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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y

统计范围：主要商业银行面向全国发行、销售起始日在统计周内的非结构性

本币理财产品。

近四周本币理财产品平均年化收益率 近两周银行理财产品期限分布

上周各期限最高年化收益率人民币理财产品

期限 发行银行 产品名称 预期年化收益率 委托期

１

个月以内 平安银行 聚财宝组合类（和盈计划）

５４

期人民币理财产品

４．４ ３１

天

１－３

个月 包商银行 优逸系列荟金

１２３１３９

号人民币理财产品

４．９ ９２

天

３－６

个月 恒丰银行 恒裕金丰利系列

６８

期人民币理财产品

５ １８２

天

６－１２

个月 浦发银行 个人专项理财产品第

２９７

同享盈计划

４．９ ３６４

天

金牛理财网提供

银行理财产品一周看台（

8.11-8.17

）

适应定位转型 着眼未来发展

上交所积极介入区域股权交易中心

□

本报记者 周松林

8

月中旬以来连续传出上海

证券交易所介入地方股权交易中

心的消息， 除收购上海股权托管

交易中心部分股权外， 又与浙江

省政府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共同推进浙江省区域性股权交易

市场规范发展。分析人士认为，未

来上交所可能将继续在全国布

局， 力争进一步介入各地区域市

场， 此举不仅是对上市资源的竞

争和培育， 更是为未来资本市场

长远发展谋篇布局。

落实战略转型

上交所日前正式签约收购上

海国际集团所持有的上海股权托

管交易中心

29%

的股权，将成为该

交易中心第二大股东，并参与其管

理。上交所日前与浙江省政府签署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推动双方在区

域性股权交易市场建设等方面开

展更加广泛的长期合作。

市场人士认为， 上交所此举

有助于竞争和培育上市资源。 上

交所理事长桂敏杰公开表示，上

交所与浙江省政府签署的战略合

作框架协议内容之一， 就是共同

推进蓝筹股市场建设， 上交所将

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吸引浙江省企

业加盟上交所市场，积极研究、支

持在境外上市的浙江企业回归或

跨境到上交所上市， 利用上交所

的股权和债券平台发展壮大。

分析人士指出， 上交所开展

与地方股权中心的合作也与其最

新的战略定位密切相关， 而不应

仅仅视其为竞争和培育上市资源

的权宜之计。一直以来，上交所的

自我定位是优质大盘蓝筹股市

场。但今年初，上交所提出了多层

次蓝筹市场的新定位。 这个新定

位包含了经典大盘、 新兴蓝筹和

潜力蓝筹三个不同层次的市场大

板块， 从而使市场具有更大的深

度。其中，第三个层次即潜力蓝筹

公司的特点是市值规模较小，发

展速度快、成长性好，通常市盈率

水平也较高， 具备未来成长为新

兴蓝筹和经典蓝筹的潜质。 在该

基础上， 上交所提出支持中小市

值规模的优质企业上市的口号，

强调将致力于帮助细分行业中发

展潜力大、 上市后市值规模中小

的优质企业到上交所上市。

分析人士称，今年

7

月，上交

所推出了《中小微企业服务工程

纲要》。

1

个月后，上交所开始实

质性介入区域性股权交易中心，

可以视作其战略转型的进一步

落实。

推动和规范场外市场建设

分析人士进一步指出， 上交

所介入区域股权交易中心， 也是

监管部门建设全国性多层次资本

市场、 推动和规范场外市场建设

的需要。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个合

理的资本市场呈金字塔形， 其基

础部分正是场外市场， 其体量远

远大于标准化的、 集中竞价交易

的场内市场。 许多基础性的产品

特别是创新产品和业务首先在场

外市场交易， 只有少数产品最终

会进入场内市场。因此，未来我国

资本市场发展的重头戏将可能是

场外市场。 交易所提前介入区域

性股权交易中心的运作， 可以把

交易所规范运作的机制和经验引

入场外市场， 有利于未来在交易

所市场和场外市场之间建立转板

和连通的机制，协调发展。

上交所与浙江省的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就体现了这一思路。 协

议确定，上交所将全力支持、积极

参与浙江省政府推进温州市金融

综合改革试验区的建设， 有针对

性地进行金融产品设计和创新

等； 专门编制以浙江省上市公司

为成份股的指数， 支持市场机构

开发相应的

ETF

及衍生产品，并将

为浙江规范完善义乌小商品指

数、海宁皮革指数、柯桥纺织品指

数、 余姚塑料价格指数， 提供技

术、管理咨询、人员培训等多方面

服务。此外，上交所将重点加强对

浙江中小微企业的服务工作，指

导企业完善治理结构， 建立规范

透明的现代企业制度。

城商行产品发行量首超国有银行

金牛理财网提供的数据显示，

上周 （

8

月

11-17

日）

72

家银行共计

发行

579

款理财产品， 环比增长

78

款。 其中，人民币产品发行

519

款，

外币产品发行

60

款。保本及保证收

益型产品市场份额较为稳定，上周

发行

234

款，占比约为

40%

。

上周新发人民币理财产品

（不含结构性产品）的平均预期年

化收益率环比上升

0.04

个百分点

至

4.23%

，期限为

3-6

月（含）的理

财产品价升量涨明显， 平均预期

收益率由前一周的

4.3%

升至

4.47%

，发行数量（本外币）由

93

款增加至

153

款。

普益财富分析人士表示，上

周理财市场份额发生了微妙的变

化， 城商行产品发行数量增速继

续保持第一， 发行数量首次超过

国有银行。

今年

7

月股份制银行理财产

品发行数量占比从

40.48%

滑落

至

40.00%

，国有银行的占比大幅

下滑

3.69

个百分点至

24.31%

，城

商行的占比上升

4.17

个百分点至

27.53%

