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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蒙志军

3月21日，中国证监会发布《优先股试点管理
办法》。根据办法，上市公司可以发行优先股，非
上市公众公司可以非公开发行优先股。 紧随其
后，财政部也公布了优先股配套措施。

这一事件，标志着全国人大代表黄志明等历
时6年倡导建立资本市场新模式、 早日发行优先
股等建议被国家采纳并得以实施。我国资本市场
将进入“保本保息”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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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志明一直
在观察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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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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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地方为了政绩和税源，盲目引导一些并
无真正实力的企业上市。这些问题违背了国家发
展股票市场的基本意愿，危害不言而喻。

早在2008年12月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六次会议上，黄志明就提出“尽早出台法律和政
策保护中小股民的权益”。

2009年3月全国两会，黄志明再次提出《立
法保护中小股民合法权益，将侵占股民权益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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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5月，中国证监会回复：《公司法》第一
百三十二条规定，“国务院可以对公司发行本法
规定以外的其他种类的股份，另行作出规定，”这
为在我国境内发行优先股等“非标准”股票预留
了制度空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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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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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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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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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先股， 是一种股份制形式的新型业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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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志明说，优先股其核心模式为“下保底、上
不封顶”。“下保底”即不管企业盈利与否，都必须
保本保息、还本付息。保底标准可设为银行定期
存款利息标准，其操作模式与银行一致。“上不封
顶” 即在盈利或者盈利大于银行存款利息时，则
企业按照证监委规定给股民分取红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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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模式中国市场不受影响，部分股民的投机
行为将变成长效投资行为。

2013年8月30日，中国证监会在答复中高度
评价该建议内容明确具体、分析客观深入，对策
针对性强，并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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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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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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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证监会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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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加强与财政
部、人民银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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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无障碍，市场有需求，至此，开展优先股
试点的条件已基本具备。2013年11月30日，国务
院发布《关于开展优先股试点的指导意见》。同年
12月13日，中国证监会就《优先股试点管理办法》
公开征求意见。

2014年全国两会，黄志明代表持续关注“优
先股”，建议“做实资本市场，加速优先股发行”。

两会归来仅1个星期，中国证监会发布《优先
股试点管理办法》。 当天， 沪深两市大盘全线上
扬。

《优先股试点管理办法》的发布，黄志明再度
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得知这一消息后，黄志明
倍感欣慰。他说，优先股的推出，是我国资本市场
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我国资本市场日趋成熟的
一种表现，必将对我国资本市场的长期稳定发展
产生深远影响。

“国家的需要就是人民的需要，人民的需要
就是人大代表的需要。”黄志明表示，优先股试点
不仅要稳妥，更要防“走偏”，他将继续站在“利国
利民”的高度，为中国数亿股民发声，为国家发展
和民生改善鼓与呼。

本报3月24日讯 （记者 陈淦璋）
记者今天从国家开发银行湖南省分
行获悉， 该行3月21日成功为长沙市
城市建设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发
行7年期15亿元中期票据， 开省内企
业发行此类较长期限债券产品的先
河。

相比于传统的3年期、5年期中期
票据，7年及以上期限中期票据过去
主要为中国铁路总公司、 中石油等大
型央企使用， 其期限长导致投资人群
体非常狭窄， 因此发行和定价
难度大幅增加。

国开行湖南分行充分发挥
创新与发行优势， 成功实现该
15亿元中期票据的发行， 票面
利率为7.55%，显著低于近期城

投类平台中期票据发行利率。 而较长
的期限， 有利于更好满足长沙重大基
础设施项目的资金需求。

记者同时获悉， 近日发布的国家
新型城镇化规划， 已明确提出规范城
市建设投融资机制， 允许地方政府发
行市政债。 中期票据以其注册流程规
范、信息披露公开、发行期限灵活等特
点，成为解决城镇化融资的重要工具，
也被业内认为是未来逐步过渡成市政
债的收益债券。

人民的需要就是人大代表的需要
———全国人大代表黄志明历时6年不懈助推“优先股”启动试点

全国人大代表黄志明在发言。 通讯员 摄

本报3月24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汤雪）今天上午，长沙147路公
交车上一名57岁的男子突然晕倒。虽
然公交车变身“救护车”，将其紧急送
往长沙市中心医院抢救， 但男子还是
因为病情太重，不幸离世。

今天上午11时35分， 长沙市120
医疗急救中心接到一名乘客呼救电
话， 称147路公交车上有一名男子突
然晕倒，就在井湾子南附近。急救医生
文敦敏回忆， 由于救护车去井湾子南
要从桔园立交桥上掉头， 这样得多花
掉两三分钟时间， 于是建议公交车司
机直接开车到长沙市中心医院来。为
了保证抢救的黄金时间，147路司机
肖四元匆匆向公交车乘客进行解释，

