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球市场表格

责任编辑：孙 涛 版式总监：毕莉雅

图片编辑：刘海洋 美 编：马晓军

地址

:

北京市宣武门西大街甲

97

号

邮编

:100031

电子邮件

:zzb@zzb.com.cn

发行部电话

:63070324

传真

:63070321

本报监督电话

:63072288

专用邮箱

:ycjg@xinhua.cn

国内统一刊号

:CN11-0207

邮发代号

:1-175

国外代号

:D1228

各地邮局均可订阅

北京 上海 广州 武汉 海口 成都 沈阳 西安 南京

长春 南宁 福州 长沙 重庆 深圳 济南 杭州 郑州

昆明 呼和浩特 合肥 乌鲁木齐 兰州 南昌 石家庄

哈尔滨 大连 青岛 太原 贵阳 无锡同时印刷

■

今日报道 Today's� news

人民币

离岸中心竞逐

今

日

关

注

●

香港人民币资金池或达动态平衡

●

伦敦金融城打造“西方人民币中心”

●

人民币成香饽饽 离岸中心“三城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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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电上网价或参照消纳地平均价核定

新建大型水电项目有望最先适用

□

本报记者 王颖春

中国证券报记者日前从

有关渠道证实，我国水电价格

形成机制或面临重大调整，即

水电上网电价将参照消纳地

平均上网电价核定。 近期发改

委已在小范围内征求完意见，

有关指导意见或在条件成熟

后下发并实行。 业内人士认

为，此举将提高水电投资者收

益，加大水电投资力度。

新机制的核心是，将现行

按投资额及发电量等因素成

本综合加成的定价方式，改为

参照电力消纳地（区域）平均

上网电价水平核定水电上网

电价，核定后的电价将随消纳

地平均电价调整而调整。 对于

已核定上网电价的老电站项

目， 则有可能在合适的条件

下，逐步理顺其上网电价。

尽管新机制定价核心发

生本质变化，但在形式上，发

改委将保留对新建大型电站

电价“一事一议”的审批权。

通过审批， 可以控制新机制

的实行节奏， 以此减缓因上

网电价上调造成的销售电价

上涨压力。

业内人士认为，按消纳地

平均上网电价核定水电上网

电价，可以提高水电投资者收

益，并使水电投资者形成固定

投资回报预期，有利于加大水

电投资力度，实现“十二五”到

“十三五” 大幅提高的水电发

展目标。

业内人士分析，近期新建

大型水电项目或最先参照新

机制核定上网电价。因为新建

大型水电项目在环保、 移民

方面成本越来越高， 在即将

投产的大型水电项目上试行

电价增量改革，首先可以理顺

亟待解决的大型新建机组上

网定价问题；二是较少触及既

有利益格局，有利于新机制推

进。 随着新机制的逐步落地，

预计今后存量水电上网电价

的调整也将参照新机制逐步

理顺。 （相关报道见A09版）

基金业协会新增55家会员

逾八成保险资管入会

□

本报记者 曹淑彦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20

日公布了最近入会的

55

家新

会员名单，包括保险资产管理公

司

11

家、证券公司

2

家、期货公司

12

家、

QFII

及其他境外机构

6

家、

私募投资管理机构

17

家、媒体与

其他服务机构

7

家。至此，基金业

协会各类会员总数达

234

家。

从此次基金业协会公布的

新入会会员名单可以看出，绝大

多数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加入了

基金业协会，私募投资管理机构

踊跃入会，

QFII

等境外机构会员

数量不断增加，期货公司的资产

管理业务将有新的发展。

目前全国共有

14

家保险资产

管理公司，此次有

11

家保险资产管

理公司申请并加入基金业协会，加

上此前的中国人保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已有

12

家保险资产管理

公司成为协会会员。去年

9

月以来，

已有十多家期货公司获准从事资

产管理业务。此次

12

家期货公司申

请并加入基金业协会，将促进各类

资产管理机构深入认识并有效运

用金融衍生品、商品期货，也充分

体现了期货公司对根据《证券投资

基金法》开展更为广泛的资产管理

业务的期望。

此次

17

家私募投资管理机

构申请并加入协会， 既有从事

“阳光私募”投资管理的、也有私

募股权投资的管理机构，例如深

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券

商系的中信并购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等等。更多的不同类型私募

投资管理机构对加入基金业协

会十分迫切，协会不断接到和正

在受理这些机构的入会申请。

除境内资产管理机构积极

踊跃入会外，

QFII

机构申请加入

协会的积极性也很高。继瑞银资

产等加入协会后， 此次高盛、高

瓴、鲍尔等

QFII

以及花旗、德意

志等

QFII

托管银行申请并加入

协会，进一步提升了基金业协会

的国际化程度，有利于基金业协

会充分利用自身的国际资源，为

会员建好财富管理国际交流平

台。 此外，中国平安在香港的资

产管理公司也成为首家中资机

构香港子公司会员。

此次，多家媒体和更多类别

服务机构也加入了基金业协会，

有助于加强媒体与行业机构在

投资者教育、投资机构规范发展

等方面的合作。作为提供财富管

理机构运作基地的上海金融产

业服务基地管理有限公司的入

会，进一步体现了基金业协会着

力发展更为多样的财富管理服

务机构。

9

家拟上市公司申请终止审查 地毯式财务排查将持续施压

机械化工或成撤回IPO申请“高危”行业

□

本报记者 蔡宗琦

ＩＰＯ

在审企业财务核查启动

半月有余，已有

9

家公司选择“退

场”。“这是一场地毯式排查，分秒

必争。 ”多家投行表示，自查力度

之大、内部审核之细、时间之紧迫

前所未有。

市场人士表示，化工、机械类

拟上市公司业绩下滑可能性较

大，或成撤回

IPO

申请的“高危”

