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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新闻

存量资金博弈难奈7万亿套牢盘

� � � �统计显示，自

2

月

18

日至

6

月

18

日，沪市区间总成交额为

7.01

万

亿元，即目前沪综指上方面临着

7

万亿元的套牢盘。尽管当前沪市每

日成交保持活跃，但若无场外资金驰援，如此巨大的上方压力仍然

难以在短时间内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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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点调查

零点调查

大国小产业 中国人参业亟需“疗伤”

� � � �很长一段时间里，作为占全球人参产量

70%-80%

的人参大国，

中国人参的产值却不到世界的

4%

。面对这种形势，中国最大人参产

地吉林省从

2010

年开始，以限制每年新增林地面积为切口，掀起了

一场“人参保卫战”。 中国证券报记者在调研中发现，人参产业的发

展仍面临诸多难题，需要在有序种植、产业整合、附加值提高、市场

推广和品牌建设等方面继续努力。

A13

延伸阅读

林权改革向纵深推进

提升林业公司估值

■

今日报道 Today's� news

土地市场

高烧

今

日

关

注

●

大房企“不差钱” 状况料延续

●

抑制地王应标本兼治

●

一天冒出三地王 地价疯涨暗藏巨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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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林权确权率已达95%以上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将在土地制度改革前取得实质性突破

