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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称2B业务“余粮”比较充分 仍积极寻求手机芯片储备办法

A股年内1556起并购
涉及1131家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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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导读今日导读

本报记者 彭 妍

曾一度成为商业银行“揽储利
器”的结构性存款，其存量规模在
今年前4个月突破12万亿元后快速
回落。

此前，监管部门曾对部分银行
进行窗口指导，要求结构性存款规
模在2020年9月30日之前压降至年
初规模9.6万亿元，并在年内逐步压
降至年初规模的三分之二（大约6.4
万亿元）。而央行近日披露的统计
数据显示，截至8月末，中资银行结
构性存款规模为94202.58亿元，已提
前1个月完成监管部门窗口指导的
第一阶段要求。

但8月底数据和年底要求还相差
3万亿元，能否实现第二阶段目标？

为此，《证券日报》记者近日走
访北京地区多家银行后发现，各家
银行的结构性存款普遍出现量价齐
跌现象，且产品额度越来越少，甚
至出现“发行几分钟内即告售罄”
现象，部分银行已停售结构性存款
产品。

结构性存款加速压降超预期

今年上半年，中资银行结构性
存款规模曾连创历史新高。今年前
4个月，结构性存款规模持续增长，
一举突破12万亿元。在规模大增的

背后，资金违规套利等业务乱象一
度引发监管层关注。为打击企业空
转套利，降低银行负债成本，监管部
门果断出手，整治结构性存款增长
过快现象。

今年3月初，监管部门下发《关
于加强存款利率管理的通知》，对结
构性存款进行约束。6月份以来，监
管部门对部分银行进行窗口指导，
明确要求压降结构性存款规模。

6月12日，北京银保监局下发
《关于结构性存款业务风险提示的
通知》，要求年内结构性存款业务增
长过快的辖内银行，切实采取有力
措施，逐月压降本行结构性存款规
模，在2020年末将总量控制在监管
政策要求的范围之内。

结构性存款整治一直是监管层
关注的重点。去年以来，监管部门
已连番出手规范结构性存款，银行
结构性存款规模年内首次低于10万
亿元。《证券日报》记者对相关数据
梳理后发现，今年5月份至8月份，银
行结构性存款规模每个月分别压降
3009.61亿元、10109.2亿元、6547.19
亿元、7523.93亿元。

据央行数据显示，此次压降结
构性存款规模的主力来自中小银
行。截至8月末，中小型银行结构性
存款较4月末下降1.95万亿元，降幅
达25%。与之相比，大型银行仅下降
7715亿元，降幅为18%。 (下转B1版)

结构性存款年底前再压降3万亿元
结构性存款市场有明显降温迹象，部分银行甚至已停售

安 宁

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又迎重磅举
措。9月23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
从三方面部署了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
质量的具体举措，明确了下一阶段提
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方向。

上市公司是我国经济运行中最
具发展优势的群体，是资本市场投资
价值的源泉。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是
夯实资本市场基础，促进资本市场健
康稳定发展的根本；是增强资本市场
吸引力和活力，充分发挥资本市场优
化资源配置功能的关键。

截至9月24日，我国境内股票市
场共有上市公司4039家，总市值72.8
万亿元，位居全球第二大市值。上市
公司基本涵盖了国民经济90个行业
大类的“龙头企业”，是实体经济的

“基本盘”。
一直以来，给投资者一个真实、

透明、合规的上市公司，促进提高上
市公司质量都是监管工作的重中之
重。2019年，证监会把推动提高上市
公司质量纳入“深改12条”，作为资本
市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任务，并制
定实施了《推动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行
动计划》。

笔者认为，要打造一个规范、透
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
场，首要前提就是有一批高质量的
上市公司。当前，资本市场的各项
改革正在有序推进，市场规模也越
来越大，更多的企业通过上市实现
了自身的发展和壮大，在此背景下，
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也是市场
发展的必然要求，下一阶段，提高上
市公司质量将重点打好以下三方面
的“组合拳”。

首先，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治理
制度规则，提高上市公司规范治理
能力。

健全完善、公开透明、制衡有效
的公司治理是上市公司持续健康发
展的重要保障。有效的公司治理是
保障信息披露质量的前提，也是衡量
上市公司质量的重要标志。

今年7月30日，中国证监会召开
的2020年系统年中工作会议提出，

“推进上市公司治理三年行动计
划”。上市公司治理三年行动计划有
利于加快形成健全、有效、透明、内外

部监督制衡的上市公司治理体系。
提高上市公司治理能力，上市公

司应当在治理规范上作出表率，增强
自我规范、自我提高、自我完善的意
识，让规范公司治理的理念从外部推
动转变为行动自觉，从根本上提升市
场主体内生约束机制的有效性。

