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导读

Inside Today

A2� �凤凰传媒“重大事项”率先细化分红计划

B1� �公私募资格或同时获批 新基金两条腿走路

A5� �郁亮：

2012

是地产过冬年 要向制造业学习

B1� �超大型指基逆市“长膘”

B1� �偏股基金年度冠军争夺白热化

B4� �范剑平：明年股市将有明确投资机会

A4� �意大利通过紧缩法案 贝卢斯科尼下台

A7� �内地香港汇差逆转 银企跨境套利转向

A5� �八菱科技董事长回应“立案门”

A6� �长三角产权市场生存现状调研系列之一

2011

年

11

月

星期一

14

中国证监会指定披露上市公司信息报纸

中 国 保 监 会 指 定 披 露 保 险 信 息 报 纸

中国银监会指定披露信托公司信息报纸

今日

36

版 第

5449

期

A

叠

8

版

B

叠

12

版

C

叠

16

版

郭树清：破除城乡要素流动体制障碍

证券时报记者 贾壮

中国证监会主席郭树清日前出席

“

2011

财新峰会” 时表示， “十二五”

规划提出要让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双向

自由流动， 但是这一既定方针落实起来

非常困难。 城乡差距依然巨大， 而且迄

今为止没有缩小， 主要是源于体制障

碍， 破除城乡要素流动的体制障碍迫在

眉睫。

他在会议的间隙表示， 已经注意到

社会各界通过媒体写给自己的公开信，

这些信中的建议都已经看过。

郭树清说， 农村和农民收入严重落

后于城市和市民， 是影响中国社会公平

正义的主要因素， 是影响人口质量和社

会发展的主要因素， 也是影响国民经济

长期可持续增长的主要因素。 这主要不

是由于中国资金短缺和资源要素短缺，

而是源于现行体制。

他指出， 从市场的角度来说， 当前中

国首先要改善城乡之间生产要素的交换关

系， 这一点非常重要， 要努力促进公共

资源在城乡之间的均衡配置， 努力推动

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

郭树清建议， 城乡生产要素的双

向流动迫在眉睫， 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加以解决：

一是必须深化土地制度改革。 先

从政策上然后再从法律上明确， 农民

对承包地和宅基地拥有长久的使用

权。 所谓 “长久使用权”， 是指除了

重大自然灾害和不可预测、 不可抗拒

的因素， 农民应拥有宅基地和承包地

的永久使用权。 这种长久使用权今后

可自愿、 平等、 有偿转让， 其他投资

者可放心地投入。

二是要清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

确有必要保留的建设用地， 应明确为

全村居民或全组居民共同所有， 其余

的应该复垦为农田。

三是由县及县以上政府统一制定

城乡发展和建设规划， 实行最严格的

土地用途管制， 在农用土地上建的房

屋必须有面积、 高度、 样式的限制， 必

须落实国土、 环保、 农业、 建设等部门

特别是个人的完全责任。

四是加快建设覆盖城乡全体居民的

社会保障体系。 今年新农保有望扩大到

覆盖农村

60%

的人口，

60

岁以上的人

每个月发放

55

元，

2012

年可覆盖全部

农村。 这个保障水平还是很低的， 今后

应该加快步伐提高保障水平。

五是有计划、 有步骤地推行城乡用

地增减挂钩和占补平衡， 解决社保基金

积累不足和土地利用效率过低的问题。

增减挂钩、 占补平衡， 一般应限定在市

的范围， 不要跨省。

六是在符合国家规划和计划的前提

下， 农村土地转变为城镇建设性用地， 要

采取市场交易方式确定价格。 同时， 为克

服大城市近郊区农民的土地和边远地区的

巨大价差， 农村土地市场化出让的收入

中， 必须有一定比例上交社保基金。

七是在基本社会保险体系建立后，

还应把所有农村居民纳入住房保障体

系。 这是因为， 农民不纳入住房保障体

系， 农村土地就不能用于抵押， 农村的

金融服务很难达到城市的水平。

八是分步实施土地市场开放。 首先从

边远省份、 人口稀少的欠发达地区实施；

其次对山区、 缓坡地带实行更加优惠、

自由的政策； 再次对平原农村、 城市近

郊要实行更严格的规划制度。 在考虑合

理的组团、 功能分区的前提下， 依照集

约和节约的原则开放农村土地交易市场。

九是改进各级政府对农村地区招商

引资的指导和统领， 提高工作的精细化

水平。 目前， 各方面担心的是， 城市的

资金进入农村后， 不是从事农业生产，

而是占地搞房地产。 对此， 应采取针对

性的政策。

十是在推动城乡生产要素自由流动

过程中， 必须把保护生态， 保护历史文

化遗产放在特别突出的位置。 对古民

居、 古村落、 生态比较脆弱的地区， 要

实施相应的保护。 对城市的资源要素和

流动， 包括居民的搬迁也应该如此。

胡锦涛：坚定不移保增长促稳定

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

据新华社电

国家主席胡锦涛日前在美国夏威夷

州首府檀香山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

导人峰会， 并发表题为 《携手并进共创

未来》 的演讲。 胡锦涛指出， 当前形势

下， 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保增长、 促稳

定， 尤其是要努力实现强劲增长， 为亚

太地区和世界经济发展增添动力。

为此， 胡锦涛提出几点看法。 第

一， 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 建立更

加平等、 更加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

伴关系。 第二， 落实 《亚太经合组织

领导人增长战略》， 实现绿色增长和创

新增长。 第三， 维护多边贸易体制，

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 第四， 加强公

共和私营部门合作， 共同推动世界经

济发展和经贸合作。

胡锦涛指出， 今年初， 中国制定了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

纲要， 描绘了中国未来发展蓝图。 我们

将坚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 以加快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 深化改革开放，

