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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丰市值被高估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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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昆机事件：触及标准则执行退市

A2

A4

A2

信永中和等审计评估机构

遭证监会处理

复合卡磁条交易功能将关闭

如何防止磁条卡被盗刷

国内统一刊号 CN44-0157� �邮发代号：45-91� �证券时报社出版 订报热线：0755-83501737� �读者热线：0755-83501631� �广告热线：0755-83501668�国内统一刊号 CN44-0157� �邮发代号：45-91� �证券时报社出版 订报热线：0755-83501737� �读者热线：0755-83501631� �广告热线：0755-83501668�

2017�年 3 月

星期六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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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管

社

今日 244版 第7008期

A叠12版 B叠232版

证券时报社

主 办

刘士余：中国必须加快发展资本市场

证券时报记者 江聃

中国证监会主席刘士余

3

月

24

日在“

2017

中国金融学会学术年会暨

中国金融论坛年会”上发表演讲指出，

资本市场稳定是金融稳定重要组成部

分， 稳健运行是货币政策信号有效传

导重要基础， 应尽力避免资本市场对

货币政策信号产生“黑洞”吸收现象。

在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取向下， 中国

必须加快发展资本市场。

刘士余表示，证监会不仅要监管

证券期货行业，还要监管证券期货市

场。 面对中国

1.2

亿股票市场投资

者，特别是

8000

万是中小投资者，“当

了证监会主席，我才体会到这是个求

人的岗位、求人的差事，因为股市要

发展。 ”

刘士余指出， 防控风险是金融业

永恒的主题， 也是不断动态变化的难

题。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和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当中， 处于三

期叠加和新常态阶段。在此过程中，先

前金融体系改革带来的效应已经不足

以应对当前的复杂形势， 经济金融体

系多年运行积累的风险值得重视。

刘士余表示，回顾金融历史，感悟

到资本市场稳定是金融稳定的重要组

成部分， 资本市场的稳健运行是货币

政策信号有效传导的重要基础。 但资

本市场也有局限性。 当资本市场泡沫

快速形成甚至不断放大时， 资本市场

对货币政策信号的反应会变得迟钝，

甚至是逆反应，就像“黑洞”完全或者

部分吸收了太阳的光线， 此时资本市

场的泡沫可能达到了顶点， 情况非常

可怕。因此，中央银行及资本市场监管

部门应尽力避免出现资本市场对货币

政策信号产生“黑洞”吸收现象。

刘士余提到，在维护金融稳定方

面， 我国也有独特的做法和优势，具

有相当丰富的经验。 例如，

2003

年修

订《人民银行法》时，赋予了央行“防

范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的法

定职能。历史上，央行主导的设立四大

资产管理公司、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

证券公司风险处置与重组，以及

2015

年股市异常波动期间的多部门联手应

对， 都彰显了央行的前瞻性和系统

性，这方面我国经验不逊于也不输于

其他国家。 在当今世界金融体系处于

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和复杂性“三性”

交织状态下，应继续加强货币政策信

号对资本市场体系的影响和关系方

面的研究。

刘士余强调， 在稳健中性的货币政

策取向下，中国必须加快发展资本市场。

首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

资本市场前景广阔，对此证监会有自信、

有把握、更有担当。 第二，资本市场稳定

是金融稳定的重要组成部分， 证监会也

将配合央行做好相应的金融稳定工作。

第三，资本市场对央行货币政策信号的

反应应当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灵敏和

及时，应当利用有效的货币政策时间窗

口， 不失时机地深化中国资本市场改

革， 不失时机地向货币政策借势借力，

促进资本市场发展。 所以，证监会不仅

会一如既往，而且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

更加重视、珍惜央行牵头的金融监管协

调机制，并以此促进中国资本市场持续

稳健发展。

时报观察

In Our Eyes

当万科有了实际控制人

还是以前那个万科吗？

证券时报记者 刘灿邦

3

月

24

日， 万科于深圳大梅沙万

科中心召开董事会，王石、郁亮等董事

出席。

持续近两年的万科股权之争在

3

月迎来转机，恒大将所持万科

14.07%

股权的表决权不可撤销地委托给深

圳地铁，期限一年。 至此，深铁已合计

掌握了万科

29.38%

的表决权，离

30%

的红线仅一步之遥，而且根据深铁此

前表态，并不排除未来增持万科的可

能性。

根据市场各方对万科新一届董事

会的预测，宝能系可以提

3～4

名董事，

深铁可以提

3～4

名董事， 安邦可提

1

名董事， 万科管理层可提

1

名董事及

1

名独立董事。

然而，不得不说的是，当我们关注

万科董事会改选在即时，是否注意到，

十几年来， 万科第一次出现了法律意

义上的实际控制人———华润此前虽长

期占据万科第一大股东位置， 但无论

从持股比例还是董事会席位来看，均

未达到实际控制人的标准。《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 第八十四条将拥有上

市公司控制权分成

5

种情形， 其中最

符合万科现状的有二： 一是投资者可

以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超过

30%

，深铁目前最接近这一情形，若将

万科管理层作为深铁的一致行动人，

其合计将拥有

37.79%

的表决权；二是投

资者依其可实际支配的上市公司股份表

决权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

大影响，深铁

29.38%

的表决权无疑也符

合这一定义。

事实上，万科的公司章程也有类似

的对实际控制人的定义。 那么，成为万

科的实际控制人后，深铁派驻的董事能

否与万科管理层达到真正的利益一致？

深铁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万科的经

营决策并把控万科的未来？

去年

6

月，为达到狙击宝能系的目

的，万科公布了通过发行股份购买深铁

所持两个地块项目的预案，如果交易达

成，深圳地铁将持股万科

20.65%

，宝能

系及华润对万科的持股将分别稀释至

19.27%

和

12.1%

。 最终上述交易由于股

东分歧未能通过，但如今深铁已成功进

入万科，不仅获得了比增发收购方式更

多的表决权，而且原计划卖给万科的两

个项目仍在深铁的口袋中，这无疑为未

来深铁在万科的话语权积累下了更大的

筹码。

当万科可以选择向深铁发行股份的

时候，主动权在万科；而当深铁拿到万科

近

30%

的表决权后，主动权似乎转到了

深铁。

深铁未入万科之前，可以是万科管

理层的“白衣骑士”，如今既已入主万科，

深铁未来的定位或许更多的是万科的股

东，而且是拥有实际控制权的股东，重心

将更多地放在行使股东权利并履行股东

义务上。

还有一点不得不说，万科之前强调

的公司治理是在无实际控制人之下的管

理层自治，但当万科有了实际控制人，同

时也有了像宝能系一样的重量级股东

后， 万科的公司治理能否在新的起点再

上一个台阶呢？

对于万科的未来，深铁或许可以像

华润一样“充分放权”，但毕竟，深铁已经

拥有了改变的权利。

当地时间3月24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堪培拉议会大厦同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举行第五轮中澳总理年度会晤。 李克强表示，中澳双方在服务贸易和

投资领域进行深入探讨，在更多领域开展自由贸易，共同推进经济全球化和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 会晤后，两国总

理共同见证了中澳两国八份合作文件的签署，内容涉及中澳自贸协定、经贸投资、检验检疫、气候变化、农业、文化、教育等诸多领域。 中国政府网/供图

李克强：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