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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4 月 18 日讯 记者何川报道：针对 4机构支持融券
业务通知所引发的市场担忧，中国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邓舸今天回
应称，通知的目的是促进融资融券业务平衡发展，不是所谓的鼓
励卖空，更非打压股市。

邓舸表示，融券交易是境外市场普遍采用的一种成熟的交易
机制，它具有减缓市场波动、发现市场价格、对冲市场风险等作
用。中国证监会 2006年制定并于 2011年修订的 《证券公司融资
融券业务管理办法》，就规范和发展融资融券业务提出了要求。
近年来融资业务快速发展，而融券业务发展缓慢。2014 年新

“国九条”明确提出，要健全市场稳定机制，完善市场交易机
制，丰富市场风险管理工具。4月 17日，证券业协会等四家自律
组织联合发布 《关于促进融券业务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是落
实新“国九条”要求的举措，目的是促进融资融券业务平衡发
展，健全市场交易机制，维护市场稳定健康发展，不是所谓的鼓
励卖空，更非打压股市，请正确理解，不要误判误信。

此外，针对近日中国证监会通报融资融券业务开展情况并提
出 7 项要求一事，邓舸表示，这是证监会开展证券公司现场检查
后，按照程序进行的例行常规工作。《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管
理办法》 对证券公司依法合规经营、加强风险控制、强化客户适
当性管理已有明确规定。通报所提出的 7 项要求，是对现有规定
的重申和提醒，旨在促进融资融券业务规范发展，保护投资者合
法权益，没有新的政策要求，市场不宜过度解读。

证监会回应融券新政策：

促进融券业务发展并非打压股市

在我国经济增速放缓、需求不足
的矛盾突出、下行压力不断加大的背
景下，正确认识、有效发挥投资拉动
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十分必要。

从 一 季 度 情 况 看 ， 投 资 增 长
13.5%，同比下降 4.1 个百分点，增
速 为 2001 年 以 来 同 期 最 低 。 东 、
中、西部地区投资全面放缓。与消
费、出口相比，投资疲软成为当前
GDP 增长放缓的主要原因之一。投
资的关键作用得到了进一步印证。

当前，投资面临的不是要不要
投资，而是经济新常态下如何投资
的问题。投资一直是拉动经济增长
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经济由高速
转向中高速的新常态下，经济增长
的新动力虽在加快孕育，但总体体
量较小，短期内难以弥补传统动力
的消退带来的影响。当新的动力还
没有完全形成，传统动力需要发挥
其应有的作用，投资的作用不能被
轻易否定。因此，在新旧动力转接
的关键阶段，更需要发挥投资对稳
增长的拉动作用。稳住了投资，才
能稳增长、稳预期。

事实上，投资与经济结构优化、
增长动力转换之间并非对立关系。不
可否认，产业结构失衡、分配结构失
衡等与过高的投资率存在一定关系，
但就此得出“投资率不降，投资驱动
旧模式就无法退出，结构优化就无法
实现”的结论，既不严谨也不科学。
还有人把居民收入占比下降、货币超
发、创新能力不足甚至雾霾等问题统
统归结为投资惹的祸，这实际上是一
种偏激看法。

有投资必要，也有投资实力，关键还在于投资投什么。一个
基本共识就是，我国不需要盲目投资与低技术含量的产能过剩、
重复投资，需要的是更加注重结构优化与效益提高、保持经济健
康发展的有效投资。

目前，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城镇化、信息
化、农业现代化都还处在一个深入推进的过程中，无论是交
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还是生态环保、医疗养老等民生改
善，都需要大量的投资。在这些领域，扩大投资根本不存在重
复建设的问题。去年以来，为了更好发挥政府投资的引领作
用，我国陆续推出了推进信息电网油气等重大网络工程、健康
养老服务、生态环保、清洁能源、粮食水利、交通、油气及矿
产资源保障工程等七个重大“工程包”，选择上述投资方向和
领域，一方面起到了调结构、补短板的作用，另一方面也产生
了强实体、激活力、惠民生的效果，应该说此举既利当前更惠
长远。

对于饱受诟病的投资效率低下等问题，国家有关部门全面启
动了投资体制改革，大幅修订政府核准投资目录、推行投资项目
网上核准、调整优化中央预算内投资、加快建立纵横联动协同监
管机制等举措，将有效弥补市场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有利于
拉动有效投资、推动创新创业。

