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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蒙志军

8月30日， 全国人大代表、 万家丽集
团董事长黄志明收到了来自中国证监会
的一份函件。 这份函件对他在今年3月十
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联名15名全国
人大代表提出的 《关于早日推出优先股，
做实资本市场， 促进实业兴邦的建议》
作出答复： “建议内容明确具体， 分析
客观深入， 对策针对性强， 符合资本市
场改革发展实际， 建立优先股制度具有
重要意义。 同时， 开展优先股试点的基
本条件基本具备， 我会推进优先股已做
相关工作安排。”

这一答复函件， 标志着黄志明等代
表历时6年探索的建立优先股制度、 拓宽
正规上市公司的融资渠道等一系列建议
得以釆纳。 优先股发行呼之欲出， 我国
资本市场将进入“保本保息” 的新时代。

中国资本市场
“保本、保息”曙光初现

资本市场作为现代金融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 股票市场占据主导地位。

多年来， 黄志明代表一直关注资本
市场尤其是股票市场的发展变化。 他说，
我国股票市场自1991年成立以来， 已经
历了几十年的发展过程。 在这过程中确
实存在一些问题，“股价成身价、融资变盈
利” 的现象屡见不鲜。 一些企业把股市
当成了圈钱的好场所， 一些个人投资者
把股市当成了赌博的生财之道。 有些面
临破产的企业， 已不可能从银行等渠道
贷款融资， 抱着“赌一把” 的心态， 走
向资本市场以实现其圈钱的目的； 空壳
公司借壳上市， 一些企业完全没有任何
实体， 甚至连办公场地都是租赁来的，
却利用自身暂时的所谓品牌价值欺骗市
场， 利用一些中小投资者的投机心理上
市； 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政绩和税源， 盲
目引导一些并无真正实力的企业上市。

早在2008年12月十一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六次会议上， 黄志明就倡议“尽
早出台法律和政策保护中小股民的权
益”， 建议把上市公司扣取股民获取红利
的行为作为侵权责任行为写进法律。

2009年3月的全国两会上， 黄志明
再次提出 《立法保护中小股民合法权益，
将上市公司不分取红利， 侵占股民权益
的行为视为侵权行为》 的建议。 同年10
月， 中国证监会出台 《关于修改上市公
司现金分红若干规定的决定》， 要求再融
资公司最近三年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

最近三年年均可分配利润的30%。
2010年、 2011年的全国两会上， 黄

志明连续两次建议修改 《证券法》、 建立
中国特色的资本市场新模式。

2010年6月， 中国证监会在答复中建
议， 由国务院法制部门牵头， 修改 《公
司法》 第一百三十二条， 以尽早建立中
国特色的保本、 保息、 稳定的资本市场
新模式。 2011年5月， 中国证监会在答复
中建议， 由国务院法制部门牵头， 在充
分借鉴境外有关优先股制度设计的基础
上， 分析我国公司发展实践的特点和需
要， 根据 《公司法》 的授权研究制定有
关特别股发行的行政法规。

2012年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
黄志明再次提出 《由国务院法制部门牵
头新增设‘诚信股’， 建立中国特色的资
本市场新模式》 的建议。 当年7月， 中国
证监会作出答复： 建议中提出的“诚信
股” 具有“保本金和最低红利” 以及优
先受偿的特点， 其股份类别与法律意义
上的“优先股” 存在许多相似之处。 这
一建议对完善我国公司法律制度， 健全
资本市场法律法规体系具有积极意义。
并承诺将根据 《公司法》 的授权推动制
定出台优先股的具体规定。

至此， 中国资本市场见到了“保本、
保息” 的曙光。 今年3月， 在十二届全国
人大一次会议上， 黄志明向参加湖南代表
团审议的李克强同志提出关于“早日推出
优先股， 做实资本市场， 促进实业兴邦”
的建议， 同时将该建议提交大会， 持续推
动中国特色资本市场新模式的建立。

深化股份制改革，促进资本
市场稳定发展， 建立优先股制
度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优先股， 是指优于普通股进行股利
分配和剩余财产分配， 参与重大决策和
选择管理者的权利受到限制的特殊股份。
其主要特点有： 优先获得固定股息， 投
资风险通常远小于普通股； 在公司剩余
财产的清偿方面优先于普通股； 代表的
股东权利弱于普通股， 在公司股东会议
审议特定事项时通常没有表决权。

优先股不仅为上市公司提供了重要
的融资方式， 而且为注重现金股利、 希
望获取稳定收益、 具有不同风险偏好的
投资者提供了投资渠道。 特别是在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 优先股成为实
施金融救援计划的主要金融工具。

