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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Our Eyes

耕地存量指标可考虑

不同省份间互相调剂

证券时报记者 靳书阳

近日有媒体报道， 虽然还有 5 年

多时间，北京、上海和天津三大直辖市

耕地存量距离突破 2020 年的耕地保

护指标已经是“咫尺之遥” 。若最终突

破红线，按照相关规定，省级政府负责

人将被问责。

不过，笔者认为，对于直辖市自身

的定位来说， 其更重要的意义是发挥

区位优势，实现经济发展带头兵作用。

耕地存量这一指标， 完全可以全国统

筹一盘棋， 效仿欧盟碳排放可以相互

购买的模式， 由经济发达省市向边远

的农业大省购买耕地指标。 此举既可

以解放经济发达地区在土地供应方面

的瓶颈， 也可以在总量上保证耕地红

线不被突破。

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显示， 我国

耕地实际保有量超过 20 亿亩， 距 18

亿亩耕地红线还有 2 亿亩余量， 全国

的总体指标要好于预期。不过，由于各

省市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 必然导致

经济发达地区耕地存量逼近红线， 经济

欠发达地区耕地存量绰绰有余。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从经济学角

度来说， 不同地区采取何种发展模式，

与其区域位置、 资源禀赋特点密切相

关。 东北三省和中原等地成为我国的粮

食主产区，是由其平原面积大、土地肥

沃、 自然条件较好决定的。 而北京、上

海、天津三大直辖市，自古以来就不是

我国粮食的主产区。 北京地处燕赵苦寒

之地，又是千年古都，历来粮食都通过

漕运等方式由外地供给。 上海虽是江南

鱼米之乡，但由于其在近现代中国经济

发展的地位和独一无二的地理位置，这

一地区同一块土地用作耕地， 远不如用

作工商业用地划算。 天津自清朝通商之

后，就是北方第一大港。 区位优势和历史

传统决定了中国这三大直辖市， 用地的

大头不可能是农业。

将“耕地红线” 视为对地方执政官

员的一个考核指标， 耕地保有量减少的

省市，自然时刻需要提防撞线。但现在的

发展经济模式又需要占地， 两者之间掣

肘颇多，土地使用腾挪的空间变小。事实

上，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可以向更适宜

发展农业且经济欠发达的省份购买耕地

存量指标。经济欠发达的地区，也会因此

增添了一些发展农业的动力。 此举一可

以实现耕地资源跨区域的总量整合及稳

定， 再者可以实现各省域内土地用途在

经济效益上的最大化，一举两得。

证监会：注册制改革方案年底前推出

6月底前未完成预先披露的企业将终止审查

证券时报记者 程丹

昨日， 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张晓军

表示， 证监会正在研究股票发行注册

制改革方案，计划今年年底以前推出。

他指出， 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是

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的重要举措， 这项

改革涉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必须

积极稳妥地推进。

张晓军指出， 注册制改革方案要

坚持市场化和法治化取向， 处理好市

场与政府的关系。 要坚持以信息披露

为中心， 逐步探索符合我国实际的股

票发行条件、上市标准和审核方式，证

券监管部门依法监管发行和上市活

动，严厉查处违法违规行为。需要强调

的是，市场化程度越高，证监会就越要

加强事中监管，严格事后执法，这是市

场化改革的应有之义。

谈及新股发行定价问题时， 张晓

军指出，新股具体发行方案、发行定价

都是由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各自的

实际情况自主确定， 证监会加强了发

行环节事中事后监管。

在发行监管中，证监会重点关注发

行与承销方案是否符合承销办法的有

关规定；发行人募集资金运用信息披露

是否符合相关要求，募集资金需求量是

否与其生产经营规模、财务状况、管理

能力和资本支出规划相适应，避免过度

融资；老股转让计划是否符合“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应主要用于筹集企业

发展需要的资金”的要求；发行定价市

盈率超过同行业市盈率的，应连续三周

发布投资风险特别公告。

从目前已经完成定价的

10

家公

司情况看， 各公司的发行结果各有不

同， 仅有

1

家公司高于行业平均市盈

率； 有

8

家公司没有安排老股转让，

2

家公司根据承诺锁定

12

个月的投资

者股票获配数量转让了老股；

8

家公

司募集到了公司需要的资金量，

2

家

公司未募足。

在回应网下申购为何要先缴款的

质疑时，张晓军提到，对入围的网下投

资者采用先缴款、 后配售的操作方式，

主要考虑：一是防范随意报价、投机报

价、人情报价，促进审慎报价；二是防止

没有足够资金的投资者参与，促进网下

投资者的申购反映其真实的需求情况，

在本次新股发行过程中，出现了不少报

价入围的投资者因没有足够资金而不

缴款的情况；三是与网上先缴款、后配

售的要求保持一致，体现公平性。

此外，临近

6

月底，在审首发企业

的申请文件中财务资料将超过有效

期，张晓军指出，对于

6

月底前未完成

预先披露的企业， 由于其申请文件中的

财务资料已过有效期且逾期达到

3

个

月，将终止审查。 对于

6

月底前已完成

预先披露、尚未过会的企业，若其财务

资料截止期为

2013

年年底， 则其财务

资料已过有效期，将中止审查，这些企

业应当在

9

月底前更新财务资料，否则

将终止审查。

而对于已过会企业，张晓军表示，按

首发办法的相关规定和以往惯例， 其财

务资料有效期可以延长一个月； 若在前

述延长后的有效期内仍未能刊登招股说

明书，则应当及时更新财务资料，并按规

定报送会后事项材料。

据了解， 本次中止审查涉及企业较

多，证监会将不再逐一发放中止审查的通

知，对于本次中止审查的企业，在更新财

务资料时应一并提交恢复审查的申请，经

证监会履行法定程序后即可恢复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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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批准中国电信集团公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分别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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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城市开展

ＬＴＥ

混合组网试验，系统验证

ＬＴＥ ＦＤＤ

和

ＴＤ－ＬＴＥ

混合组网的发展

模式，统筹发展两种

４Ｇ

网络制式。条件成熟后将依据相关企业申请，发放

ＬＴＥ ＦＤＤ

牌照。据介绍，此次试验将采取融合组网模式，即

ＬＴＥ ＦＤＤ

与

ＴＤ－ＬＴＥ

共用一张

核心网，可以有效避免重复投资。 IC/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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