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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真正确立企业个人投资主体地位

据新华社电

国务院

１４

日召开深入推进行政审

批制度改革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国务院

总理温家宝指出，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是民主

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 是政府职能转变

的关键环节， 一定要坚定不移地继续推

进， 进一步破除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体

制机制障碍。

温家宝指出， 包括行政审批制度在

内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还滞后于经济社

会发展， 不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要求。 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 行政审

批设定管理不严， 监督机制还不健全。

要推动我国走上科学发展的轨道， 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 必须继续深化改革， 进

一步破除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

障碍， 激发全社会的活力和创造力。 要

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取得实质性进展， 推

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

（一） 进一步清理、 减少和调整行

政审批事项， 推进政府职能转变。 坚持

市场优先和社会自治原则， 凡市场机制

能够有效调节的， 公民、 法人及其他组

织能够自主决定的， 行业组织能够自律

管理的， 政府就不要设定行政审批； 凡

可以采用事后监管和间接管理方式的，

就不要再搞前置审批。 突出三个重点领

域： 一是投资领域。 进一步深化投资体

制改革， 真正确立企业和公民个人的投

资主体地位。 二是社会事业领域。 加大

审批事项的清理、 精减和调整力度， 放

宽限制， 打破垄断， 扩大开放， 公平准

入， 鼓励竞争。 三是非行政许可审批

领域。 清理一些部门和地方利用 “红

头文件” 等对公民、 企业和其他社会

组织提出的限制性规定， 没有法律法

规依据、 不按法定程序设定的登记、

年检、 监制、 认定、 审定以及准销

证、 准运证等， 要一律取消。

（二） 严格依法设定和实施审批事

项， 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三） 创新行政审批服务方式， 推

进服务型政府建设。

（四） 强化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

推进反腐倡廉建设。

温家宝强调， 要加强对行政审批制

度改革工作的组织领导， 建立健全有利

于推进改革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 把

改革工作纳入各级政府履行职责和廉政

建设责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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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航增发屡现远期支票 兑现承诺亟待规范

证券时报记者 建业

随着近期二级市场的转暖， 此前曾

因股价暴跌而面临增发难产危险的上市

公司， 似乎又看到了希望， 纷纷祭出各

种各样的方法， 试图稳定股价以实现增

发融资。 近期有些拿到增发批文的上市

公司控股股东开始运用承诺未来注入资

产的方式来提振市场信心， 而如何维护

投资者利益就成为一个新课题。

由于市场疲弱， 上市公司定向增发

价格与二级市场价格倒挂的现象不在少

数。 为了顺利实现增发， 上市公司高管

及控股股东往往采取自愿锁定股票流通

权、 在二级市场增持上市公司股票等行

动来维护股价。 例如， 广州控股

9

月份

公布了发行价为

6.52

元

/

股的定增募

资计划， 公司控股股东广州发展集

团此后增持了上市公司股票， 并承

诺在未来继续增持部分股票。 广州

发展集团的举动为典型的护航增发

行为， 也是市场上最为常见的股价

维护方式。

而与上述常规方法不同的是， 有

些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不愿 “动手”，

改用 “口头” 承诺方式来维护股价。

如北方一家钢铁类上市公司的控股股

东近期就承诺， 力争在

2012

年年内

将权属清晰的铁矿石业务资产注入上

市公司； 而内蒙古地区一家电力行业

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则在

11

月份明

确开列了将在未来两年分批启动注入

资产的具体内容。

这两家公司控股股东做出承诺的目

的似乎只有一个， 那就是保证两家上市

公司再融资计划的顺利实施。 在控股股

东做出上述承诺的时候， 前述钢铁类上

市公司距离增发批文失效仅有半个月时

间， 而前述电力行业上市公司则是刚刚

拿到增发批文。

在这种模式下， 控股股东的承诺将

成为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未来业绩预期的

一部分， 并体现在二级市场的价格之

中， 从而起到维护当前股价的作用。 而

控股股东此举的成本主要表现在未来履

行承诺时， 如果上市公司直接发行股票

兑换标的资产， 则控股股东相同资产对

应市值不变的条件下， 可换得的上市公

司股票数量将有所减少。

但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 上述例子

中， 控股股东都没有在承诺注资时明确

说明操作的方式。 如果采取增发股权方

式， 则可能通过压制上市公司二级市场

价格或对拟注入资产的业绩、 评估进行

干预、 调整等多种手段， 对冲上市公司

二级市场价格上涨给控股股东带来的

“损失”， 从而实现几乎零成本的口头护

盘。 即便采取募集资金或自有现金收

购， 控股股东失去压制上市公司二级市

场价格的动力， 但也仍然可以通过高估

拟注入资产的价值， 来实现自身的利

益， 这两种操作无疑都会侵害中小投资

者的利益。

（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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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Watch

