，各地区、

各部门要及时采取有力措施，坚持扶持生

产、 保障供应与抑制不合理需求相结合，

实施短期应急措施与建立长效机制相结

合，理顺价格关系与保障群众基本生活相

结合，维护企业正常经营活动与打击价格

违法行为相结合， 以经济和法律手段为

主，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进一步做好

价格调控监管和稳定市场价格工作。

上述

１６

项措施包括：大力发展农业

生产、稳定农副产品供应、降低农副产品

流通成本、保障化肥生产供应、做好煤电

油气运协调工作、 发放价格临时补贴、建

立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

的联动机制、继续落实规范收费的各项规

定、积极稳妥推进价格改革、规范农产品

经营和深加工秩序、加强农产品期货和电

子交易市场监管、 健全价格监管法规、加

强价格监督检查和反价格垄断执法、完善

价格信息发布制度、切实落实“米袋子”省

长负责制和“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建立市

场价格调控部际联席会议制度。

《通知》要求有关部门和各地切实加

强蔬菜种植基地和蔬菜大棚建设， 南方

省区和有关蔬菜主产区要抓好冬季蔬菜

的生产， 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给予必要

的支持； 各地尤其是城市人民政府要扩

大速生蔬菜生产规模， 增加越冬蔬菜供

应。加强冬季粮油生产田间管理。完善糖

料收购价格政策和利益共享机制， 稳定

榨糖企业生产。

为稳定农副产品供应，《通知》要求

各地区保持地方储备粮油的投放力度，

落实小包装成品粮油储备制度。 有关部

门要继续把握好中央储备粮、油、糖投

放和轮换的节奏、力度，保障市场供应。

城市人民政府要提前做好小包装成品

粮油和越冬蔬菜等农副产品储备工作，

加快蔬菜批发市场、社区菜店和冷链物

流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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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灰色资金

拆借链大调查

立体车库：

爆发增长在即赚钱不易

是否暂停申购

基金公司基金经理闹别扭

爱尔兰开口求救

财政“瘦身”方案本周落槌

业内人士热议通胀预期、货币政策微调下股市走向

货币政策温和收紧

A

股向好趋势不改

见习记者 刘 明

本报讯 央行

9

天内两次上调存款

准备金率，调整频率历史罕见，这令很多

投资者担忧货币政策是否将继续收紧，股

市是否继续调整。证券时报记者采访的数

位业内专家认为， 货币政策收缩有限，股

市向上的趋势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

国泰君安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表

示， 央行连续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对控制

通胀无疑是有效的， 如果抑制通胀目的

达到， 加息等更加严厉的货币收缩政策

就不太可能出现。

交银施罗德投资总监项廷锋认为，

从经济基本面角度分析， 中国经济复

苏还未到货币政策需要全面收缩的阶

段。 前不久的加息， 更多的是外生的

“被加息”， 是由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

定量宽松， 导致了国内货币政策与实

体经济走势之间的背离。 因此，如果外

因消失或通胀压力缓解， 加息的必要

性将会降低。

华商盛世成长基金经理梁永强也认

为，目前中国的货币紧缩是有限度的，因

为货币政策的收缩实际上是根源于国际

金融体系的失调， 新兴国家的通胀压力

是由于发达国家不断地发行货币而造

成，因此，虽然未来国内的货币政策会保

持相对紧缩的状态， 但出于稳定国内经

济增长需要，这种收缩会有限度。

对于

A

股未来走向， 李迅雷仍然看

好。他说，我国即将迎来第十二个五年规

划， 相关板块股票都存在投资机会；另

外，中国股票整体估值优势明显，这两大

因素会驱动股市中长期向上。

项廷锋表示， 市场短期调整只是消

化对政策的担心， 上行的趋势还不至于

就此改变。今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基本面

出现了比较积极的变化，复苏迹象明显。

梁永强也认为， 今年经济基本面已经逐

步走出去年比较差的状态， 未来还会继

续往好的方向发展， 对于股市不必过于

悲观。

在项廷锋看来， 未来影响股市的因

素有三个，一是通胀能否被有效控制，二

是经济复苏的大趋势是否会改变， 三是

总体流动性是否充足。梁永强表示，未来

A

股的走向还需要看基本面的恢复情况、

明年的信贷额度以及未来几个月

CPI

的

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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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回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齐同生：

推进特色产业优势资源与上市公司对接

� � � �本报讯 在中国资本市场迎来

20

岁生日前夕， 宁夏回族自治区常务副主

席齐同生接受证券时报记者专访时表

示，

20

年来， 宁夏的资本市场伴随着我

国资本市场改革发展步伐而成长， 体系

逐步形成，功能日趋完善，已成为推动宁

夏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主要力量。

宁夏丰富的自然资源， 具有培育特

色产业得天独厚的优势条件。 齐同生用

“物华天宝”四个字概括宁夏，但对于宁

夏乃至整个西部地区的“短板”，也有着

清醒的认识。他表示，宁夏今后将把推进

宁夏的特色产业、优势资源与上市公司、

拟上市公司对接， 提升宁夏上市公司总

体价值和抗风险能力， 为区内群众创造

财富作为工作的一个重点。

齐同生指出，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

变，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培育和

发展煤电、煤化工等战略主导产业，实现

宁夏的跨越发展，都需要金融机构包括证

券市场不断注入活力。 这不仅为全区资本

市场健康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和广阔

的空间，也对资本市场的改革发展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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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股简称：工行配股

●

配股代码：

760398

●

配股比例：每

10

股配

0.45

股

●

配股价格：

2.99

元

/

股

●

配股缴款日：

2010

年

11

月

16

日至

11

月

22

日

●

买卖方向：请咨询所开户营业部

●

发行方式：网上定价发行

A股配股认购缴款提示

《A 股配股说明书摘要》、《A 股配股发行公告》 详见 2010 年 11 月 11 日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 w w .sse.com .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