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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I反垄断这一年：从鱼水情深到对簿公堂

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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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星期五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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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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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Our Eyes

贵州茅台市值突破9000亿

外资机构持续减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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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8.6亿保单秒杀60万人：

细窥双11背后的AI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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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超：积极引导各类长期资金有序入市

稳步推进股票发行制度改革，拓展多层次、多元化、互补型股权融资渠道；全力维护市场稳定运行

证券时报记者 程丹

证监会副主席李超昨日出席第八

届财新峰会时表示， 证监会将继续稳

步推进股票发行制度改革， 发挥资本

市场在并购重组中的主渠道作用；积

极推进资本市场双向开放； 深化新三

板市场改革，推进市场精细化分层，研

究差异化的发行、交易、信息披露和监

管制度安排；全力维护市场稳定运行。

李超指出，近年来，证监会不断强

化依法全面从严监管， 努力实现资本

市场稳健运行， 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一是深化多

层次市场体系改革。 在确保市场稳定

运行的前提下， 逐步实现了新股发行

常态化，首次公开募股（

IPO

）家数和

融资规模均居同期全球前列。 二是扎

实推进“四梁八柱”性质改革。 持续推

进新股发行制度改革， 优化调整再融

资制度，完善红筹股回归政策，简化并

购重组审批程序，规范股份减持行为，

强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合规风控

和流动性管理。 三是稳妥推进资本市

场双向开放。 推出沪港通、深港通、基

金互认，目前运行总体平稳。四是大力

推进依法全面从严监管。 强化稽查执

法，坚决整治市场乱象，对内幕交易、

操纵市场、欺诈发行、虚假披露、忽悠

式重组等违法违规行为，露头就打，公

开曝光。五是主动服务国家战略。支持

国有企业引入战略投资者、 完善公司

治理。 出台“创新创业公司债券”试点

指导意见，大力发展私募股权基金。

李超指出，下一步，证监会将围绕

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的服务实体经

济、防控风险、深化改革三项任务，努

力建设现代化的、 既具有中国特色更

富有全球竞争力的多层次资本市场。

一是紧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

线， 提升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质

量和效率。着眼于提升直接融资比重，

继续稳步推进股票发行制度改革，拓

展多层次、多元化、互补型股权融资渠

道。 发挥资本市场在并购重组中的主

渠道作用，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

率变革、动力变革。在完善和改进交易

所债券市场制度、机制基础上，积极推

进债券市场品种创新。 引导期货市场

健康发展， 为实体产业提供更好的定

价管理和风险管理服务。

二是紧紧围绕国家新一轮扩大开

放的战略部署， 积极推进资本市场双

向开放。 落实细化放宽证券行业外资

准入的政策。 推进境外上市备案制度

改革。稳步推进沪伦通的论证工作。完

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QFII

）、人民

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RQFII

）的相

关政策。 加快建设国际化的原油期货

市场， 引入境外投资者参与铁矿石期

货交易。 支持交易所和行业机构围绕

“一带一路”建设开展金融创新。

三是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

方向，扎实推进资本市场改革。进一步

深化新三板市场改革， 推进市场精细

化分层，研究差异化的发行、交易、信

息披露和监管制度安排。 完善上市公

司治理准则，推进退市制度改革，积极

引导各类长期资金有序入市， 大力发

展长期机构投资者。 推动修订 《证券

法》和制定《期货法》，推动出台私募投

资基金管理暂行条例等行政法规，努

力提升依法治市水平。

四是把主动防范化解风险放在更

加重要的位置， 全力维护市场稳定运

行。 坚持底线思维和“一盘棋”思维，健

全风险监测预警和早期干预机制，既防

止“黑天鹅”事件发生，也防止“灰犀牛”