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促进经济长期平

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为此， 我

们将着重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努力。

（一）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改善商业

投资环境。 中国将按照转变职能、 理顺关

系、 优化结构、 提高效能的要求， 加快建

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 深化行政审批

制度改革， 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

干预， 健全制约和监督机制， 推动政府

服务朝着更加规范有序、 高效便民、 公

开透明的方向发展。 中国将加强自身投

资环境建设， 继续优化公共服务和管理，

不断完善市场体系， 为国内外投资者提

供公平、 稳定、 透明的投资环境。

（二）大力发展绿色经济， 提高生态

文明水平。 预计 “十二五” 时期， 中

国环保产业将继续快速增长。

２０１５

年

环保产业总产值有望超过

２

万亿元人

民币。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５

年， 中国环保

投资将达

３．１

万亿元人民币， 较过去

５

年翻一番。 中国将绿色产业和节能

环保产业作为吸收和利用外资的重点

领域。

（三）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推进

创新型国家建设。 中国将以知识产权保

护为基础， 以自主创新、 重点跨越为核

心， 大力提高科技创新能力， 加快建立

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 中国将

积极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 引进海外高

层次创新人才， 努力实现从中国制造向

中国创造的转变。

（四） 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积极参

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区域合作。 中国将在

更大范围、 更广领域、 更高层次上推进

对外开放， 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

略， 以开放促发展、 促改革、 促创新，

继续履行所作承诺和应尽义务。 中国

将坚持进口和出口并重， 在稳定出口

的同时更加注重扩大进口， 坚持吸收

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 在稳定和扩大

吸收外资规模的同时更加注重中国企

业到海外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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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高盛减持工行看中国银行业转型挑战

证券时报记者 罗克关

上周五， 央行

10

月份金融统计数

据正式出炉。 不出市场所料，

10

月份新

增人民币贷款较

9

月份有明显的回升。

然而， 在央行数据发布前夕， 高盛

却在香港市场出人意料地减持工商银

行。 这一举动引来市场众说纷纭。 有分

析认为高盛此举旨在筹措系统重要性资

本， 也有分析认为是弥补三季度亏损。

还有市场人士将高盛此前唱多工行的系

列报告翻了出来， 认为高盛再度成功上

演 “唱多做空” 经典案例。

不管从什么角度去看这一事件， 市场

的舆论焦点显然集中于一点， 就是高盛

究竟是看好还是看空中国银行业？

一家

A+H

两地上市银行的人士

日前向记者提及与

H

股股东就 “内地

银行业发展趋势” 话题交换意见时的

感触。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 该行的

H

股股东今年以来对内地银行业的态度

有着不小的变化。 其基本结论是， 数

年前内地银行登陆

H

股市场之初颇为

明确的盈利前景已经很难再现， 未来

两年银行业的经营将持续面临挑战。

实际上， 这一感觉并非

H

股市场

投资者独有，

A

股市场投资者在最近

两年也感同身受。 但是， 中国银行业

究竟面临何种挑战？ 其未来机会何在？

记者认为， 中国银行业目前所面临的不

确定性主要并非来自自身原因， 而主要

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对其营运环境带来

的种种冲击。

如果拉长观察周期， 将

2001

年中国

加入世贸组织算作起点的话， 在这

10

年

时间里，

2005

年国有大行陆续登陆

H

股

市场正值这一过程的中后段。 受益于越

来越密切地融入世界分工体系的中国经

济腾飞， 中国银行业在各个细分领域都

受益于经济模式所爆发出的增长潜力。

这段时间里， 银行不仅面临着稳定

的信贷需求， 还从传统的信贷业务成功

衍生出各种不同门类的新业务， 如供应

链金融等等。 而随着外向型经济同步成

长起来的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 中国

银行业各类零售银行业务也蓬勃发展。

此外， 中国经济从全球分工链条最低端

逐步向上延伸的动力， 也推动了各家银

行不同程度的国际化步伐。

但是， 这一原本运作顺畅的国际分

工体系在

2008

年底开始集中暴露弊端，

并导致中国经济随之步入反复调整的震

荡转型期。 事实上， 从

2008

年至今，

对国内银行经营带来重大影响的各类政

策， 无一例外均与经济结构调整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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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中国的汇率政策是负责任的

国家主席胡锦涛

１２

日在美国檀香山会见了美国总统奥巴马。 胡锦涛指出， 中国的汇率政策是负责任的。 目标是确

立以市场供求为基础、 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 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将会继续稳步推

进。 同时， 美国贸易逆差和失业等结构性问题不是人民币汇率造成的， 即使人民币大幅升值， 也无法解决美国面临的问

题。 美国应该尽快采取实际措施放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限制， 并为中国企业赴美投资提供便利。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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