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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军“逼宫”银行回购 私募组建自救联盟

� � � �陕西创赢投资向浦发、兴业、交行、深发展以及民生等

5

家银行

发函， 建议上述银行用自有资金在每股净资产以下回购股票并注

销。 这是其董事长崔军第四次以私募之力，去撬动业界大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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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产股

下跌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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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注

●

地产板块或现分化 龙头房企值得关注

●

北京市住建委表示未接到任何取消预售制通知

●

传闻“雷倒” 地产股 空头疑敛“恐慌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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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再降 股市期市今年三次降费155亿

证监会要求确保让投资者直接得到好处

□

本报记者 申屠青南

实习记者 毛建宇

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

2

日

表示，

9

月

1

日起，将第三次大幅度

降低

A

股交易经手费、 过户费和

期货交易手续费标准。 交易手续

费和市场监管费标准今年以来已

先后两次较大幅度降低。 这三次

降费可降低证券、 期货市场投资

者交易成本达

155

亿元。这位负责

人在回答中国证券报记者提问时

表示， 证监会积极协调有关部门

研究降低印花税。

“确保让投资者直接得到降

费的好处。 ”这位负责人说，在总

结前两次降费效果基础上， 监管

部门将进一步加强指导与监管。

证券市场降费工作实施由证券业

协会、沪深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公司密切配合， 充分发

挥行业自律组织作用，统筹协调，

做好降费技术操作。 期货市场降

费工作由各期货交易所实施。

他介绍，继今年以来先后两次

较大幅度降低交易手续费和市场

监管费标准后， 沪深证券交易所、

中登公司和四家期货交易所联手，

再次大幅降低

A

股交易经手费、过

户费和期货交易手续费标准。调整

后的收费标准将从

9

月

1

日起实施。

按照监管部门不断降低市场

交易成本、提高市场效率、减轻投

资者负担的总体要求， 沪深证券

交易所

A

股交易经手费将按成交

金额的

0.0696‰

双向收取， 降幅

为

20%

；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

A

股

交易过户费将按成交面额的

0.3‰

双向收取，降幅为

20%

；（下

转A02版）

证监会：

上市公司回购无法律政策障碍

□

本报记者 申屠青南

实习记者 毛建宇

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

2

日

表示，上市公司回购既没有法律

障碍，也没有政策障碍。 证监会

鼓励、支持有增长潜力的、有条

件的公司和破净公司大股东增

持以及上市公司回购。

他认为，这是“多赢”的局

面，同时是表达对公司长期发展

潜力的信心，是对投资者信心的

提振。

这位负责人说，从法律层面

看，根据《公司法》相关规定，上

市公司可收购本公司股份，用于

减少公司注册资本、与持有本公

司股份的其他公司合并，以及将

股份奖励给本公司职工。

从政策层面看，

2005

年，证

监会发布《上市公司回购社会

公众股份管理办法》， 其中对

上市公司回购股份行为进行

规范，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要得到行

政许可；

2008

年， 证监会发布

《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

易 方式回购股 份的 补充 规

定》， 取消上市公司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行政

许可。 因此，上市公司回购股

份没有政策障碍。

■

明日《金牛理财周刊》导读

ST股挽歌

A07

海外财经

地方储蓄银行成西班牙危机“重灾区”

� � � �中国证券报记者行走在巴塞罗那街头

,

大大小小的银行网点随

处可见。 相对于大银行，西班牙银行系统里问题最大的是地方储蓄

银行。

一个人的大户室

□

本报记者 蔡宗琦

“他们都走了，就剩下我一

个人每天还来营业部转转。”在

珠三角的一个二线城市， 股龄

与我国资本市场的“年纪”相差

无几的张姨自嘲地笑了笑说，

“好多老股民熬过了

2008

年，都

没有熬过今年。 要不是上半年

买了几只医药股， 销户的人里

头恐怕就有我。 ”

谈起张姨，她开户的营业

部的一位老员工说是“再熟悉

不过”。 从上世纪

90

年代初踏

入股市到现在，张姨就没有换

过营业部， 因为投资技术好，

近

20

年来愣是从散户大厅逐

渐登堂入室， 最终进了大户

室，加上爱同其他股民分享投

资心得， 在营业部里颇有人

缘。 该员工说：“市场好、人多

的时候，大家中午收市时就端

着盒饭、抱着报纸去张姨屋里

边吃边高谈阔论。 ”

可惜，这样的时光已成为

追忆。 每天一大早准点到营业

部报到的张姨发现，老伙计们

来得越来越少。 “一天上午，我

到营业部看到一个熟人就跟

他打招呼， 让他中午和我吃

饭。 他告诉我，上半年把儿子

买房的

100

多万元首付亏了一

大半，老婆逼他来销户。 ”