风险发生。 继续强化依法全面从严监

管， 充分发挥交易所一线监管作用，坚

持零容忍、全覆盖，强化稽查执法，坚决

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和乱办金融行

为，净化市场生态。

五是督促行业机构聚焦主业， 各证

券基金经营机构要加快转变发展模式，

做优主业，做精专业，规范公司治理。 要

完善以分类监管、 内控合规为核心的规

范运作机制。 适应证券基金行业扩大开

放的新形势， 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一

流投资银行。 稳步推进基金中基金

（

FOF

）发展，推出养老目标公募基金产

品。 更加重视私募基金对多层次资本市

场、 创业投资基金对创新驱动战略的积

极作用，从健全制度、完善规则、优化环

境等方面发力， 支持私募基金行业规范

健康发展。

热点城市“抢房”

并非供求矛盾常态

证券时报记者 张达

近日，南京河西区十个楼盘齐开，

引发购房者排队疯抢的消息在朋友圈

刷屏。 在今年房地产调控从严，特别

是南京在限购、限贷、限价、限售组合

拳一个都不少的背景下，抢房引发社

会大量关注。

据了解，此次南京河西区十盘齐

开，开盘条件堪称“史上最严” ，不仅

要求八成首付，还要求高额验资，并且

严格执行实名制摇号。 尽管如此，仍

然有不少人连夜排队，导致一房难求。

之所以会出现疯抢的现象，首先

是因为热点城市的楼市整体供求关系

偏紧，需求旺盛。 南京是全国十五个

热点城市之一。 今年以来，南京楼市

调控不断升级，不少新盘因预售价格

未达到预期而选择延缓领证，导致供

应量不足，而河西区又属于南京的热

点核心区， 刚需和改善性需求强烈。

其次，这些新开盘项目价格与周边的

二手房价格相比，有的甚至每平方米

低一万元钱，这就导致不少对房价有

上涨预期的人，抱着“买到就赚到” 的心

理，加入到抢房者的行列。

那么这些新盘价格为什么会比周边

二手房价低得多呢？ 是因为执行限价政

策。为了稳定房价预期，新盘的预售许可

价格通常会比照去年 10 月的价格执行，

这就导致新房和二手房价格出现倒挂，

这在全国其他出台限价政策的热点城市

也是如此。实际上，新房开盘遭抢的现象

并非南京一例。

热点城市之所以对新开楼盘进行限

价，是为了不让房价上涨过快，同时也为

了给房地产调控长效机制的制定腾挪时

间，在长效机制出台之前，限购、限价等

行政性手段仍有必要。

当然，当前限价政策下的抢房，高首

付和高额验资导致的定向销售， 也存在

很多不公平的地方， 如定向销售不利于

普通购房人。正是为了避免这种不公平，

成都昨日出台购房新规， 要求公证摇号

排序选房， 并且对于全款客户不得额外

对待。

长期来看， 这种开盘疯抢的状况不

太可能成为住房市场供求矛盾的常态。

因为从供求关系来看， 为了贯彻落实

“房住不炒” 的调控宗旨，政府会因地制

宜、因城施策，从需求和供给等方面出台

长效措施，未来的租赁住房、共有产权住

房等多种住房供给会逐渐增加， 住房需

求将有更多手段来满足， 供需矛盾将得

到缓解。当然，也不排除个别具有国际竞

争力的热点城市、热点地区，未来房价将

长期趋稳，购房需求依然强烈。

第十九届高交会开幕

保和堂8倍杠杆

收购升达集团控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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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勇：宏观审慎政策目标

可进一步明确

A2

昨日，第十九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在深圳开幕。 为期 6 天的“中国科技第一展” 将集中展示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制造、生物科技、绿色低碳、数字

创意等领域最新的技术和应用成果。 图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李希（前左一）和科技部部长万钢共同按下开幕启动键。 证券时报记者 宋春雨/图文

张慎峰：扩大资本市场政策扶贫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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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证券：上证综指

明年有望上探4000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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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贷成分水岭

互金中概股三季度盈利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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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生变筹建耗时一年

安徽新安银行获批开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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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监会强化银行股权监管 对股东实行分类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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