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变，绝望股市孕育新希望

□本报记者 杨霄

以杀戮开启的猴年股市

2月 15日，情人节过后的
第一天，A股开启了猴年第一

个交易日。意料之中的是大幅
低开，让人跌破眼镜的是，在低

开之后，三大股指均顽强上攻,
截至收盘沪深股指的跌幅均大

猴年股市，几乎是以全球
范围内血雨腥风的杀戮开启征
程。

2月6日～2月11日，在踏准
时点的中国A股春节假日停牌
期间，全球股市可谓“哀鸿遍野”。

日本、法国、韩国股指持续
下跌超过11%、4.9%、4.3%，韩
国创业板科斯达克指数触发
8%的熔断机制，恒生指数刷新
3年低位，美国股指跌幅一度接
近 3%。新兴市场股市中，印
度、俄罗斯股指下跌幅度一度
超过6%。

股市的集体下跌，主因是
前期上涨过多，而当前全球经
济前景迷茫、油价暴跌、欧洲银
行业风险暴露等因素推升避险
情绪，避险资产价格大幅提
升。英国、美国、加拿大、德国
10年期国债收益率大幅下行，

黄金价格突破1200美元/盎司，
欧元和日元作为避险资产和低
息融资货币，相对美元汇率也
大幅提高，欧元对美元一度高
于1.13，日元对美元从120直线
升值逼近110。

德银巨亏，法兴银行营收
和利润不及预期，导致全球对
下一个雷曼时刻到来充满忧
虑。

2月10日，耶伦在众议院发
表半年度货币政策证词，对美国
及全球经济担忧加重。同时，2
月7日，朝鲜发射卫星，半岛风
波再起。OPEC和俄罗斯并未
就原油减产达成一致，陷入囚徒
困境。全球风险偏好受到打击。

曾经在2015年，成功预言
A股冲上5000点的国泰君安
金牌研究员任泽平认为，放在
一个更大背景下看，全球市场

动荡的根源是全球经济前景黯
淡、货币宽松效果边际下降、结
构性改革迟缓、去杠杆压力增
加，全球经济或呈失去10年的
日本化特征。

长期看，全球人口红利和
追赶红利等逐渐消失，各种增
长模式相继走到极致（中国把
投资增长模式走到极致，美欧
把货币宽松模式走到极致）。

全球面临严峻的结构性矛
盾，但各国不愿意直面现实。
可以欣慰的是，在不少专家看
来，即使全球股市尤其是美国
股市出现熊市，也是与1987年
或1998年类似历时较短、跌幅
不是很猛而且来得快去得快的
熊市，而非2000年科技泡沫破
裂或2008年金融危机那样的
崩盘，关键原因是美国出现经
济衰退的概率很低。

希望往往就在绝望中孕育

变，国企改革导入新变量
□首席记者 李传金 文 记者 李康 摄影

新变量

希望与挑战并存的2016，
新的经济变量将为河南经济发
展注入新动能。这一新变量来
自国有企业改革。

经济新常态给出了国企改
革必要性。宏观经济形势仍不
明朗。来自2016年河南省《政
府工作报告》的表述为：我国经
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但结构性矛盾突出，经济下行压
力较大，形势严峻，环境复杂。

2月1日，省政府国资委在
郑州召开全省国有企业改革发
展暨国资监管工作会议。国资
委负责人做了主题为《深化改
革强化监管全力打好国有企业

提质增效攻坚战》的报告，为人
们揭开了河南在国有企业改革
这篇大文章上的规划与部署。

省国资委人士介绍：“经济
新常态之下，国有企业更要有
作为。”

在这位不愿具名人士的理
解中，经过了“十二五”阶段5年
发展，全省地方国有企业资产
显著增强，资产规模翻倍，国有
企业适应市场经济的能力有较
大提高。在全省经济建设中，

“建成了一批重点项目，带动了
一批产业集群，打造了一批对
外开放平台”，发挥了国有资本
的引领、支撑、示范与带动作

用。“不过，也不能否认国有企
业在新常态之下，存在着发展
增长质量不高，效益下滑的现
实。”

来自省国资委网站信息显
示，省国资委将以“去产能、去
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
五大任务为重点，以深化改革
为动力，以管理提升为抓手，加
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
力化解过剩产能。

提质增效的目标清晰：“工
业企业大幅减少亏损、非工业企
业加快增盈创效、总体实现盈亏
基本平衡”。措施为因企施策、
因业施策，抓两头带中间。

市场出清

市场出清，清晰的国企改
革号角已经吹响。

2016 年的《政府工作报
告》提出，“对长期亏损、资不
抵债、停产半停产的企业，鼓
励兼并重组或依法破产，妥善
安置员工、处置债务，有序实
现市场出清”。

其实，市场出清的正是“僵
尸企业”。

对此，省国资委会议提出
了“去产能、去库存与去杠杆”
的明确时间表：积极化解过剩
产能，研究制定处置“僵尸企
业”及困难企业专项方案，力争
用3年时间基本完成主体任务。

