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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今日 15:00-16:00

嘉宾：

上海汇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何震

上海云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基金经理 顾涛

A股能否借“两会” 春风再起航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2013年度招收博士后公告

为加强对资本市场监管工作重要问题的研究，提高监

管工作的质量和水平，培养高层次科研人才，经国家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批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设立博

士后科研工作站，现面向国内外公开招收2013年度博士后

研究人员。

一、博士后招收条件

（一）拥护社会主义制度，遵守国家法律法规；

（二）原则上在2年内（截止到进站时间）获得博士

学位；

（三）年龄在35周岁以下，品学兼优，身体健康；

（四）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和敬业精神，具备与研究

课题相关的专业背景；

（五）全脱产在本站进行研究工作（在职博士后必须

为系统内人员）；

（六）同等条件下，具有资本市场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

二、博士后研究课题

为扩大选题自由度，申请人可从以下题目中选择或自

拟课题进行申报：

（一）债券市场创新发展

（二）国际金融市场新秩序问题研究

（三）地方市政建设融资与资产证券化

（四）长期机构投资者参与资本市场研究

（五）期货市场机构投资者发展问题

（六）发展财富管理和多样化投资公司

（七）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问题研究

（八）创业板公司治理问题研究

（九）监管协调机制问题研究

（十）以期货交易所为核心的大宗商品市场做市商制

度研究

（十一）期货监管框架的法制化、市场化与国际化改革

（十二）大宗商品市场金融化的监管对策

（十三）优化证券行政执法路径探析

三、报名要求与联系方式

（一）申请人请于

2013

年

3

月

20

日前通过电子邮件或其

他方式提交下列申请材料：

1.《中国证监会博士后申请表》（请到中国证监会网

站下载，并用A4纸打印）；

2.拟选课题研究计划书（每个课题的计划书限3000－

5000字，每人最多可选报两个课题）；

3. 博士研究生毕业证书和博士学位证书 扫描件或

复印件；国外获得博士学位的留学人员，还需提交由我国

驻外使（领）馆出具的留学证明和教育部出具的博士学位

认定证明；2013年应届博士生可毕业后补交；

4.博士论文或论文初稿，其他两篇学术研究代表作；

5.两位相关学科博士生导师推荐意见（其中包括申请

人的博士生导师）；

6.身份证明复印件；

7.近期1寸免冠彩色照片2张。

（二）本站按照“公开招收、择优录取”的原则，公平、公

正地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根据报名材料进行初审，合格者

将参加面试。 面试时间另行通知。

（三）联系方式

联系人：刘宇宙、陈倩

联系电话：010-88061559,� 010-88061701

� � 传真：010-88061384

� � 电子邮件：postdoctor@csrc.gov.cn

� � 联系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19号富凯大厦A座

2219室中国证监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邮编：100033 � � � �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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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板块重挫 沪指失守2300点

□

本报记者 李波

受楼市调控 “新国五条”实

施细则出台消息影响，沪深股市

4

日放量暴跌。 上证综指失守

２３００

点整数位， 下跌

3.65%

，创

2011

年

8

月

9

日以来最大单日跌

幅； 深证成指大跌

5.29%

，创

2010

年

11

月

13

日以来最大单日

跌幅。

沪深两市

4

日大幅低开，上

证综指盘中一度下挫近

100

点，

收报

2273.40

点； 深证成指收报

9139.75

点。 中小板综指和创业

板 指 数 分 别 下 跌

3.03%

和

2.42%

。 沪深两市分别成交

1430.5

亿元和

1336.7

亿元， 逼近

本轮反弹以来天量水平，资金恐

慌出逃迹象较为明显。

行业方面，申万一级行业指

数全线下跌。申万房地产指数大

跌

8.63%

，申万建筑建材、金融

服务和采掘指数跌幅紧随其后，

分 别 下 跌

6.45%

、

6.11%

和

5.28%

。 两市超过

７０

只个股跌

停，地产、建材板块成“重灾区”。

以“招保万金”为首的龙头地产

股早盘便封住跌停板，共有近

50

只地产股收盘封住跌停板。

分析人士指出，“新国五条”

对地产行业的影响更多体现在

预期层面，未来地方细则的陆续

出台将不时给该板块乃至整个

市场带来冲击，因而新一轮调控

的冲击波将继续扩散，地产股短

期调整或难言一步到位。进一步

看， 鉴于房地产调控预期生变，

正企稳回升的地产投资未来将

面临较大不确定性，无疑将给经

济复苏的进程带来影响，进而动

摇股市本轮反弹的根基。本轮反

弹的高点或已出现，“新国五条”