□

本报记者 顾鑫

中国证券报记者近日获悉， 在十八届

三中全会关注的农村改革议题中， 除土地

制度改革外，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等有望被

关注。业内人士认为，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

革面临的障碍比土地制度改革更少， 预计

将在土地制度改革前取得实质性突破。

这位人士介绍，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

确权工作已基本完成，确权率达

95%

以上。

下一步， 有关部门主要工作是完善配套政

策， 让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政策意图真正

落地。一是尽快完成林权证发放，确立农民

林地承包经营主体地位；二是加快贷款、保

险等金融配套政策建立和落实， 让林权真

正能够用来抵押； 三是进一步减少林权流

转政策障碍，健全林权价值评估体系，保障

林地承包经营者利益。

他认为，为促进林地规模经营，需建

立顺畅的林权流转和交易机制。当前存在

林权价值被低估情况，随着集体林权制度

改革向纵深推进， 林权有望进一步升值。

应扶持林业合作组织建设，完善林业社会

化服务体系，调动社会资本参与现代林业

建设。

姜洋：确保国债期货平稳上市安全运行

鸡蛋期货年内推出没问题

� � � �证监会副主席姜洋

5

日在

出席第二届金融街论坛间隙接

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鸡蛋期货年内推出没问

题。 ” 在谈及何时推出原油期

货， 姜洋称年内或难推出，“原

油期货是一个对外产品， 不仅

仅是推出一个产品品种这么简

单。 ”他强调，原油期货推出涉

及许多配套政策。 在协调好这

些政策后，原油期货才能推出。

姜洋在致辞时表示，当

前， 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升

级、结构调整的关键阶段，加

快建设期货和衍生品市场，

进一步完善我国多层次资本

市场体系， 充分发挥价格发

现和风险管理功能， 对于增

强我国期货市场在国际大宗

商品定价的影响力， 以及深

化金融体制改革等都将产生

深远的影响。 为此， 下一阶

段，证监会将在积极推动《期

货法》立法工作，进一步夯实

期货和衍生品市场制度基础

的同时，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进一步拓展大宗商

品期货品种覆盖面， 继续推进

原油期货市场建设准备工作，

推动铁矿石等大宗商品期货和

稻谷等农产品期货的研发上市

工作， 促进国内期货市场的经

济功能更好发挥， 形成对战略

性资源更大的定价影响力。 同

时，加大期权、指数及其他场内

金融衍生品的研发上市力度。

二是确保国债期货的平

稳上市和安全运行，市场监管

者和组织者要切实履行好相

关监管和服务职责，做好国债

期货市场培育和投资者培训

工作，尤其是要做好跨市场的

风险防范与监管执法工作。

三是稳步推进对外开

放，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

市场、两种资源，推动境外投

资者参与金属、 原油期货等

衍生品交易和市场建设。

四是守住不发生系统性

区域性风险的底线， 加强监

管和稽查执法。 要通过切实

维护市场“三公”原则来确保

投资者合法权益得到有效

维护，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

展。 （相关报道见A02版）

图为姜洋在主题发言结

束后接受本报记者陈莹莹

（左）独家专访。

本报记者 车亮 摄

本报记者 蔡宗琦 陈莹莹 文

■

“改革呼唤大智慧” 高端访谈

吴晓灵：推出房地产信托基金条件已具备

预计今明两年不会放开存款利率上限 存款保险制度亟待推出

� � � �

●

金融改革的目的，一

方面是把以往积累的风险通

过合理、 合法的途径慢慢消

化掉。 另一方面是改善融资

结构、 提供更多筹措资金的

渠道

●

信贷资产证券化必须

是在标准化资产的基础之上，

将优质的资产证券化产品销

售给社会公众，不能采取“甩

包袱”的方式，把不好的资产

打包销售给社会公众

●

即使是优良资产进行

资产证券化， 也必须有风险

留存

□

本报记者 陈莹莹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

委员、 原央行副行长吴晓灵

5

日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

访时表示，存款利率上限放开

应是利率市场化最后一步，目

前我国尚不具备放开条件，预

计今明两年都不会放开。 进一

步推进存款利率市场化，亟待

推出存款保险制度。 作为推进

金融改革重要步骤，信贷资产

证券化有利于银行金融机构、

非银行金融机构盘活资产。 但

必须强调的是，开展资产证券

化业务，必须有风险留存。 目

前，我国已具备推出房地产信

托基金（

REITs

）的条件。

吴晓灵认为，当前我国金

融改革的目的，是把以往积累

的风险通过合理、合法的途径

慢慢消化掉，改善我国扭曲的

金融结构： 间接金融太强、直

接金融太弱。

存款利率上限放开

是最后一步

中国证券报：今年我国利

率市场化进程加速推进，昭示

出我国新一届政府在推进金

融改革方面的决心。 您认为，

存款利率会在何时放开？

吴晓灵：我个人不主张近

期放开。存款利率上限放开应

是利率市场化最后一步，目前

我国尚不具备放开条件，预计

今明两年都不会放开。 实际

上，在正利率情况下，存款利

率稍微慢一点放开有好处。我

认为， 银行存款利率有个上

限， 对发展直接融资是有好

处的。

首先， 目前我们的银行、

企业等微观主体财务约束都

不够。（下转A02版）

东部上层次 推动西部上台阶

□

本报记者 顾鑫

当前一系列政策迹象显

