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6月11日 星期四

本版编辑：张璐

美编：马晓迪 组版：颜莉

A20-A21

MMSSCCII““失失约约””中中国国AA股股
明晟称市场准入等问题解决后纳入

一直以来，市场对MSCI
是否纳入A股颇多关注，一个
直观理由是，如果A股被纳入
MSCI，将意味着海外资金配
置A股又多了一项指标，而A股
引入海外活水也多了一个窗
口，直接引发A股上涨。

据悉，MSC I（Mo r g a n
Stanley Capital International
I n c .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公
司）指数被誉为全球影响力最
大的股票指数，是当前绝大多
数全球性基金、特别是被动型
指数基金的跟踪标准。

美林盖洛普的一项调查显
示，约三分之二的欧洲大陆基金
经理使用MSCI为指数供货商。全
球追踪MSCI指数的基金公司近
6000家，资金总额高达7万亿美
元，其中追踪MSCI指数的ETF产

品多达700支。纳入A股后，将导
致各类基金为使自身表现与股
指表现高度匹配被动买入A股股
票，致使该市场的海外投资比例
增加，短期内A股上涨。

MSCI曾估计，在将A股纳入
后，第一年内A股在该指数中的
最初权重将为0 . 6%，即转化为
200亿美元的资金流入，此后随着
A股权重的上升，未来几年资金
流入规模将提高至4000亿美元。

近期曾有不少机构预测，
MSCI这次又将与A股失之交
臂，市场担心，由于A股已历经
数轮上涨，若将暴涨后的A股
纳入MSCI新兴市场指数，亚
洲地区股票的权重在MSCI指
数中占比会更高，致使全球投
资愈发集中，恐犯了“将鸡蛋放
在一个篮子里”的错误；还有分

析认为，A股纳入可能还需要
一段时间，当下人民币国际化
程度还不高、并且缺乏做空机
制，MSCI会等到中国金融改
革进一步深化之后再做决定。

然而从事实来看，MSCI
即便同意纳入A股，也宣布将
和中国证监会进行系列商讨
后，才将这一市场正式纳入。

民生证券宏观研究员朱振
鑫则表示，从国际经验来看，纳
入过程或持续数年，初始纳入
的比例不会太高，再加上国内
资本市场投资仍受到严格的额
度管控，因此即便纳入带来的
增量资金也非常有限。

值得一提的是，5月26日，
FTSE（英国富士集团）宣布开
始将A股纳入全球基准的过渡
计划，推出两个包含A股的过

渡性新兴指数；6月2日全球最
大的ETF管理公司Vanguard集
团宣布将A股加入其新兴市场
ETF，这也是A股首次被纳入
全球新兴市场ETF。

广发、华泰、申万宏源等六
大券商也在这一消息披露后发
表评论称，A股未被纳入MSCI
对目前A股的走势影响并不
大。广发证券称，考虑到今年以
来国内客户保证金平均每月高
达3000亿元以上额度增长，短
期而言，A股是否纳入MSCI对
资金面影响较小。申万宏源的
理由则是，此次暂不纳入，中国
A股将被保留在2016年纳入新
兴市场的审核名单上，未来A
股肯定会被纳入MSCI，这一
结果与此前市场的普遍预期一
致。 据和讯财经

本报济南6月10日讯（记者
张頔） 记者从国家统计局山东
调查总队获悉，5月份，受鲜菜鲜
果大量上市、价格回落的影响，山
东市场物价涨幅也有所收窄。与
上年同期比，全省居民消费价格
总水平上涨0 . 9%，涨幅较上月收
窄0 . 4个百分点。其中，城市上涨
1 . 1%、农村上涨0 . 4%。与上月
比，价格总水平下降0 . 3%。

按类别分析，食品类价格同
比涨幅回落。与上年同期比，全省
食品类价格上涨0 . 2%，涨幅较上
月收窄1 . 6个百分点，与上月比，
食品价格下降1 . 7%。食品价格涨
幅的收窄，主要归功于鲜菜、鲜果
环比价格大幅回落。