虽然是个案， 但上半年

“和股市做个了断” 的人远远

不止这一个。 张姨所居住的城

市制造业发达，大户室的同伴

多数是当地开加工厂、代工厂

的老板，对出口和经济形势极

其敏感，也是最早嗅到宏观环

境风吹草动的人。

上半年受欧债危机影响，

中国经济外部环境恶化，直接

波及当地企业。 “他们一开始

只是把股市里的钱搬出去缓

解一下厂里的困难，但后来股

市越炒越赔，特别是很多人爱

炒消息、买小股票，结果创业

板和

ST

股杀跌，亏了一半的大

有人在，好多人心灰意冷干脆

不做了。 ”张姨发现，最早销户

的一拨人正是工厂主。 “炒股

十来年，他们一狠心都把户销

了。 他们劝我说，今年形势比

2008

年还差，也不会再有四万

亿政策出来， 很难看到前景。

不说股市是实体经济晴雨表

么？ 那就别熬了。 每当在电视

上看到一些嘉宾谈论经济复

苏、股市有行情时，真想让他

们来珠三角看看这些小工厂

的情况，看看现在大户室里就

剩下我一个人了。 ”

随后，一些股龄尚浅的投

资者也陆续离开这个市场。 营

业部的人粗略统计，在销户的

投资者中，最多的是在

2007

年

大牛市中被拉进市场的股民。

虽然在大户室里孤军奋

战，张姨依然每天去营业部看

行情，和营业部的工作人员聊

天。 “炒了这么多年股，心脏早

就很结实了。 跟你实话实说，

我还满着仓呢。 ”

“张姨是营业部里炒股很

厉害的人。 ”边上的工作人员

介绍说，她有一套自己的投资

想法。 虽然资金颇为雄厚且独

占大户室，但张姨的投资历程

是典型的“散户成长史”。 上世

纪

90

年代初期，和大多数投资

者一样， 她也迷恋听消息、追

庄家，踩过“地雷”，受过伤，几

次关键顶底的切换才扭转了

她的投资方式。

2008

年初， 张姨重仓杀入

一只重组概念股，却遭遇长达近

一年的停牌。（下转A02版）

货币基金风险管理要求有望提高

货币基金久期或降至

120

天

□

本报记者 曹淑彦

消息人士

2

日透露，监管

部门有意加强对货币基金风

险管理， 拟提高对货币基金

流动性要求， 可能对货币基

金投资定期存款进一步加强

管理， 将货币基金投资组合

的平均剩余期限 （俗称 “久

期”）从

180

天降至

120

天或更

低。 此外，监管部门拟进一步

提升货币基金投资信用债要

求， 规定只能投资于

AA

级以

上的信用债。

这位人士透露，目前短期

理财基金属于类货币基金管

理，监管部门有意将其与货币

基金区别开。 短期理财基金投

资组合的平均剩余期限有望

大于货币基金，从而增加投资

标的。

按照目前规定，货币基金

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不得

超过

180

天。 较早成立的货币

基金在基金合同中也以此约

定。 近年来，新发货币基金已

明显调降组合剩余期限。 其

中， 去年成立的国联安货币、

信诚货币及今年成立的天弘

现金管家，其招募说明书均表

明投资组合的平均剩余期限

均不得超过

120

天。

分析人士认为，监管部门

加强对货币基金流动性关注，

旨在引导货币基金发挥其现

金管理工具职能，而不是过度

追求收益率。

上海证券首席基金分析

师代宏坤说，降低货币基金组

合剩余期限有利于降低其利

率敏感性， 从而降低风险，提

高流动性。 同时，货币基金收

益率将有所降低。

业内人士表示，未来不同

基金公司的货币基金间的收

益率差距可能大幅缩小，基金

公司将重点关注如何提高货

币基金的服务性。

73只破净股“回购” 悬念待解

统计显示，当前沪深股市有

73

只

A

股处于破净状态，其中一些

业绩增长稳定、手中现金充足的公司可能上演回购大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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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省市

“营改增” 试点时间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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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交所

接受29家企业私募债备案

去年底社保基金累计结余3万亿

社科院世界社保中心主任郑秉文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养老金投资运营细则出台渐近

余永定：

推迟经济结构调整代价更大

A05

观点与观察

德拉吉表态令人失望

欧洲股市盘中跳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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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收费公路投资及债务情况

数据来源：交通部

中国收费公路累计投资总额

３．６５

万亿元

目前债务余额

２．３２

万亿元

资产负债率

６４％

重大节假日小客车将免通行费 让利上百亿

� � � � 中国政府网

２

日发布通

知， 国务院已同意交通运输

部等部门制定的 《重大节假

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

方案》。

免费通行的时间范围为春

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四个

国家法定节假日，以及当年国务

院办公厅文件确定的上述法定

节假日连休日。免费时段从节假

日第一天零时开始，节假日最后

一天

２４

时结束。 免费通行的车

辆范围为行驶收费公路的

７

座

以下（含

７

座）载客车辆。

据业内专家估算， 重大节

假日免收通行费后， 整体估算

下来， 一年可让利于民上百亿

元。（相关报道见A12版）

新华社图片 合成/王春燕

本报记者 孟斯硕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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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首次触及退市红线

建摩B技术自救仍有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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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电样本凸显山西煤电联营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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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热点

三因素共振

银行股扮演“稳定器” 角色

A02

财经要闻

上交所：投资者更应关注

上市公司利润来源和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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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有效解决信贷资金

供求结构性矛盾

宁波华翔回购提速

回购期限在即，宁波华翔（

002048

）加速“回笼”社会公众股份，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粗略计算， 仅

2

日公司出资

4533

万元回购股份总

数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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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回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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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

由“升值” 向“强势” 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