何为僵尸企业？在人民日

报社论中是这样定义的，“僵尸
企业”是指那些已经丧失了自
我发展能力和市场活力的企
业。通常这些企业处于停产或
半停产状态，连年亏损、资不抵
债，甚至是难以为继、濒临倒
闭。

市场出清，已成为国企改
革的重头戏。这与僵尸企业的
破坏力有关。“僵尸企业”之所
以“僵”而不死，主要是它们依
赖非市场因素生存，靠政府补
贴、银行续贷等方式获得给养，
市场机制奈何不了，这与政府
和市场关系没有理顺，导致要
素配置扭曲、市场信号失灵有
关。

当然，国企改革的方向并
不仅止于市场出清。

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关
于国有企业改革，省政府的表
述为，加快国有企业改革三项
试点，实施国有企业功能分类，
建立国有资产出资人监管权力
和责任清单，继续剥离国有企
业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
问题。

对此，国资委会议给出了
明确的改革方向与路径：以企
业功能界定与分类为突破口，
实施分类改革、分类发展、分类
监管、分类定责、分类考核。加
快辅业改制和分离办企业职
能，实现分类搞活、分兵突围。

效率优先

国有企业改革，目的在于提
高国企存量经济的经营效率。
这在政府关于国有企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的目标任务中表述
清晰，在“去产能、去库存与去杠
杆”之后，还有达成“降成本与补
短板”的目标中就可以看出。

在市场出清之外，《政府工
作报告》还明确提出了“对不符
合能耗、环保、质量、安全等标准
的企业，推动提标改造、优化升
级；对产品有市场、有效益但暂
时遇到困难的企业，继续予以支
持”的指导意见，可见，提升经营
效率的改革用意。

来自中国平煤神马集团的
消息称，在 2016 年重点工作
中，关于“降成本”工作，公司要
实现“全链条、全环节、全方位
成本管控”。其中，明确的目标

有，严控各类资本性和非生产
性支出，四项费用、经费单位经
费补贴压减10%。加强产、供、
销各环节成本管理，物资采购
成本同比下降10%，吨煤成本
下降20%。

而从“管资产”到“管资本”
为主的国资管理体制，则是提升
国有企业管理效率的又一改革
方向。对此，去年，省国资委就
已经有动作。比如成立的河南
机械装备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管资本”是以产权为基础，
以资本为纽带，在纵向上实现国
有资本所有权、股权和经营权

“三分离”，在横向上实现政企、
政资、资企“三分开”。通过改革
实现分权制衡，不仅实现了国有
企业经营效率，还实现国有企业
活力和国资监管之间的平衡。

深化改革，强化监管，河南国有企业提质增效攻坚战的序幕已经拉开

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这个冬天或许是季节赋予价值投资者的最好礼物

河南国有企业改革希望与挑战并存

幅收窄。
但上证指数1293亿元的日

成交额已跌破高峰时期的十分
之一；深证成指因中小盘个股权
重大的因素，日成交额仍有高峰
的六分之一左右。而日本、中国
香港等先期暴跌的股指已经强
劲反弹。

如果再将眼光转移到汇市，
可以发现，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已
经连涨9日，并在2月15日，人
民币离岸和在岸价格均突破了
6.50关口，自从2015年8月11
日启动汇改以来，这是上涨时间
最长的一次。

把眼光转向企业业绩上面，
发现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糟。

截至1月30日，A股已有
35%的上市公司发布了2015年
报业绩预告，其中创业板除通源
石油(300164.SZ)外已全部发布
业绩预告。中小板虽已全部发
布业绩预告，但由于中小板年报
业绩预告大部分是和去年三季
报同期发布的，因此可信度较
低。

从大类板块的业绩增速来
看，除了创业板和中小板的年报
利润增速相比三季报小幅加速
以外，其他大类板块的年报业绩

增速相比三季报均有不同程度
减速。

亮点是，创业板年报业绩预
告增速的中值为25.6%，相对于
三季报的 24.5%以及中报的
22.3%，均小幅加速。在创业板
中，共有58家公司的年报业绩
相对于三季报业绩加速50%以
上，这些公司主要集中于计算
机、机械设备、电器设备这3个
行业中。

在申万二级行业中，年报相
对中报以及三季报业绩均加速，
且业绩发布率在80%以上的行
业，包括餐饮、汽车服务、计算机
设备、塑料、渔业、汽车整车。

这让我们看到，即使是在寒
冷的冬天里，春天的萌芽也一直
存在。

2016年，将是一个非常复
杂、异常艰难、博弈极为激烈的
年份！对于中国，出路在供给侧
改革，只要能够痛下决心推动改
革，破掉旧增长模式和僵尸企
业，放活新兴产业尤其服务业，
中国经济有望重获新生。

而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这
个冬天，或许就是季节赋予价值
投资者最好的礼物，他们可以慢
慢地在底部选股、在底部入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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