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银行年末冲存款 信托借机做规模

� � � �据用益信托工作室不完全统计， 从

12

月

17

日至

23

日的一周

内， 共有

26

家银行和

5

家信托公司参与发行了

261

款银信理财产

品，发行数量比上周减少

38

款。 预计的发行规模为

407.94

亿元，比

上周少了

25.85

亿元。 借着银行年末冲存款的冲动，信托公司的产

品发行量也水涨船高。 今年信托资产突破

7

万亿大关已是板上钉

钉的事。

09�理财风尚

新基金法明年

6

月施行 私募监管入法

A02 /

财经要闻

04�机构解盘

01�金牛理财周刊

01�金牛理财周刊

■

感性财经 Feature

东吴证券

东吴证券 财富家园提醒您关注今日报道

■

今日报道 Today's� news

沪指

站上年线

今

日

关

注

●

信达证券：2013年沪指将上摸2800

●

追“蓝筹”避“高压” 多头进攻路线清晰

●

年线大战告捷“补涨”风生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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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抢”房 真营销

□

本报记者 万晶

“房东又提价

4

万元，整个

小区就剩这一套了。 你再不来

订，就被别人抢了。 ”上海浦东

广兰路附近一家小型房地产

中介机构业务员白杨 （化名）

正用恐慌的语气给几位客户

打电话推荐一套老房子，可还

是没等来客户。

“恐慌式营销” 是房地产

中介机构常用的手法。 尽管实

际情况并非像白杨所说的那

样，可他仍要不断地营造房源

稀少、房东涨价的气氛，以给

买家施加心理压力，使其感到

恐慌，最后匆忙购买。

白杨介绍的这套房子，已

在多家房地产中介机构挂牌

一个多月。

11

月初房东挂牌价

160

万元，还可议价。 在得知同

栋楼有同样户型卖了

160

万元

后， 这位房东立刻跳价至

164

万元。 白杨说：“早就已找好买

家，谈好价钱，可在联系房东

时他突然跳价。 于是，买家放

弃了这套房子。 ”

此后， 随着楼市回暖、房

价回升消息不断传出，二手房

卖家心态渐渐发生改变，提价

现象不在少数。

12

月初，这位

房东将挂牌价提高到

166

万

元，虽然多家房地产中介机构

都在卖力推荐， 可仍未成交。

12

月中旬，在网上突然铺天盖

地报道一线城市恐慌性抢房

的新闻后，这位房东又迅速提

价至

168

万元。

“现在只要同买家说这套

房子的价格，就很少有人会继

续谈下去。”白杨表示，像这样

挂牌一个月以上还未售出的

房子并不少，只要挂牌价提高

3%

以上的， 几乎都要一个月

才能成交。有的房东甚至一次

提价

10

万元， 买家不感兴趣，

连房地产中介机构都懒得推

荐了。

中原地产浦东某门店主

管裴明（化名）表示，成交也不

容易，房地产中介机构业务员

常常要带十几拨客户去看房，

才可能有看中的。

“市场确实有回暖迹象，

但与

2009

年的情况相去甚远。

抢房的情况仅限于个别特别

好或价格特别实惠的房源。 ”

裴明表示，

2009

年时他们几乎

不用去找买家。 买家会自己上

门，甚至早早付好定金，对房

子连看都不看就由房地产中

介机构代为定下。 现在虽然卖

家强势，但买家也不着急。

在实地调查几个位于上

海浦东新区的二手楼盘、走访

多家房地产中介机构后，中国

证券报记者发现楼市回暖远

未到需抢房的程度。 买家几乎

都是首次置业的“刚需”，成交

的绝大多数都是

150

万元左右

的房源，并仍有

2%

左右的议价

空间。

“很多房东撤回房源，想

等到明年

3

月以后再卖房。 可

房价继续上涨很可能招致更

严厉的调控。（下转A02版）

陈德铭：明年将完善消费促进体系

� � � �商务部部长陈德铭

28

日在

全国商务工作会议上表示，

2013

年商务部将完善消费促进

体系，积极培育消费新增长点。

这主要从引导热点消费、 倡导

绿色循环消费、 提升便利消费

和保障安全消费四方面着手。

主要包括研究实施信用

消费促进政策， 重点带动家

电、家居、汽车等耐用品消费；

扩大流通领域节能环保“百城

千店”试点范围，增加节能环

保产品销售；加强城市社区商

业的科学规划和合理配置，加

快建立“一刻钟便民消费圈”，

打造城市商业中心和特色街

区等。

图为

12

月

28

日， 陈德铭在

全国商务工作会议上做报告。

新华社图片

本报记者 倪铭娅 文

发改委拟出台专项政策

促进服务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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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