将男子火速送往长沙市中心医院。文
敦敏与医院保安一起疏导附近交通，
并在医院附近等待患者的到来。 车子
刚停稳，文敦敏赶紧上车抢救病人，但
病人的呼吸心跳没有恢复， 初步诊断
是心梗发作。

长沙市中心医院急诊科医生易征
介绍，春季天气冷热多变，有心脏病、高
血压、冠心病等基础疾病的市民，很难
适应气温骤升骤降的变化，容易诱发心
脑血管疾病，严重时可在短时间内导致
心脏猝停。有心血管病史的市民最好能
随身携带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等急救
药物以备不时之需，这个季节要特别注
意气候变化，根据气温变化及时增减衣
物，不宜过早脱去厚衣服。

为了抢救突然晕倒男子

公交车成了“救护车”

本报3月24日讯 （记者 王曦 通
讯员 雷文明）今天下午，省公安厅交
管局召开全省交通管理工作会议，要
求全省公安交警系统大力加强服务
型、创新型、效能型机制建设，进一步
加强交通安全治理体系建设。

近年来， 全省公安交警积极回应
群众关切， 交通事故防控水平明显提
高。2013年全省首次实现近十年来一
次死亡 10人以上事故“零发生”。
2014年春运，长沙、株洲、湘潭、岳阳

等11个市州未发生一次死亡3人以上
较大事故，全省未发生长时间、大范
围的交通堵塞。 会议要求， 到2015
年，乡镇建成交通安全管理服务站要
实现100%全覆盖，并用3年时间构建
起覆盖全省高速公路、国省道和重点
县乡道路的交通安全智能防控网。此
外，对客车、货车、校车等重点车型，
以及“三超一疲劳”、涉牌涉证等重点
交通违法行为， 要做到执法必严、违
法必究。

全省交通管理工作会议提出

构建覆盖全省交通安全
智能防控网

破解物业维修资金使用难

长沙将开发
业主投票系统

本报3月24日讯（记者 陈永刚）记者从日前举
行的长沙市物业行业管理工作会议上了解到，长沙
市今年将开发使用手机短信、 固定电话等投票系
统，征集业主对维修资金使用的表决结果，进一步
破解“双三分之二签名难”。

一直以来，要动用维修资金必须有“双三分之
二”业主（占受益建筑物总面积三分之二以上，且占
总人数三分之二以上的受益业主） 签名同意才行，
而收集业主签名时间长、征集难，导致维修资金使
用困难，是一个全国性的难题。为此，长沙市住建委
今年将完善屋顶漏水、电梯故障、消防安全3个方面
的维修资金使用操作规程和实施细则，提高应急反
应能力；开发手机短信投票系统和固定电话投票系
统，使业主的表决能跨越时空局限，较好覆盖整个
业主群体，第一时间取得业主的表决结果，进一步
破解“双三分之二签名难”问题；选择10家业委会进
行试点，尝试将维修资金划转业主委员会自治管理
和使用。

截至去年底， 长沙共有物业服务企业1047家，
管理各类物业项目2900个，总面积约1.4亿平方米，
全市物业管理覆盖率达74.3%%， 全市物业维修资
金归集总额为111.63亿元，居全国省会城市第四。

本报3月24日讯（记者 易禹琳）3
月22日，长沙运中旅旅行社发起成立
的“第一差旅网” 正式上线运营，已
有全国300家中小型旅行社成为其
会员单位。据悉，这是中小型旅行社
以“差旅市场”作为主要发力点，抱团
发展，积极向电子商务平台转型的新
尝试。

第一差旅网重点打造差旅管家概
念，采用完善的系统平台、先进的服务
体系以及充足的垫付资金， 来协助政
企机构实现统一的差旅预订、 优化的

成本控制、便捷的报表分析、简单的费
用月结方式等， 对差旅活动进行统一
管理的服务模式。

长沙运中旅旅行社总经理王湘岳
介绍说：“目前， 全国活跃的中小企业
超过1200万家，国内中小企业差旅管
理市场份额已经超过1000亿人民币，
中小企业差旅管理大有可为。 但对于
中小型旅行社而言， 依靠自身的发展
无法在短期内构建庞大的服务网络体
系和较强的服务能力， 加入第一差旅
网或许能走出困境”。

中小旅行社抱团转型

长沙诞生第一差旅网

省内城投企业首发7年期中期票据
为较长期限债券产品，此前多为大型央企使用

3月24日上午10时35分， 长沙市书院南路湖南开关厂路段， 救援人员准备起吊侧翻的洒
水车。 当天上午9时30分， 一辆由北往南行驶的洒水车突然失控， 撞了一辆的士和一辆中型
卡车后， 车子旋转侧翻， 撞坏中间隔离护栏后又撞上两台小车。 事故造成包括洒水车在内的
8台车辆受损， 5名人员受伤。

本报记者田超 实习生李梦 摄影报道

长沙： 洒水车侧翻压住过路小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