其次，加快优质企业的上市步
伐，畅通多元化退市机制，打造高质
量的资本市场生态环境。

当前，随着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
注册制框架初步建立，多层次资本市
场机制和层次也更加完善，有利于吸
引更多各行各业的优质企业上市。
此外，通过鼓励支持符合国家战略、
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市场认可度高的
科技创新型企业进入资本市场，一批

“硬科技”项目实现了科技与资本深
度融合，加速了一批优质的科技型企
业的做优做强。

在把好入口、引入优质公司的同
时，拓宽出口，发挥好市场“无形之
手”的作用也正在显现，通过探索创
新退市方式，实现多种形式的退市渠
道。有进有出的高质量市场生态环
境正在形成。

第三，加强监管，严打上市公司
违法违规行为，净化市场环境。

在上市公司群体不断发展壮大
的同时，我们也看到，近年来上市公
司财务造假、违规担保、资金占用、操
纵股价等违法犯罪行为屡禁不止，出
现了一些影响恶劣的典型案例，引起
了市场广泛关注，给投资者合法权益
造成了极大损害，也给上市公司的整
体形象造成负面影响。

因此，证监会一直以来始终坚持
对资本市场违法犯罪“零容忍”的打
击态度，同时联合其他部门加大对资
本市场违法违规行为的打击力度。
近日，证监会稽查部门与公安经侦部
门召开上市公司相关主体涉嫌财务
造假等证券犯罪案件部署会，对13起
重大典型案件的查办工作进行部
署。这也是监管执法机关进一步强
化行政刑事执法协作，依法从严打击
证券违法犯罪活动的重要举措。

笔者认为，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是
一个多方面的系统工程，需要市场各方
恪守职责，也需要多个部门的协同合
作，共同推动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共同
健全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长效机制。

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要打好三大“组合拳”

本报记者 贾 丽

“十四五”规划正在积极编制中，
肩负着稳定经济增长作用的新基建
或成为“十四五”的重要方向。

在“十四五”开局之际，我们对新
基建进行展望。5G超级应用、物联网
等七大领域或是新基建核心发展方
向，5G芯片全面带动数字化升级。新
基建几大领域可分为“重创新”“补短
板”两大板块。在新技术培育之下，
更多新动能将不断涌现。

重创新补短板
多个应用有望成为新支柱

在当前更具挑战的宏观环境下，
“十四五”规划将成为崭新起点。

2019年11月25日，国务院总理李
克强主持召开研究部署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编制专
题会议时指出，“十四五”时期，我国
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
构、转换增长动力的关键阶段，将推
出一批重大工程和项目，着力提升基
础设施水平。

2020年开年以来，已有北京、广
东、重庆、湖南等多个省市的2020年
政府工作报告提及新基建。

国资委机械工业经管院创新中

心主任宋嘉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新基建’主要面向未
来奠定数字经济。新基建的几大领
域主要分为两个板块：一是‘重创
新’；二是‘补短板’。”

宋嘉认为，5G、工业互联网、人工
智能、大数据中心等属于“重创新”范
畴，具体涵盖以5G大数据中心、人工
智能为代表的数字经济，以工业互联
网为代表的工业化、智能化电子化，
以新能源汽车、充电桩为代表的新能
源新材料。它们主要服务于数字经
济创新融合性发展，以及传统产业数
字化、智能化升级。

以5G、工业互联网等为代表的
“新基建”不仅是众多产业发展的支
撑，更融合促进了多个新场景、新兴
产业出现，孵化出更多创新与应用，
有望被培育为中国未来经济持续增
长的新支柱。

在宋嘉看来，充电桩、超高压以
及城际轨道交通则侧重“补短板”，主
要服务于城镇化进程、城市群融合一
体化以及新能源汽车应用环境生态。

宋嘉表示：“城镇化进程逐步进入
第二阶段：城市
群融合发展。
京津冀、长三
角、粤港澳大湾
区、成渝等都在

进一步城市群一体化。而‘新基建’是
面向智能化社会整体需要、城市群一体
化出行方式、数字经济产业业态、新能
源汽车普及而搭建的新型基础设施。”

