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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观察

In Our Eyes

国家主席习近平 27 日在人民大会堂同韩国总统朴槿惠举行会谈。 两国元首同意，加强交流合作，全面充实和深化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深化经贸、绿色环

保、服务贸易、高新技术等广泛领域合作，尽早达成一个互利共赢的高水平自由贸易协定，确保如期实现双边贸易额 2015 年达到 3000 亿美元的目标。 延长双边

本币互换协议期限，探讨扩大本币互换规模，深化金融货币合作，共同防范国际金融风险。 新华社/图文

朴槿惠抵京 开启“心信之旅”

加快结构调整有助抵抗量宽退出冲击

A2

医治“中国病”

手术之痛来得越早越好

证券时报记者 储著胜

对一个看起来健康实际上却病得

不轻的病人该怎么办？ 一种方法是给

他打吗啡，这不仅能缓解其痛苦，还可

以让其体验到一种异乎寻常的快感，

当然代价是病情可能进一步恶化；另

外一种方法是立即进行手术， 这虽然

会带来新的痛苦，但是只要方法得当，

就可以让其恢复健康。

我国经济就是这样一个病人。 表

面上看健康，国内生产总值连续高增

长， 经济总量一跃成为世界第二，但

骨子里却病得不轻： 经济结构失衡、

资源浪费严重、环境持续恶化、贫富

分化加剧、产能过剩、房地产行业畸

形发展等等。

过去我们喜欢采取第一种方式治

病。 如 2008 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

我们为了刺激经济增长， 先后采取了

启动四万亿投资计划、 放松房地产调

控、增加货币供应等政策举措。这些政

策举措就像一剂剂吗啡， 刺激着我国

经济奇迹般的高速增长，成为“悲惨世

界”中的“世外桃源” 。 不过其负面作用

却很快显现了出来。如：政府拥有的资源

越来越多，官员寻租机会增加，民营经济

生存空间被进一步压缩； 金融资本与实

体经济割裂态势强化， 越来越多的资金

在金融体系内空转， 实体经济资金严重

缺乏；食利阶层不断扩大；经济转型进程

缓慢； 老百姓的劳动成果不断被通胀和

高房价所吞噬等等。 这些问题若不尽快

解决，不仅会影响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还

会导致广大民众不满情绪的增长以至于

影响社会的稳定。

让人感到高兴的是， 新一届政府终

于抛弃了过去那种一味打吗啡的做法，

开始选择第二种方式， 即对病人施行有

针对性的手术。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

于坚持稳健货币政策不动摇， 不因市场

资金一时紧张而大开货币供应水龙头。

众多银行因此深切地感受到流动性紧张

的痛苦。 这种痛苦可以说是治病过程中

难以避免的。可以预期的是，随着新一届

政府相关政策不断推出和落实， 还将有

其他行业和部门会感受到这种痛苦。 为

了让病人能够尽快地恢复健康， 与手术

相伴随的这种痛苦自然来得越早越好！

新一届政府通过做手术来治病的战

略意图越来越清晰， 这对于深受各种矛

盾和问题困扰的我国经济来说， 实在值

得庆幸。治病总会伴随着痛苦，但长痛不

如短痛。 通过手术，把病根切除，我国经

济才会变得真正健康起来，“中国梦” 才

能梦想成真！

前海综合规划获批 拟投资3898亿

试点本地证券公司投资港股；探索发展深港两地人民币同业拆借、跨境贷款、离岸结算等业务

证券时报记者 杨晨

证券时报记者昨日从深圳前海管

理局获悉， 深圳市政府日前正式批复

了 《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综合

规划》。根据《规划》，

2015

年前海合作

区基础设施全面建成。 在《规划》目标

定位指引下， 确立产城融合、 特色都

市、 绿色低碳三大规划策略， 计划到

2020

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

1500

亿元

的产业发展目标。

根据《规划》，前海合作区总建设

投资约

3898

亿元，其中土地整备投资

约

178

亿元、 填海工程投资约

52

亿

元、基础设施投资约

682

亿元、建筑工

程投资约

2800

亿元、其他不可预见费

用投资约

186

亿元。

根据《规划》，金融业、现代物流

业、信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和专业服

务业为主的生产性服务业将是前海的

主导产业。 《规划》还提出积极推进生

活性服务业和公共服务业配套发展，

集中优势资源，发展总部经济，促进现

代服务业集聚发展， 构建先进的现代

服务业产业体系。

针对金融业，《规划》提出积极探

索发展离岸金融业务。 探索发展深港

两地人民币同业拆借、 跨境贷款、离

岸结算等业务， 试点企业对外投资、

境外融资；支持跨境贸易信用证办理

和人民币结算，非金融机构进入外汇

市场以及非居民境外货币借贷、外汇

买卖、境外证券交易、境内期货交易

等离岸金融业务；积极推动人民币债

券市场建立。 稳步推动深港资本市场

合作。 鼓励香港等境外金融机构及其

金融后台进驻前海， 设立国内总部、

分支机构等，开展贷款、信贷、资产管

理、保险等业务；给予本地券商和基

金公司在香港分支机构合格境外机

构投资者待遇；试点本地证券公司投

资港股；推动各类要素交易市场集聚

发展，支持深港同类型市场合作研发

新产品。 大力推进保险创新发展试验

区建设。 鼓励香港保险机构、自保公

司入区；支持组建各类再保险公司；支持

开展各类新保险产品试点工作； 促进深

港两地保险公司在产品开发、 渠道开拓

和理赔服务等方面开展资源整合和业务

合作。

《规划》进一步提出，支持创新型金

融机构的集聚发展。建立多领域、多层次

融资方式相互配合的中小企业融资服务

体系；发展证券投资、融资租赁、融资担

保、 信用担保等有利于健全前海金融市

场功能的业务，加快发展保险中介、保险

精算、信用评级等金融中介服务机构；鼓

励和吸引国内外创业投资、 私募股权投

资等企业入驻， 打造股权投资资本集聚

中心。

2013年A股上半场：

主板牛市幻觉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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