的出台或是本轮反弹终结的重

要信号。

流动性相对宽松无虞

□

本报记者 葛春晖

春节过后，央行重启正回

购操作、连续两周公开市场净

回笼引起了广泛关注。 年初以

来市场上持续乐观的资金面

预期生变，甚至有人担心货币

政策会由此开始向偏紧方向

倾斜。 综合来看，央行此举更

多是根据经济、通胀环境以及

流动性供给格局变化做出的

灵活调整，未并超出“稳健”基

调下的“微调”范畴。 在经济尚

处弱复苏阶段、通胀形势温和

可控以及全球主要经济体量

化宽松短期难言退出的背景

下，银行间市场流动性有望保

持相对宽松格局，货币市场利

率也将重新回落至公开市场

利率附近平稳运行。

近期市场情绪的波动，主

要缘自两个接踵而来的“超预

期”事件。 一是央行在节后首

周重启正回购操作；二是上周

四逆回购操作询而未发，最终

实现连续两周净回笼。 可以

说，二者对市场预期形成渐进

式影响。 不过，观察一段时期

以来我国经济、通胀环境及流

动性供给格局的变化不难发

现， 央行上述举动均有迹可

循，且并未超出“稳健”基调下

的“微调”范畴。

去年四季度以来， 我国

经济增速、 物价增幅相继见

底回升， 货币放松的空间相

应逐渐收窄。 特别是去年

12

月之后， 流动性供给格局生

变，外汇占款一改前期连续低

增甚至负增长局面，出现强劲

增长态势。 去年

12

月，外汇占

款增长创下

1345

亿元的近

11

个月新高， 且有分析认为，今

年

1

月新增外汇占款可能多达

数千亿元。 在这一背景下，基

础货币被动投放压力随之大

增，逐步收敛公开市场投放力

度就成为央行必然选择。 正回

购之所以迟迟面世，主要原因

或是出于春节因素的考虑，而

且随着节后最后一批逆回购

到期，（下转A0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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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9�基金

基金公司预计仍存在结构性机会

反弹根基动摇 短期防御为上

A14�市场新闻

周小川笑答“流动性是否过多”

� � � �中国人民银行行

长周小川

4

日在回答

“现在流动性是否过

多”问题时表示，要把

1

月和

2

月的数据综合

起来分析。

周小川说：“

2

月

份数据马上会公布。

因为过春节， 需要很

多流动性， 老百姓也

需要提很多现金，所

以流动性会显得松一

些。 在春节后会回收

一些流动性。 ”

图 为 央 行 行 长

周小川（左）接受本报

记者陈莹莹采访。

本报记者 车亮 摄

本报记者 任晓 文

陈东征建议降低长期持有股票相关税率

创业板再融资审核权下放交易所尚处准备阶段

□

本报记者 申屠青南 张莉

全国政协委员、 深交所理事长陈东征

4

日建议，针对大股东减持及解禁问题，应从政

策层面考虑，降低长期持有股票的相关税率。

陈东征说， 今年将继续建议对大股东长期持

有股票降低红利所得税等相关税率， 并通过

类似优惠税收政策鼓励

PE/VC

机构大股东或

实际控制人长期持有股份。

陈东征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 创业板再融资审核权下放交易所目

前尚处准备阶段， 创业板准入标准仍需完

善。 陈东征表示， 未来需大力发展债券市

场，并使机构投资者成为资本市场的主力，

为中小投资者承担责任。

陈东征表示， 中小企业发展问题仍为

今年两会关注重点之一。 利用资本市场如

中小板、 创业板支持中小企业发展过程中

出现了很多问题， 根本原因在于利益多元

化，市场未能达成共识，这需要根据现实变

化提出新的解决办法。

去年

5

月，深交所启动中小企业私募债

业务试点。陈东征认为，中小企业私募债的

问题关键在于风险和收益能否平衡。 私募

债是否成功需要社会来检验， 公平的环境

才能保证私募债的发行。陈东征强调，债券

市场在资本市场中仍为短板， 需要大力发

展，但其发展和整个社会环境非常相关。

对于创业板再融资审核权下放的问

题，陈东征明确表示，目前尚处准备阶段。

对于创业板发行形式创新，陈东征认为，目

前创业板准入门槛仍将依据现行两套发行

标准， 未来会针对市场出现的问题进行进

一步完善。

陈东征表示，机构投资者具备优势，希

望资本市场未来发展以机构投资者为主，

建议在具体制度设计上让更多的机构投资

者替中小投资者分担责任并承受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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