中国证监会在答复中提出， 我国建
立优先股制度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是

有利于丰富证券品种 ，
满足多样化的投资需求，
特别是对固定收益产品
的需求。 优先股能够以
市场化方式促进上市公
司合理实现现金分红 ，
为保险资金、 社保资金、
企业年金等提供新型投
资工具， 拓展居民的投
资渠道。 二是满足不同
发行人的多元化融资和
改善财务结构的需求 。
优先股既可以为资产负
债率较高， 希望优化现
有股权结构的大盘蓝筹
上市公司提供新的资本
工具， 也可以为中小企
业引入外部投资者创造
条件， 缓解中小企业融
资难问题。 三是有利于完善公司治理结
构， 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进一步深化
股份制改革， 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发展。

黄志明说， “优先股” 要求上市公
司发行股的控股股东， 应对股票持有人
保证其本金和最低红利； 上市公司盈利
小于银行存款利率或者不盈利的， 上市
公司要根据银行的存款利息标准、 时间
的长短， 付给发行股持有人即散户的红
利； 上市公司盈利或盈利大于银行年存
款利率， 则按证监会的要求分取红利。
“优先股” 发行后， 上市公司融资渠道将
越来越宽， 股民的积极性将越来越高，
圈钱的公司基本不再进入， 政府不再为
资本市场买单， 不管世界资本市场多乱
中国市场不受影响， 部分股民的投机行
为将变成长效投资行为。

法律无障碍，市场有需求，开
展优先股试点条件已基本具备

中国证监会在回复中说， 目前， 我
国开展优先股试点条件基本具备。 一方
面， 法律无障碍。 《公司法》 第一百三
十二条规定“国务院可以对公司发行本
法规定的股票以外的其他种类的股票，
另行作出规定”。 这为在我国境内发行优
先股预留了制度空间。 《证券法》 第二
条规定：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股
票、 公司债券和国务院依法认定的其他
证券的发行和交易， 适用本法； 本法未
做规定的， 适用 《公司法》 和其他法律、
行政法规的规定”。 由于优先股本质上属
于股票， 因此能够适用 《证券法》 的有
关规定进行管理。 另一方面， 市场有需

求。 随着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大， 和巴塞
尔协议Ⅲ等新监管要求逐步实施， 上市
商业银行补充资本金的需求十分强烈，
发行普通股票和债券已无法满足现实融
资需求。 发行优先股是上市商业银行现
阶段补充一级资本的可选工具， 同时也
为投资者提供了新型的固定收益产品。
此外， 能源、 材料等行业的大型上市公
司以及处于快速发展期的中小企业也有
发行优先股的需求。

中国证监会表示， 按照 《金融业发
展和改革“十二五” 规划》 明确提出的

“探索建立优先股制度” 要求和 《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
型升级的指导意见》， 证监会正在积极稳
妥推进优先股试点相关工作。 抓紧起草
并尽快出台相关规范性文件， 明确优先
股股东权利和义务、 优先股的发行与交
易、 市场监管等基本问题。 组织梳理和
修订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等
业务规则， 为推出优先股清除制度性障
碍。 同时， 加强与财政部、 人民银行、
国资委、 税务总局、 工商总局、 法制办、
银监会等相关部委的沟通协调， 协商出
台优先股试点的配套政策。

黄志明说， 此刻， 我希望与中国数
亿股民一起分享这份快乐。 他表示， 作
为一名人大代表， 将继续站在“利国利
民” 的高度发声， 为国家发展、 社会变
化和民生改善鼓与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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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首度发布宗教界公益慈善活动公报
“金秋助学行动”

捐百万元助485人圆梦
本报9月8日讯（记者 张斌 通讯员 钟扬 邓克俭）近日,

省宗教局在长沙举行“慈爱人间·五教同行”湖南省宗教界公
益慈善活动新闻发布会， 首度发布了宗教界2013年度公益慈
善活动公报，并举行了“全省宗教界金秋助学行动”现场捐赠。

公报显示，2013年1至8月，全省宗教界向社会捐款（物）
共计人民币1879万元， 开展的公益慈善项目涉及救灾赈灾、
扶贫济困、助学助残、敬老养老、修桥铺路、支教义诊等。款项
使用方面，用于助学的比例最高，有751.6万元，占全部款项
的4成。

随后的“全省宗教界金秋助学行动”捐赠现场，来自长沙
的15名学生代表，从省直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圣辉等宗教团体
负责人手中，每人领取了2000元助学款。 该行动已在全省陆
续发放善款100万元，共有485名贫困学子受助圆梦。

强化矿产资源管理
首批矿产督察员持证上岗

本报9月8日讯 （记者 曹娴 通讯员 肖欣） 记者近日从
省国土资源厅获悉， 首批14名省级矿产督察员正式持证上
岗， 这是对行政机关监管的有力补充。

目前， 全省共有矿山开采企业7000多家， 而全省国土
资源系统矿政管理人员仅200多人， 工作难以到位。 此次
聘请的省级矿产督察员均是矿产开发领域的专家， 由各市
州国土资源局推荐选举产生。