。（张朝晖）

贵州证监局推进打击防控内幕交易

贵州证监局近日召开打击和

防控资本市场内幕交易工作联席

会议， 对打击和防控内幕交易工

作进行安排部署。

贵州证监局局长郭文英在会

上表示，近年来，贵州证监局通过

加强宣传教育活动、 构建协作联

动机制、 督促上市公司建立健全

制度、强化现场检查等多种方式，

认真开展了内幕交易打击和防控

专项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

郭文英强调， 虽然辖区总体

情况是好的， 但也存在不少问题

和隐患，如不加强防控，将可能严

重危及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 就

如何进一步落实打击和防控内幕

交易工作机制， 郭文英提出当前

应重点抓好几个方面工作： 各成

员单位要切实发挥各自的职能和

优势， 积极支持和配合协调联席

会议做好有关工作； 加强宣传教

育，营造良好社会氛围；进一步规

范涉及上市公司内幕信息的管

理；做好梳理检查工作，配合好五

部委即将开展的专项检查。

联席会各成员单位表示，将

全力做好打击和防控内幕交易有

关工作。 贵州省政府金融办将以

贵州证监局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

管理制度为模本， 尽快出台贵州

省政府部门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

管理制度。 贵州省国资委将对国

资系统内幕信息防控工作进行梳

理， 结合国资监管工作特点推行

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及保密

承诺制度。 贵州省公安厅邀请贵

州证监局在适当时候为经侦人员

进行专项培训。（邹宁）

银监会金融消费者

保护局已成立

□

本报记者 高改芳

银监会主席助理阎庆民

18

日在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周

年庆典暨“金融改革新时期的

新金融建设” 研讨会上透露，

银监会金融消费者保护局已

挂牌成立，各地分支机构已批

准设立，同时正在做相应制度

上的准备。

阎庆民表示， 在总结这次

全球金融危机的教训中， 我们

认识到在稳妥推进新金融的创

新发展中要处理好经济增长与

金融发展的关系、 创新和金融

监管、 经济金融政策之间的关

系。 对于如何进一步完善我国

监管体系框架，他表示，应强化

风险为本的监管、 完善资本为

主的监管、 不断完善监管工具

箱、 进一步加强金融消费者的

保护、加快信息系统建设。

中小板红利等三指数今日发布

□

本报记者 周少杰

为引导上市公司积极回报公

司股东、完善公司治理、践行社会

责任， 深圳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

券信息有限公司

20

日发布中小板

红利指数（简称“中小红利”，代码

“

399649

”）、中小板治理指数（简

称“中小治理”，代码“

399650

”）和

中小板企业社会责任指数 （简称

“中小责任”，代码“

399651

”），均

以

2009

年

6

月

30

日为基日，

1000

点

为基点。

上述三条指数均在中小板

上市公司中选股。 其中，中小板

红利指数综合考察分红股息率、

分红金额占市场比重等因素，选

取具有稳定分红历史的

50

家公

司编制而成；中小板治理指数基

于巨潮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综合

评价体系， 选取公司经营良好、

治理评分较高的

50

家公司编制

而成；中小板企业社会责任指数

考察公司对国家、员工、股东与

债权人等做出的贡献之和所占

公司净资产的比重，选取

50

家公

司编制而成。三条指数均对个股

设置了

10%

的权重上限，以避免

个股权重过大。

中小红利、 治理和责任三条

主题指数历史表现突出， 从基日

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的三年时间内，

相对于巨潮

A

指分别有

23%

、

29%

和

9%

的超额收益，相对于深证红

利、 深证治理和深证责任也分别

有

27%

、

28%

和

5%

的超额收益，凸

显了中小板上市公司的良好成长

性。 这三条指数市值容量大、流动

性充足、成交活跃，适合开发基金

产品。

国证地产指数今日发布

□

本报记者 周少杰

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日前

宣布， 为了反映地产行业股票的

收益表现， 向市场提供细分行业

投资标的， 推进指数基金产品的

开发，于

20

日发布国证地产指数，

代码为“

399393

”，简称“国证地

产”。 该指数以

2004

年

12

月

31

日为

基日，以

1000

为基点。

国证地产指数以巨潮行业分

类标准为基础，在沪深两市

A

股中，

以一级行业为金融地产、 二级行业

为房地产的股票作为样本空间，按

照平均流通市值和平均成交金额所

占市场比重

2:1

加权，并从高到低排

序， 选取排名前

50

的股票作为指数

样本股。 为防止个别样本股权重过

大，对个股设置了

15%

的权重上限。

国证地产指数具有高收益、

高贝塔的特点，自基期至

2012

年

6

月

29

日收盘， 国证地产指数累计

收益

290.01%

， 同期巨潮

A

指的收

益率为

200.74%

。 经统计，国证地

产指数的贝塔系数为

1.083

， 代表

了强周期股高贝塔值的特性，适

合作为波段操作的投资工具。

国证地产指数是深圳证券信

息有限公司应国泰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的需求合作开发的， 国泰基

金正积极筹备开发国证地产指数

的分级基金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