从更高层面看，我国原有的制度红利、人口红利、储蓄红利
等虽在减退，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五位一体”体制改
革深入推进，新一轮改革红利正在不断聚集。如果我们能抓住这
一有利时机，充分发挥好投资拉动的关键作用，中国经济在动力
转换中完全能够实现平稳较快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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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 18 日发布的数据显
示，3 月份国内 70 个大中城市住宅销
售价格环比总体趋稳、销售量回升明
显，同比房价继续下降。

统计显示，3 月份 70 个大中城市
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下降的城市有
50 个，比上月减少 16 个，持平和上涨
的城市分别有 8 个和 12 个，分别比上
月增加 6 个和 10 个；二手住宅价格环
比下降的城市有 48 个，比上月减少 13
个，持平和上涨的城市分别有 10 个和
12个，分别比上月增加 6个和 7个。

3 月份，住宅销售量环比回升明
显。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刘
建伟介绍说，3月份，70个大中城市新建
商品住宅成交量为 21.7 万套，比 2 月份
增加65.9%，接近去年同期水平，主要原
因是 2 月份属于房地产传统销售淡季，
春节过后房地产市场成交逐渐活跃。

“随着 3 月底楼市新政影响的逐步

显现，预计未来销售量可能继续回稳。”
刘建伟说。

与此同时，城市间继续分化。刘建
伟说，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和二
手住宅价格环比综合平均，分别由上月
下降 0.1%和持平转为本月上涨 0.2%
和 0.3%。二、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
价格和二手住宅价格环比综合平均虽
仍然下降，但降幅均比上月收窄。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观察
到，“3·30 新政”之后，一、二线城市与

三、四线城市呈现出不同走势：一、二线
城市有较为明显的回暖趋势，三、四线
城市中的大部分城市房地产市场依然
较为萧条。

由于三、四线城市库存量大，供给
宽松，导致三、四线城市的购房者预期
稳定。对于此次楼市政策调整，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秦虹表
示，新的政策是否会引起房价上涨主要
还要取决于市场的供求关系。

秦虹认为，“3·30 新政”只是将过

去过严的二套房购买的信贷和税收政
策回归到了常态化的政策，主基调是支
持改善性住房需求。目前全国总的供
求关系是偏松状态，释放改善性需求有
利于消化库存，但类似 2009 年那样价
格全面高涨的局面很难出现。

“新政策既有利于支持和满足居民
的居住升级改善，也是支持宏观经济发
展的必要。政策逐步在从行政干预回
归到正常状态，市场有条件按正常规律
运行。”秦虹说。

3月份新房销售量回升明显

楼市初现回暖 房价环比趋稳
本报记者 亢 舒

2014 年，潍柴集团实现营收 1073
亿元,创下历史新高。从 2004 年首次
突破 100 亿元，到连续两年稳居千亿元
之上，潍柴已从单一的内燃机制造企
业，蜕变为拥有多元板块、整合全球资
源的跨国企业集团。

记者日前到潍柴集团采访时，发现
这家千亿元级企业想的最多的，是如何
在千亿元新起点上转型升级。山东重工
集团、潍柴集团董事长谭旭光对记者
说，潍柴过去十几年快速发展得益于转
型升级，未来的成功也必须依靠更高水
平的转型升级。他说，“随着中国经济发
展进入新常态，空前的创新密集和产业

变革时代已经来临。潍柴要成就百年企
业梦想，必须寻找新的内生增长动力。”

创新不是口号，必须
融入企业的文化基因

发动机是潍柴得以“发家”的板
块。2014 年，该板块实现营收 427 亿
元，同比增长 7.3%，占集团近半壁江
山。实际上，受困于基建减速、工程机
械行业增长乏力等原因，国内发动机行
业近两年产能严重过剩，企业普遍经营
困难。潍柴发动机业务之所以能逆势
增长，与其持续注重创新、提前布局密
不可分。