随着气温回暖，鲜菜鲜果生
产逐渐进入旺季，多数品种上市
量增加，价格大幅回落。鲜菜的总
体价格环比下降15 . 5%，其中韭
菜、大白菜、茄子、芸豆角、茄子、
蒜薹等价格大幅回落。全省鲜瓜
果价格环比下降6 . 2%。与上年同
期比，鲜菜价格上涨8 . 9%，鲜瓜
果价格下降8 . 8%。

与蔬菜水果的价格回落不
同，受生猪出栏量降低、养殖成
本上涨等因素推动，猪肉同比
价格连续3个月反弹，使得全省
肉禽及其制品价格持续上涨，
本月同比上涨1 . 5%，环比上涨
1 . 4%。蛋鸡存栏量高，加之近
期气温回升明显，蛋鸡产蛋量
增加。鲜蛋价格同比下降20 . 0%，
降幅较上月扩大8 . 5个百分点，
环比下降1 . 5%。

本报济南6月10日讯（记者
孟敏） 10日，记者从国家发改委
网站获悉，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
会同教育部、司法部、新闻出版广
电总局印发通知，决定将教材价
格及部分服务收费标准下放到省
级管理，包括教材价格、公证服务
收费、司法鉴定服务收费等。

据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
《公证法》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
题的决定》有关规定，下放到省级
管理的定价项目包括教材价格，
即列入中小学用书目录的教科书
和列入评议公告目录的教辅材料
印张基准价；公证服务收费；司法
鉴定服务收费。

今后，列入中小学用书目录
的教科书和列入评议公告目录的
教辅材料印张基准价及零售价
格，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同级出版行
政部门按照微利原则确定；公证
服务、司法鉴定服务收费，由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价格主
管部门会同同级司法行政部门按
照有利于公证、司法鉴定事业可
持续发展和兼顾社会承受能力的
原则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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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6月10日讯（记者 周
爱宝 张頔）“2015年起，每
年改制比例不低于 1 0 %，到
2019年末，实现全省50%以上
的规模企业完成规范化公司制
改制，通过五年努力，使我省股
份公司数量位居全国前列，资
本市场融资总量占全省社会融
资规模的20%以上。”今天，夏
耕副省长在全省规模企业规范
化公司制改制培训班上的发言
中，要求我省全面启动规模企
业规范化公司改制工作。

为落实《山东省人民政府
关于加快推动规模企业规范化
公司制改制的意见》（鲁政发
[2015]），全面启动相关工作，6
月10日至11日，省政府在济南
市举办全省规模企业规范化公
司制改制培训班，省政府副省
长夏耕出席会议并讲话。来自
沪深证券交易所、全国中小企
业股转系统、中证机构间报价
系统等证券交易所的领导专
家，就企业上市挂牌、发债、基
金及如何对接多层次资本市场
进行了系统专题培训。

公司制是现代企业制度的
主要形式。推动规模以上企业

（以下简称“规模企业”）规范改
制，有利于实现企业投资主体
的多元化，改善企业融资结构，
明晰产权关系；有利于提升企
业管理水平，提高核心竞争力，
实现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通
过规范化公司制改制，企业基
本达到以下目标：产权清晰，股
权结构优化；公司治理结构完
善，内部控制制度健全；财务规
范，家底清楚；历史遗留问题得
到规范，市场主体资格合法；实
现“人员、财务、资产、机构、业
务”五个方面的独立，企业成为
真正的法人实体。

据悉，经过多年努力，我省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基本上都是
公司制企业，初步建立了现代
企业制度。但与建立规范完善
的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相比，还
有较大差距，仍存在一些突出
矛盾和问题。如法人治理结构
不完善，部分民营企业现代制
度建立进程缓慢，对股份制改
造认识不足等。解决问题的唯
一途径就是进行规范化公司制
改制，厘清家底，清晰产权，实
现股权结构多元化、公司内部
控制制度健全、财务规范。