深交所启动第五版交易系统建设

日前， 深圳证券交易所举行第四

版交易系统上线十周年庆暨第五版交

易系统建设启动仪式。

第四版交易系统系深交所自主研

发， 于

2001

年

11

月

12

日正式上线。

截至目前， 第四版交易系统为近

1800

多只证券、

4700

个营业网点、

1

亿投资者提供交易服务， 日处理委托

的实际峰值达

2247

万笔， 同时保持

了持续

10

年安全运行的纪录。

未来第五版交易系统的目标在于

打造一个具有更高的效率、 容量和安

全性， 更强的可扩展性、 业务适应

性， 更科学合理的架构 ， 支持多层

次、 多品种、 跨市场的一体化集中交

易平台， 计划于

2015

年上线， 届时

订单处理速度将大幅增加至每秒处理

20

万笔以上。 （胡学文）

20

部门开展稀土专项整治联合检查

工信部、 国土资源部等四部门日

前下发通知称， 由

20

个部门组成的

检查组在

11

月

11

日至

25

日对内蒙

古、 江西、 江苏、 福建、 湖南、 广

东、 广西等

10

个省 （区） 的稀土专

项整治工作情况进行联合检查。

通知称， 将主要检查三方面情

况： 各地贯彻落实国务院稀土文件和

部门专项整治文件的工作部署、 工作

进展、 主要成效及存在问题和下一步

工作安排； 稀土矿山、 冶炼分离企业

落实有关部门专项整治要求情况； 以

及各专项整治行动主要做法、 存在的

问题和整改措施。 （周宇）

工信部发布“十二五”产业技术创新规划

原材料、装备制造、消费品、信息产业四大重点领域技术创新路径明确

证券时报记者 周宇

工信部日前发布 《“十二五” 产业

技术创新规划》。 规划范围涵盖原材料、

装备制造、 消费品、 信息产业四个领

域， 规划期为

2011

年

~2015

年。 规划

同时明确了我国 “十二五” 期间产业技

术创新五大重点任务。

规划指出， 要把技术创新作为走新

型工业化道路的重要支撑， 坚持 “企业

主体、 政策引导； 重点突破、 总体提

升” 的原则， 推进以企业为主体、 产学

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 着力突破

重点领域关键和共性技术， 增强产业核

心竞争力， 提升产业整体技术水平， 实

现工业发展方式转变。

根据规划， 到

2015

年， 我国工业

和信息化重点领域产业技术创新要取得

重大突破， 掌握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 部分领域

产业技术水平处于世界前列。 企业技

术创新能力明显增强， 重点产业技术

水平显著提升， 产业技术创新体系逐

步完善。

围绕上述目标， 规划明确了五项

重点任务。 一是加强技术创新能力建

设。 围绕重点工业领域产业升级和传

统产业改造需要， 整合优势资源， 在

现有基础上支持形成一批行业重点实

验室； 支撑高端装备制造、 新一代信

息技术、 新材料、 生物医药等战略性

新兴产业发展需要， 在优势力量集中

的领域， 新建一批行业重点实验室。

二是构建技术创新服务体系。 推

进重点领域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建设，

建立健全产业协同创新的新机制。 依

托龙头企业， 建立 “产、 学、 研、 用”

相结合的开放技术平台， 统一产业技术

标准， 协同研发新技术、 新产品， 共享

技术成果， 促进产业整体技术水平的提

升。 同时， 加强支撑服务体系建设。

三是大力开发关键和共性技术。 继

续加快核心电子器件、 高端通用芯片及

基础软件、 极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技术

及成套工艺、 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

信、 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 转

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 重大新药创制、

大飞机等科技重大专项实施， 加大资金

投入力度， 鼓励企业为主体参与重大专

项， 实现重点领域核心技术的突破。

四是着力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积极

推动重大专项科技成果产业化， 发挥产

业技术创新引领作用， 支撑重点产业向

高端化发展。 推动信息、 新材料、 新能

源、 先进制造等高新技术领域研究成果

的产业化， 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

五是培育与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重点围绕节能环保、 新一代信息技术、

生物、 高端装备制造、 新能源、 新材

料、 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

育和发展需要， 加大重大关键技术研究

开发力度， 突破产业核心关键技术， 推

动重大科技成果应用， 支撑战略性新兴

产业的发展壮大。

规划指出， “十二五” 及更长一

段时间我国工业和信息化领域产业技

术创新的主要任务是围绕原材料、 装

备制造、 消费品、 信息产业等重点领

域， 突破技术瓶颈制约， 开发并掌握

一批关键技术， 提高产业的核心竞争

力和持续发展能力。

（更多报道见

B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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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股普涨 沪指重返

２５００

点

本周首个交易日， 沪深股市走出放量反弹行情。 沪深股市当日双双高开。 上证指数以接近全天最高点的

２５２８．７１

点

报收， 较前一交易日涨

４７．６３

点， 涨幅为

１．９２％

。 深证成指收盘报

１０６４５．６８

点， 涨

２２６．７５

点， 涨幅达到

２．１８％

。 沪深

两市个股普涨。 不计算

ＳＴ

个股和未股改股， 两市近

３０

只个股涨停。 两市成交放大逾二成。 （更多报道见

C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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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rt News

美国银行计划出售

１０４

亿股建行股份

美国银行昨日宣布， 计划出售

１０４

亿股中国建设银行股票。

美国银行首席财务官布鲁斯·汤

普森在一份声明中说， 美国银行出售

建设银行股份的决定和其建立稳固的

资产负债表的目标一致。

此次减持预计将于

１１

月内完成，

可使美国银行的一级资本金增加

２９

亿

美元， 并使其获得

１８

亿美元的税后收

益。 减持后， 美国银行对建设银行的

持股比例将进一步下降至

１％

左右。

（据新华社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