引导货币信贷平稳适度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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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幕交易警示教育展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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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要闻

发改委：

研究煤炭期货市场建设

明年首批稀土出口配额

约1.55万吨

A02

财经要闻

A02

财经要闻

郑商所成立期货及衍生品

研究所有限公司

证监会将专项检查IPO在审企业财报

特别关注发行人是否存在自我交易等十二项粉饰或操纵利润情形

□

本报记者 申屠青南

实习记者 毛建宇

证监会

28

日消息， 为强化和

狠抓首发公司财务会计信息披露

质量， 检查中介机构勤勉尽责情

况， 证监会拟于近期对

IPO

在审

企业的财务报告集中开展专项检

查工作。

专项检查工作要求在审企业

及有关中介机构均应作自我检

查，在此基础上，中国证监会组织

抽查， 重点检查保荐机构及会计

师事务所的尽责履职情况。为此，

中国证监会近日发布 《关于做好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公司

2012

年度

财务报告专项检查工作的通知》，

要求各中介机构在自查报告中逐

项说明对各项财务问题的落实情

况、核查过程和核查结论，并明示

具体核查人员、核查时间、核查方

式、 获取证据等内容。 《通知》提

出， 检查中发现存在严重执业质

量问题的， 将转相关监管部门依

法处理。

《通知》 要求各保荐机构、会

计师事务所在贯彻落实 《关于进

一步提高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公司

财务信息披露质量有关问题的意

见》、《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等相关

规定基础上， 特别关注发行人是

否存在自我交易、 关联方代为支

付成本费用等、与利益群体（保荐

机构、

PE

机构等及关联方） 发生

交易往来、体外资金支付货款、压

低员工薪金、 调控期间费用等十

二项粉饰或操纵利润情形。

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表

示， 证监会发行监管部和创业板

发行监管部将就中介机构自查工

作落实情况进行检查， 并在此基

础上，开展重点抽查工作。本次抽

查并不是对企业的全面体检，而

是结合中介机构自查和审核中发

现的疑点，有针对性地进行检查。

该负责人介绍，《通知》 主要

还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一是明确本次专项检查工作

的总体要求和工作目标。 本次专

项检查意在切实推进以信息披露

为中心的新股发行体制改革工

作，督促中介机构勤勉尽责，提高

执业质量。《通知》要求，各中介机

构在开展

2012

年年度财务资料补

充和信息披露工作时， 应严格遵

守现行各项执业准则和信息披露

规范要求，勤勉尽责，审慎执业，

对首发公司报告期内财务会计信

息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开展

全面自查工作。（下转A02版）

“十二五”后三年船舶工业计划正制定

□

本报记者 张朝晖

为帮助中国船舶企业摆

脱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困境，

多部委正研究制定 “十二五”