督察员的职责包括对矿产勘查、 开发利用及矿山地质
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进行督察。 督查探矿权人是否有圈而
不探、 以采代探等违规违法行为， 采矿权人是否超深越界
开采， 破坏、 浪费矿产资源， 擅自转让或承包采矿权等情
况。 同时， 矿产督察员被授予了查阅矿山企业的各种生产
台账、 年度报表、 矿产品销售发票、 缴纳的矿产资源补偿
费以及有关图纸等资料的职权。 据悉， 国土资源厅还将逐
级组建市、 县级督察队伍。

多部门突查
长沙部分考试培训机构
本报9月8日讯（实习记者 于振宇）9月5日至6日，省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省公安厅、省民政厅等部门，对长
沙市部分从事人事考试的培训机构进行突击检查，对发现的
超范围经营、虚假宣传、收费过高问题给予了严肃查处。

此次共检查了考德上、太奇、环球、大力、荣升、新亚、天
骄、智达、军培等9家培训机构，发现大部分培训机构以“教育
咨询”类公司注册，实际从事授课培训业务，一部分培训机构
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擅自冠以“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XX培训中心”的名称，存在严重的虚假宣传和欺骗考生
情况，有些机构开设国家明令禁止的保（包）过班、零基础协
议班，且收费过高。

今年,还将在全省范围内不定期开展人事考试环境综合
治理专项行动， 严厉打击人事考试中各类违纪违规行为，特
别是对非法培训机构组织团伙作弊，将依法严肃处理，创造
公平公正的人事考试环境。

本报记者 邓明 白培生
通讯员 何光红

“多谢了，多谢四方众乡亲，我今没
有好茶饭 只有山歌敬亲人……”9月8
日上午， 欢乐潇湘·嘉禾县第三届凌云
豆腐民俗文化节在该县田心镇凌云村
开幕，电影“刘三姐”的扮演者黄婉秋乘
着竹筏，唱着一曲《只有山歌敬亲人》，
缓缓来到凌云村后河滩边上的主会场。

凌云村位于钟水河畔，这里山清水
秀，杨柳依依，云天水色，仿似电影《刘
三姐》里的场景。 村里产的凌云豆腐有
着数千年的历史，2011年以来，已成功
举办了两届凌云豆腐民俗文化节。这次
节会，县里突出以豆腐为媒，民歌搭台，
旅游唱戏。“罗四姐对歌刘三姐”便是其
中的主打内容之一。

嘉禾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孙佑民
告诉我们，相传北宋初年，嘉禾县有个
以唱伴嫁歌著称的汉族女歌神叫罗四

姐，被北宋王朝的广南节度使欧大郎带
到军营中做歌妓。 当时，北宋正与实力
相当的敌对国古越国僵持不下，恰巧古
越国也有一位壮族女歌神叫刘三姐。两
位歌神相遇对歌，将善良、爱情、宽容、
睿智渗透在歌中，最终感动两国将士放
下武器，促使两国放弃武力，和平相处，
成为佳话流传至今。

“钟水河畔搭歌台，有歌姐妹请出
来， 今日来了刘三姐， 快把好歌唱头
牌。 ”罗四姐传承人李佳首先开唱。

“四姐唱歌好口才，两湖两广都传
开， 今日凌云来相会， 请把歌题唱出
来。 ”“刘三姐”黄婉秋接上了腔。

就这样，一唱一和，一问一答，由黄
婉秋、李佳合唱的《相会凌云》，将现场
的气氛推向了高潮。

“田心镇山田村村民李柏先一大早
就来到了会场， 当他看到刘三姐唱歌
后，大呼过瘾，“真好看！ 就像电影里的
一样！ ”

“港洽周”签约项目履约率高
本报9月8日讯 （记者 彭雅惠 通讯员 刘婷） 省商务

厅日前发布消息称， 2013年“港洽周” 省级签约外资项目
全部启动， 已注册外资21118万美元， 人民币注册6008万
元； 实际到位外资12914.5万美元， 到位人民币3.48亿元。

2013年湖南(香港)投资贸易洽谈周(简称“港洽周” )今
年6月在香港成功举行,湖南项目受到境内外投资者热捧，
共签下省级外资项目66个， 其中包括大众汽车长沙生产基
地、 克莱斯勒汽车生产、 大型物流园建设、 世界瑶族文化
博览园等大型项目， 总投资额107.4亿美元， 引进资金98.4
亿美元， 项目分布遍及我省14个市州。

“优先股”发行呼之欲出
———全国人大代表黄志明探索资本市场新模式

“罗四姐”对歌“刘三姐”

黄志明代表在调研座谈会上发言。 （资料照片）
通讯员 摄

9月7日，42岁的崔胜强（右一）和15岁的刘劲宏（左一）等同学在一起交流。 他们分别
是湖南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专科班和外国语学院本科班学生，是该校今年招入的年龄最
大和最小的新生，相差足有27岁。 本报记者 赵持 通讯员 银洁 摄影报道

大学新生相差27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