本报济南6月10日讯（记
者 刘相华） 据了解，我省
目前有42家企业进入上市辅
导程序了，截止到5月份，山东
辖区企业共有29家，青岛辖区
有13家企业。

记者发现这些企业大多
于2013年和2014年在证监会
备案，比如山东出版传媒、威
海商业银行、青岛利群百货、
世纪天鸿、京博农化科技等公
司均是在这个时间段内备案
的。不过，也有时间更为提前
的企业，比如在2011年备案的
企业有，青岛辖区的青岛康普
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海利
尔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不
过记者从证监会官网上获悉，
6月8日证监会已经受理了康
普顿的首发申请文件，预披露

材料已经公示。2012年备案的
企业有荣成泰祥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威海市天罡仪表股份
有限公司、鲁证期货股份有限
公司等，目前这些企业仍处于

“正在辅导”期。
作为我省本土券商的齐

鲁证券，承揽的项目只有3单，
分别是山东泰丰液压股份有
限公司、普联软件股份有限公
司和山东海湾吊装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均是在2014年下半
年和今年上半年签署的协议，
上述3家企业分别位于日照、
济南和淄博。如果泰丰液压成
功过会的话，将会成为日照市
近10来年第二家A股上市公
司。上述42家企业中拿到项目
最多的是中信证券和广发证
券。

鲜菜鲜果大量上市

5月份我省CPI“破1”

中小学教辅书定价权

从中央下放到省

山山东东全全面面启启动动规规模模企企业业规规范范化化公公司司制制改改制制
到2019年末，实现全省50%以上的规模企业完成改制

相关链接

我省42家企业进入上市辅导程序

一、A股这次有没有纳入
MSCI指数？没有。但MSCI说得
比较纠结，新闻稿说预计会纳
入，要跟中国证监会协商。

有市场人士将MSCI声明
中文翻译为：“丈母娘说，我同
意女儿嫁给你了，等你有房有
车有存款的时候来娶。”

二、MSC I到底是什么？
MSCI指数(摩根士丹利国际资
本指数)是全球影响力最大的
股票指数，没有之一。全球追踪

MSCI指数的基金公司近6000

家，其中追踪MSCI指数的ETF

（交易所交易基金）产品多达
700只。简单说，一旦A股纳入
MSCI指数，跟踪指数的资金将
按照A股在指数中的比例买入
A股。

三、另外，市场预期，不仅
这些指数基金会配置A股，一
些主动基金也会跟风买A股。
这个说法的潜台词是，听说有
海外资金必须要买A股了，另

外一些海外资金可能会提前买
进去，等着有人来接盘。

这种预期，通常在牛市里
比较容易形成，但只是乐观者
的幻想，不用太惦记别人口袋
里的钱，老外不傻。

四、目前MSCI新兴市场指
数包含21个市场822支股票，金
融、信息技术、能源占比最大。如
果A股纳入，行业分布也不会例
外，蓝筹股会占据大部分权重。
虽然短期内增量配置资金还未

能实现，但将使市场配置蓝筹的
情绪得到进一步催化。

五、其实，市场预期也许有
点过高了。MSCI指数体系里有
众多指数，这次中国要纳入的
是MSCI新兴市场指数，以后再
逐步纳入其他指数。所以，A股
纳入MSCI指数体系是个漫长
的过程。比如，按照韩国等国家
和地区的经验，这将是一个持
续6-10年的缓慢渐进过程。

据澎湃

纳入不纳入MSCI，对A股影响大不大

6月10日，MSCI官
网公告宣布，在有关市
场准入等一些重要问
题解决后，预计将中
国A股纳入到其全球
基 准 指 数 中 ，同 时
MSCI和中国证监会将
成立一个工作组来解
决这些问题。

机构预测，A股纳
入MSC I至少将会引入数
百亿外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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