兴业证券发布报告显示，目前，
已有13个省市区发布了2020年重点
项目投资计划，其中8个省份公布了
计划总投资额，共计33.83万亿元。

中国人民大学助理教授王鹏在
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
前，我国抓住‘新基建’建设机遇，不仅
功在当代，更是利在千秋，为中国三大
转型奠定基础。未来中国驱动主要依
赖于三大动力：国内外双循环、深化及
超预期改革、智能化数字化转型。”

新技术培育新动能
启动高质量发展引擎

5G、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
智能制造等是近些年的热点词汇，标
志着经济产业全面革新的发端。而
这些新业态、新模式和新产业需要新
型基础设施的支撑，也成为新技术下
培育的新动能。 (下转A3版)

“十四五”新基建重创新补短板
5G芯片全面带动数字化升级

本报记者 吴 珊

按照节前交易缩减的惯例，A股
流动性近期面临不小的挑战，与此同
时，海外市场不确定性因素加剧，也
令谨慎情绪进一步升温。9月24日，
A股赚钱效应进一步下降，上证指数
报3223.18点，跌幅为1.72%，深证成
指和创业板指跌幅均在2%以上，两
市成交额为6793.1亿元。

需要注意的是，从技术走势上
看，上证指数和创业板指数日线以上
的大周期仍保持多头趋势，当前缩量
震荡行情，这个阶段需要区别看待短
期投机与中期布局之间的关系。

私募排排网未来星基金经理胡
泊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近期流动性收紧、债券利率上行
及市场的风险偏好下降，整个市场交
易量也随之下降，情绪开始变得悲
观，同时，蚂蚁金服即将在节后上市，
融资规模可能会创新高，这对资金面
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上述因素叠

加，导致大盘出现了一定幅度的调
整，尤其是前期领涨的科技、医药、消
费跌幅较大。但是从长期来看，A股
震荡向上的趋势还会延续，在眼下股
市最低迷的时候，反而是布局被错杀
的优质资产的良机。

“大盘节前会再次回踩3200点，
做个双底动作。重要支撑应该在
3190点，节前建议适当加仓，耐心等
待四季度的上涨周期。”飞旋兄弟投
资总经理陈旋告诉《证券日报》记者。

尽管A股走势与市场情绪之间
的关系指数继续震荡，源于整体市场
偏好仍然受各种因素压制造成风格
不明，但是周四活跃的股票开始增
多，并且有一些股票已经具备了持续
性，这表明市场正在朝着好的方向发
展。数据显示，截至9月24日，有208
只个股实现连涨，其中，31只个股连
涨天数在4个交易日及以上。

在不少投资者看来，周四的调整
和海外股市有很大关系，但美股的下
跌除了情绪上干扰A股外，更多的是北

向资金的影响，而北向资金体量不大，
对市场影响有限。对于A股来说，在当
前经济持续复苏以及国内流动性合理
充裕的情况下，向好的逻辑并未发生
改变，美股下跌对A股中期向好趋势影
响不大，市场调整空间较为有限，一旦
抑制因素削弱，随时有向好的可能。

轩铎资管总经理肖默在接受《证
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年10月
份，将专门研究“十四五”规划的编制
工作。可以预见，在接下来的一段时
间内尤其是国庆节后，有关规划编制
的相关题材，将陆陆续续成为资本市
场的热点。

此外，财信证券投资者行为问卷
调查显示，最受看好的三个板块是医
药及医疗服务板块、国防军工板块和
大金融板块。82.8%的投资者认为临
近国庆黄金周，节前旅游、航空等消
费股有望迎来上升通道；79.7%的投
资者认为在内循环为主、国产替代的
逻辑下，科创板中长期走势值得期
待，科创50ETF具备资产配置价值。

多因素制约A股短期投资偏好
优质资产反弹良机备受期待

QDII额度
一天扩容33.6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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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探云南旅游世博园景区：
游客稀少景象破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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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4日，一辆货车在大连港大连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港口装载集装箱。辽港集团大连港是东北地区进入太
平洋、面向世界的海上门户。大力推进集装箱内外贸航线及多品种货源的开发，多措并举拓展市场。

大连港大连港：：多措并举促产拓市场多措并举促产拓市场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姚剑锋姚剑锋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