行业。 有投行人士的摸底调查发

现，船舶、光伏企业亦危机四伏，

民营企业更是自查重中之重。 业

界普遍预计， 恐有三分之一的公

司将退出排队序列。

九公司终止审查

证监会网站

18

日公布的数据

显示， 上周申报创业板上市企业

中， 江苏中圣园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钜泉光电科技（上海）股份有

限公司终止审查， 主板名单暂无

变化。 至此，半个多月以来已有

9

家拟上市公司申请终止审查。

从终止审核企业情况来看，

涉及行业五花八门， 既有信息技

术服务、有色金属、饮料制造、化

学原料行业， 也有节能及新型元

器件等行业。 国信证券、 国泰君

安、招商证券、中信建投、宏源证

券等投行实力颇为强大的券商

“中招”。 地域更是覆盖北京、浙

江、福建、山东等多个省市。

从审核状态变更情况来看，

遵义钛业是罕见的 “已通过发审

会变更为终止审查”，深圳华北工

控股份有限公司等多数排队公司

是从 “中止审查变更为终止审

查”，也有部分企业仍在“落实反

馈意见”阶段就半途而废，浙江华

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更是直接

从“初审中变更为终止审查”。 从

排队时间来看， 这些公司中不少

是在

2012

年初首次公告。

虽然样本数量有限，但投行人

士认为， 这意味着此次财务核查虽

然是拟上市公司自查， 监管部门抽

查，但从实际效果来看，必将是一场

覆盖全部排队企业的地毯式排查，

没有一家公司可以躲过这场旋风。

事实上，从政策角度解读，终

止审查并非完全意味着拟上市公

司知难而退。按照《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

定》第

20

条的规定，在审查申请材

料过程中， 申请人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应当作出终止审查的决定，

通知申请人： 一是申请人主动要

求撤回申请；（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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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上市公众公司股份

登记存管业务细则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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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共炎：

券业创新发展纲领有望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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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金股扎堆

金融股“钱”景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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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失地方千万重奖

安溪铁观音IPO折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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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0点

新征程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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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产中国

“地王”暗流涌动

“暖冬”行情藏“过火” 风险

上交所鼓励破净等七类公司回购股份

将对实施回购公司再融资、并购重组给予支持

□

本报记者 周松林

为引导和规范上市公司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

份行为，上交所对《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股份业务指

引》（简称《指引》）进行了修

订，并于

18

日开始向社会公开

征求意见。《指引》适用于在上

交所上市的公司， 不以终止

上市为目的， 通过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在连续竞价阶段回

购公司股份减少注册资本的

行为。

鼓励“破净”等公司回购

《指引》鼓励符合下列情形

之一且回购股份不影响其持续

经营能力的上市公司回购股份：

股价持续低于每股净资产的；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持续

为正，或有大量闲置资金的；资

产负债率大幅低于行业平均水

平的； 因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后

存在未弥补亏损， 而长期无法

向股东进行现金分红的； 具有

分红能力但现金分红水平较低

的； 发行的

A

股、

B

股或

H

股股票

市场定价存在较大差异，其中某

类股票股价偏低，未能合理反映

公司价值的；为适应证券市场发

展变化和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的需要而认定的其他情形。

《指引》明确，上市公司回购

股份预案的内容应当包括：回购

股份的价格区间； 拟回购股份

的种类、 预计回购数量的上限

及占总股本的比例； 拟用于回

购的资金总额上限及资金来源；

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自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不超

过六个月）； 预计回购后公司股

权结构的变动情况；管理层关于

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经营、财务

及未来发展影响和维持上市地

位等情况的分析； 上市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

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在董事会作

出回购股份决议前六个月是否

存在买卖本公司股份的行为，是

否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

行内幕交易及市场操纵的说明。

《指引》规定，回购股份的价

格区间上限高于董事会通过回

购股份决议前十个交易日或者

前三十个交易日 （按照孰高原

则）该股票平均收盘价的百分之

一百五十，应当在回购股份预案

中说明理由；（下转A02版）

天气期货 为你的钱包做套保

为什么巴西下雨就要买星巴克股票？ 看似简单的推理，折射

出天气在期货市场的内在逻辑。 天气炒作频频在期市中出现，

2012

年夏季美国干旱带来的“豆你玩”，

2009

年云南

60

年不遇大旱

引发的郑糖大涨，都是活生生的案例。 那么，天气期货能不能给你

的钱包也做个套保呢？

A08

期货大视野

亏损黑洞

或扯碎迷你基金“遮羞布”

金牛基金周报

地方政府牵头协商债权人

超日债首期利息或如期兑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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