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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近期全国多地楼市快速升温，前往房地产交易中心咨询、办理二手房交易过户手续的市民明显增多，其中以上海楼市最为火爆。 昨日，上海市政府新闻办就近

期各房地产交易中心受理大厅人员激增进行了回复，要求保证正常交易，对散布不实信息的房地产中介机构予以严肃处理。 上海市住建委表示，将继续按照“三个

为主”的原则，抑制投资投机性购房，确保上海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 图为 2 月 28 日，上海宝山区房地产交易中心门前，等待交易的市民队伍都排到了大马路上，

等待 2～3 小时却不得大门而入。 据悉，这一景象在全市各区房产交易中心均能见到。 IC/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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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Our Eyes

养老金险资等长期资金

入市值得期待

证券时报记者 曾福斌

一个长期健康稳定的资本市场需

要更多长期稳定的资金来源。近日，有

关养老金入市、 险资举牌的消息再次

被广泛关注。 从养老金保值增值和险

资资产配置的需求来看， 这些长期资

金的入市都是值得期待的。

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王

忠民近日表示，去年全国社保基金 1.8

万亿资产的投资回报率达到 15.14%。

这是全国社保基金自 2000 年开始投

资运营以来投资回报率最高的一年，

对养老金的投资运营有着重要的借鉴

意义。

去年 8 月，国务院发布《基本养

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办法》， 正式打

开养老金入市的闸门， 目前相关配套

细则正在制订中。 人社部新闻发言人

李忠曾表示， 将确保今年启动养老金

投资运营。

虽然相对于全国社保基金投资而

言，养老金投资没有那么灵活，但在目

前条件下，按照其资产配置及相关机构

运营经验， 保值增值还是能够实现的。

按照人社部测算，目前养老金委托投资

运营资金规模约 2 万亿， 以 30%的比

例，将有 6000亿资金可入市。

中国基金业协会会长洪磊近日对

养老金入市给出建议： 一是由受托人进

行大类资产配置管理， 为委托人构建合

理的大类资产组合， 匹配委托人风险特

征和支付需求； 二是由基金管理人通过

公私募基金进行具体的投资组合管

理———以上市公司内在价值为基础精选

投资标的、控制投资组合风险、获取与经

济长期增长相一致的稳健回报。

相对于养老金的谨慎， 险资在二级

市场的表现要“高调”许多。但在去年下

半年底疯狂举牌后， 保监会加强了相关

监管，险资举牌突然“熄火” 。近日，中融

人寿因为偿付能力不足被保监会禁止新

增股票投资，更让欲举牌者愈加谨慎。

对此， 保监会主席项俊波近日在接

受采访时表示，过去因为投资渠道狭窄，

险资运营争议很大，现在松绑后，二级市

场举牌再度成为焦点，“我们做了反复

测算，保险资金的整体风险总体可控，而

对于部分中小保险公司， 我们不断进行

压力测试，基本没有问题。 ”这意味着只

要合法合规，符合监管要求，险资举牌并

不应该受到指责。 而在保险资产规模不

断壮大的基础下， 对二级市场的资产配

置仍是必然选择。

截至今年 1 月末，保险业资产规模

已达 12.63 万亿元 ， 资金运用余额

11.36 万亿元， 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

1.55 万亿元，占比 13.61%。按近几年保

险业资产规模增速看，2016 年增 2 万

亿左右没有问题 ， 可新增入市资金

6000 亿左右。 若加上存量资金，可入市

资金逾 2 万亿。

此外， 作为养老保障第二支柱的企

业、职业年金，规模也在迅速增长。 预计

企业年金今年增长规模近 2000 亿元，可

新增入市资金量在 500 亿～600 亿元。

随着改革的推进，养老金、年金、险

资等长期资金的入市值得期待。

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联合公报提出

提振全球增长 避免竞争性贬值

证券时报记者 孙璐璐

为期两天的

2016

年二十国集团

（

G20

）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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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在

上海闭幕，会后发表了联合公报。 中

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会后的新闻

发布会上称，当前全球经济形势继续

复苏但并不均衡，下行风险和脆弱性

加大。 与会各方同意需要采取更多行

动， 以实现提振全球增长的共同目

标，并将继续密切监测全球经济和金

融形势。

会议期间， 与会各方主要就当前

全球经济形势、增长框架、投资和基础

设施、国际金融架构、金融部门改革、

国际税收合作、反恐融资、绿色金融及

气候资金等议题进行讨论， 并形成了

广泛共识。会议认为，近期市场波动的

程度并未反映全球经济基本面， 预计

多数发达经济体的经济活动将继续温

和扩张， 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增长

将保持强劲。 但考虑到全球经济下行

风险和脆弱性加大， 与会各方同意需

要采取更多行动， 以实现提振全球增

长的共同目标。 各方正在采取行动增

强信心，维护和增进复苏。各方将各自

以及共同使用所有政策工具， 包括货

币、财政和结构性改革政策，来实现这

些目标。

具体来说， 货币政策将继续支持

经济活动，保持价格稳定，与中央银行

的职责保持一致， 但仅靠货币政策不

能实现平衡增长。 财政战略的目标是

提振经济，各方将灵活实施财政政策，

以促进增长、 创造就业和提振市场信

心，同时增强经济韧性，并确保债务占

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保持在可持续水

平。 各方也将尽可能采取增长友好型

的税收政策和公共支出， 包括将支出

优先用于支持高质量的投资。

楼继伟表示，参加了多次

G20

财

长会议， 没有一次像这次如此关注结

构性改革。 公报中也多次提及结构性

改革的作用，如“重申发挥宏观经济政

策和结构性改革相辅相成的作用”、

“加快结构性改革将提升中期潜在增

长”等。投资和贸易是结构性改革的重

要部分，其中，在投资方面，

G20

将启

动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联盟倡议。

针对此前外界最为关注的 “新广

场协议”，此次

G20

会议并未达成。 汇

率问题方面，只是重申了“汇率的过度

波动和无序调整会影响经济和金融稳

定，各方将就外汇市场密切讨论沟通，

将避免竞争性贬值和不以竞争性目的

来钉住汇率”。

国泰君安分析师徐寒飞认为，“新

广场协议”未达成，主要是当前的汇率

环境与

30

多年前存在着以下几点差

别： 一是当前矛盾的焦点由实体经济

转移至金融市场， 而此前主要经济体

之间矛盾的核心在于实体经济的 “失

衡”，金融市场的运行相对平稳。 二是

当前美国对于修正美元汇率没那么主

动。三是中国取代当时日本的角色，成为

政治博弈中的重要一环， 中美虽与当年

日美在经济关系上有一定类似之处，但

从政治关系上恐怕大相径庭。

央行副行长易纲在接受新华社采访

时也表示，

G20

从来没有过出台类似协

议的计划。与签署广场协议时不同，当前

各方对汇率走势并没有一致的看法，而

且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与广场协议时代也

有很大差距， 外部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

改变。

G20

在此次会议上决定就外汇市

场进行密切沟通讨论， 其实是一种更加

灵活的协调方式， 对于消除外汇市场的

过度波动和无序调整将发挥积极作用。

兴业银行兼华福证券首席经济学

家鲁政委则认为， 此次会议没有达成

“新广场协议”也不至于那么悲观，毕竟

今年还有多次

G20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

议， 目前参与各方应该都还处在摸底、

了解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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