后三年（

2013-2015

）船舶工业

行动计划，拟对重点船舶企业

给予政策倾斜，在财政、税收

和金融等方面给予必要支持。

目前，多部委正对我国船舶行

业相关企业进行调研。

业内人士表示，行动计划

的内容可能包括鼓励加大对

船舶行业金融支持，加大船舶

出口买方信贷资金投放；大力

发展海洋工程装备、化学品船

等特种船舶和低速柴油机、船

用柴油机曲轴等重点产品，全

面提升市场竞争力；强化造船

业准入限制，鼓励兼并重组或

抱团合作，加快造船基础设施

资源整合，优化船舶产业空间

布局；积极发展船舶配套产业

和船配市场，提升船舶配套能

力，延伸船舶产业链；鼓励造

船企业建立现代造船模式，改

革船舶产品设计、生产和经营

方式，缩短造船周期，提高安

全生产、清洁生产水平；谋划

长远发展，储备船舶产业先进

制造能力等。

2009

年， 国务院常务会

议审议并原则通过船舶工业

调整振兴规划。 今年发布的

《船舶工业“十二五”发展规

划》显示，在

２０１５

年船舶工业

销售收入预计达

１.２

万亿元，

出口总额超过

８００

亿美元。 但

受国际船舶市场持续低迷影

响， 我国船舶工业面临手持

订单继续减少、 履约交船难

度加大、 企业生产经营困难

等情况， 产业发展受到严峻

挑战。

业内认为， 目前来看，实

现“十二五”船舶发展目标的

难度很大，有必要对发展规划

进行适当调整。 由于船舶行业

对经济和国防的重要意义，所

以未来有必要加大对船舶行

业的政策支持力度，加快造船

行业结构调整。 正研究制定的

行动计划旨在提升船舶业效

益效率，推进优质企业加快技

术开发，使其有能力承接高附

加值的船舶制造。

险资看好明年中周期行情

□

本报记者 丁冰

部分保险机构人士表示，今

年收官战告捷，最近两个交易日

已收兵。 对明年行情，险资态度

较为乐观。 他们认为，尽管股指

自

12

月以来已上涨近

300

点，但

经济中周期见底预期未反映在

市场定价中。 因此，目前点位仍

可增加权益类仓位。基于对明年

宏观经济向好预期，险资近两周

来已开始减持债券，为权益类仓

位调整进一步留出空间。

中国证券报

12

月上旬报道，

出于对春季行情憧憬，险资加仓

百亿元。市场表现的强势使得险

资年底收官之战告捷。

对未来市场， 另有保险机构

人士认为，投资与出口回落是本轮

经济增速下行两大因素，也是下一

轮经济增速回升重要动力。明年出

口将略有起色， 投资改善空间更

大。 其中，明年基建投资保持较高

增速。随着政府新型城镇化规划推

出， 房地产投资将步入回升通道，

这将成为明年经济增长重要拉动

力量。 在经济见底企稳带动下，上

证指数有望继续上涨，在目前点位

仍可增加权益类仓位。

这位人士表示，社会综合利

率水平明年有望下降，企业盈利

水平可能回升。 一升一降之下，

股市吸引力会提高，有利于股市

回暖。 在债市方面，受宏观经济

数据好于预期、收益率曲线平坦

化等因素影响，短期内债市将以

弱势震荡或小幅下跌为主，中期

内仍偏谨慎，投资者对债市的谨

慎将促使资金向股市转移，从而

抬升股价。

“更值得关注的是，近两年银

行理财产品收益率成为无风险回

报利率， 资金分流进入理财市场

大幅打压

A

股估值。明年在理财业

务监管趋紧、 无风险回报利率下

降背景下，

A

股估值将有更大上升

机会。 ”上述险资机构人士称。

上述人士提醒，目前经济已

进入转型期。 从历史经验看，转

型期无大牛市，因此需警惕因宏

观经济政策不达预期市场回调

风险。

火电脱硝电价政策出台在即

□

本报记者 郭力方

中国证券报记者

28

日获悉，

由环保部、 发改委联合制定的

《燃煤发电机组脱硝电价及脱硝

设施运行管理办法》 即将公布，

将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实施。

《办法》提出的火电机组（包

括新增同步加装及既有机组改

造）脱硝电价补贴将维持去年

11

月底发改委临时在

14

个省区试

点实施的每度

0.8

分的额度。 发

电企业呼吁的排污费减免等附

加激励措施也将在《办法》中得

到体现。

业内人士认为， 每度

0.8

分

补贴额度与此前业界预期存在

一定差距，难以完全弥合发电企

业因火电脱硝增加的营运成本。

据电监会测算，火电脱硝成本普

遍在每度

1

分左右。

权威人士表示，一方面，从今

年全年看， 煤价低位运行使发电

企业盈利普遍好转， 此时推进火

电脱硝给发电企业增加的成本负

担比以往有所减轻；另一方面，尽

管补贴额度不能一步到位， 但未

来不排除有关部门随实际情况进

一步上调补贴额度的可能。

分析人士指出， 从总体看，

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统一火电脱

硝电价正当时，在激励和约束并

举的政策推进下，发电企业应有

一定积极性。 随着政策利好兑

现，火电烟气脱硝市场大规模启

动箭在弦上。

A04

读者天地

2012�我的心在等待

———一个散户的股市日记

林晨：

做资本市场的价值发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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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空间

从“空仓福”到“空仓苦”

60天私募悲情剧

� � � �整个

11

月，私募老陈都

在得意地显摆着精准的空

仓成果。

12

月底，踏空行情

的他在焦灼地盼望 “小疯

牛”快歇口气———只为再次

入场。 以

1949

点为拐点，

60

天内数量众多的空仓者经

历了一出从喜到悲的大剧。

美国能源渐独立 中国需提早应对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预计，

2013

年国际

油价会在

85

美元至

95

美元区间震荡，与国际油价挂钩的国内成品油

价格将频繁调整。

2030

年后，美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会降至

30%

，能

源独立的概念基本成立，届时，可能出现油价不受束缚的情况，我国

需提早应对。

踏准节奏 共舞震荡小牛市

� � � �

2012

年行近尾声，中国经济显露触底回升迹象，

A

股“三级跳”

站上

2200

点。

2013

年经济增长态势如何？

A

股运行格局如何演绎？本

期财经圆桌邀请汇丰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屈宏斌、金元证券南方

财富管理中心总经理李海滨和华林证券高级投顾黄海勇三位嘉宾，

就此展开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