位于潍坊市滨海新区的潍柴重机
大机工厂，主要生产大型渔船、货轮、海
监船等船用中速柴油机。由于还有近
百台机器要交付，厂长李玉森和工人们

已持续数月忙碌在生产一线。他告诉
记者，这些数吨重的“大块头”，市场需
求大，利润丰厚，由于对技术精度和产
品可靠性要求高，国际上能生产的企业
屈指可数。2008 年，当国内多数发动
机企业忙于扩张传统产能时，潍柴就瞄
准了这个高端市场，如今已成为国内唯
一拥有船舶动力全系列化中速机产品
的企业，在传统发动机业务之外开拓出
新的蓝海。

“单纯依靠规模与成本竞争的时代
已经终结，只有坚持创新驱动战略，加快
掌握关键核心技术，企业才能拥有核心
竞争力。”在潍柴集团，研发带来效益、创
新锻造竞争力的认识已深入人心。

在潍柴动力一号工厂，厂长春晖将
集团“精益生产、智能制造”的要求，转
化为“设备流程改造”的具体实践，工人
将机器人应用于发动机连杆螺栓拧紧、

将人工吊装曲轴改为机器人自动装
配。在二号工厂，副厂长王同泰每周组
织“现场改善岗位明星”评比，员工每周
都要拿出一项技术改进。在产品试验
中心，“85 后”清华大学博士陈文淼由
于工作杰出，已被提拔为研究院院长助
理⋯⋯目前，潍柴拥有发动机、工程机
械、商用车、变速箱 4 个国家级企业技
术中心，以及全球领先的发动机产品试
验中心，研发实力进入国际先进行列。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王勇向记者举例说明潍柴致力创新的
决心：“当许多同行对发动机噪音还熟
视无睹时，潍柴已着手控制噪音；当其
他企业开始降噪时，我们设法让噪音变
得像赛车那样‘悦耳’。”他说，正是创新
让企业能够提供差异化的产品和服务，
从而赢得市场先机。

（下转第二版）

潍柴集团：新起点上谋转型
本报记者 张 伟 张 双 王金虎

这个春天不寻常。3 月末，新疆伊
犁河谷依然瑞雪纷飞；进入 4 月，便杏
花点点，满目春光。

随春而至的是一声响亮的号角：发
挥新疆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向西开放重
要窗口作用，深化与中亚、南亚、西亚等
国家交流合作，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核
心区。“一带一路”战略部署下的新坐
标，让天山南北涌动发展的春潮。

站在全国角度看新疆，新疆地处
西北边陲，偏居一隅；放眼欧亚大陆看
新疆，新疆则接壤 8 国、欧亚中央。口
袋底、堵头、末梢⋯⋯以往，新疆的干
部群众常将这些词挂在嘴边，如今谈
及更多的是核心区、中心、枢纽⋯⋯

1 月 29 日，奎屯保税物流中心传
出一声长鸣的汽笛声，首列新疆—格
鲁吉亚国际货运班列从这里缓缓出
发。这是全国首趟开往格鲁吉亚的货
运班列，运输时间比海运缩短半个月
以上，为国内企业打开了一条面向中
亚的贸易新通道。

其实，新疆人对国际货运班列并不
陌生，常常是送走“汉新欧”，又迎来“郑
新欧”，铁道线上还跑着“渝新欧”。然
而，这些从内地驶来的班列进入新疆后，
在口岸站停留三五个小时，便呼啸西
去。细细品味，铁龙“穿肠而过”，对本地

经济鲜有拉动，新疆人心里不是滋味。
“决不能仅作为通道，而要成为中

心和枢纽。”去年 3 月，新疆首开本地
始发的国际货运班列，预计到今年下
半年将达到每周 3 列以上的密度。新
疆经信委副主任彭季说，“西行班列将
新疆乃至国内的优势资源与沿线各国
的优势资源统筹起来，为经济深度融

合打下基础。”
一列列西去的火车将重塑新疆经

济格局，拉动新疆从通道经济转向加工
贸易经济，放大了新疆的区位优势；同
时，勾勒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域性交通
枢纽中心和商贸物流中心的蓝图。

谈起建设这两个中心的优势，新
疆人常说两个“13 亿”：向东，有 13 亿

人的国内市场；向西，同样有 13 亿人
的外部市场。 （下转第二版）

图① 繁忙的阿拉山口口岸铁路

站场。

图② 新疆首府乌鲁木齐一角。

图③ 西气东输主力气源地—

新疆拜城县克拉 2气田。

（资料图片）

新疆全力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

春 风 拂 面 开 新 局
本报记者 乔文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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