示，西部重投资、东部重转型

正成为我国经济稳增长、调结

构重要抓手。 西部大开发力度

今年将进一步加大。 要让中西

部这一 “发展最大的回旋余

地”发挥应有作用，除加大投

资力度、 改善基础设施外，还

应制定差别化经济政策、引导

产业转移和培育优势特色产

业。 加快推进东部地区新一轮

对外开放，与世界贸易投资规

则进一步接轨，向大力发展服

务贸易转型，也将直接影响到

产业西迁。

区域发展不平衡是我国

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突出表现，

西部大开发正是为改变这一

状况而提出的战略，在区域协

调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优先

位置。 在当前经济增速放缓形

势下，通过西部大开发平衡区

域发展既可加大投资力度，也

是避免短期经济运行跌破下

限的有效手段。

当然，西部地区加大投资

力度更要着眼长远。 在加快西

部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

的同时，应顺势承接东部地区

产业转移，结合当地资源优势

发展特色产业，培育经济增长

内生动力。

30

多年来，我国经

济起飞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

承接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产业

转移，融入全球分工体系。 为

进一步推动东部产业西迁，更

多优惠政策有望出台，包括财

政转移支付、 降低物流成本、

对口扶助、企业税收减免等。

不过，西部“筑巢引凤”是

否能顺利进行，关键看东部是

否愿意“腾笼换鸟”。区域经济

平衡发展目标能否实现，东部

经济顺利转型升级、大力发展

服务贸易至关重要。 （下转

A02版）

中金所公布国债期货挂盘基准价

今日挂牌交易 有望收涨

□

本报记者 熊锋 王辉

国债期货

６

日正式挂牌交

易。 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

5

日发

布的

5

年期国债期货合约挂盘基

准价显示，

TF1312

合约、

TF1403

合约和

TF1406

合约挂盘基准价

分别为

94.168

元、

94.188

元和

94.218

元。

市场人士认为，国债期货上

市首日挂盘基准价相对较低，预

计三合约首日有望收涨。

海通期货高级分析师徐莹

认为，在仿真交易中，

TF1312

合

约

4

日结算价为

94.18

元，

5

日的

收 盘 价 为

94.258

元 ， 上 涨

0.078%

。 中金所公布的

TF1312

合约挂盘基准价低于在仿真交

易中达成的心理价位。投资者在

TF1312

合约上市首日可能谨慎

看多。

中国国际期货分析师郭佩

洁表示，相对于

CTD

（最便宜可

交割债券） 估算的理论价值，中

金所公布的

TF1312

合约挂盘基

准价偏低。

东证期货高级分析师章国

煜说，据各可交割券实际价格计

算得到的理论价格倒推得知，中

金所默认选择的

CTD

为银行间

市场的

130015

券。中金所显然结

合流动性考虑

CTD

。

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

4

日公布的银行间主要标

准期限固定利率国债参考收益

率显示，

1

年期、

3

年期、

5

年期、

7

年期、

10

年期固息国债收益率分

别 为

3.5980%

、

3.9002%

、

3.9740%

、

4.0201%

和

4.0550%

。

据此测算，

TF1312

合约合理价

格水平应在

96

元左右，明显高于

交易所发布的挂盘基准价。

广发证券等机构有关人表

示，有研究表明，国债期货推出

在短时间内延缓收益率上升速

度，但是，没有改变其趋势，收益

率变动趋势仍有待于现货市场

引导。

多位券商固收交易员认为，

在国债期货挂牌上市后，在中短

期内国债期货合约价格预计仍

会跟随近期以来现货市场弱势

盘整格局，在短期内仍难以出现

较明显趋势性行情。

日均增

5

亿 余额宝规模近

500

亿元

天弘增利宝或成最大公募基金

□

本报记者联合报道

天弘基金与支付宝合作推

出的余额宝规模仍在急速膨胀

中。知情人士

5

日透露，目前其规

模已近

500

亿元。 基于基金二季

报数据，对接余额宝的天弘增利

宝基金已超越华夏现金增利，成

为规模最大的公募基金。

中国证券报记者曾就此向

天弘基金求证，天弘基金市场部

人士未予确认。

借助海量级淘宝用户理财

需求，余额宝规模一直在快速增

长。 据媒体报道， 自

6

月

13

日上

线，至

6

月底时，余额宝用户突破

250

万，规模达

66

亿元。

8

月中旬，

余额宝规模超过

200

亿元， 至今

规模已近

500

亿元。 按此规模计

算，从上线至今，余额宝以平均

每天

5

亿元的增速在“长大”。 按

此速度，至

2013

年底，余额宝规

模可能将超过

1000

亿元。

支付宝每天在六个时间点

将淘宝和天猫通过余额宝进

行赎回、提现、消费、转账等数

据传送给基金公司，通过数据

分析和模型预估，余额宝能较

为精确地预测第二天的赎回

量，以便安排好流动性。 上述

人士透露，余额宝每日规模变

化预测误差范围在

5%

以内，能

提早应对节日等因素带来的

大额赎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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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公开市场操作

再现资金净回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