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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新闻

肖钢：将一如既往地

支持协会依法开展工作

肖钢近日在中国上市公司协

会2013年年会上表示，证监会作

为协会业务主管部门， 将一如既

往地支持协会依法开展工作，同

时希望协会切实发挥好贴近企

业、贴近市场的优势，引导上市公

司更好地承担起改善公司治理、

依法合规进行信息披露和依法进

行资本运作， 以及履行好社会责

任等方面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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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货大视野

“期权元年”

爬坡需跨“三道坎”

期权市场爬坡上坎， 需建立

起能提供良好流动性的做市商、

储备具有实战交易经验的人才、

实现期权期货联通交易的理想交

易系统。

今年科技股行情值得期待

分析人士认为， 科学技术存在明显的相互融

合趋势，先进的电子技术可与医药等行业相结合，

推动产品创新。 最近环保、TMT、互联网金融、医

药、高端装备五大板块相对走强，或许体现了这种

预期。

资金紧张成就货基年末“盛宴”

2013年年末，货基开始壮胆找“老大” 银行

议价。 2014年新年伊始，货基又喜迎净申购。 在

IPO开闸及“跨春节” 两个重要力量作用下，有可

能再度催生市场对资金极大需求， 货基正在等待

下一轮“盛宴” 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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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要闻

环保部酝酿大气污染

防治科技行动计划

中国证券报记者日前从有关

渠道了解到， 为配合大气污染防

治行动计划落实， 环保部正在酝

酿与其配套的大气污染防治科技

行动计划， 该计划将通过专项资

金支持与大气污染防治有关的科

技攻关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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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要闻

第五届私募金牛奖评选

正式启动

由中国证券报举办的“第五

届中国私募金牛奖” 拉开大幕。

中国证券报记者获悉， 相关评选

工作于2014年1月6日正式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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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新闻

去年12月投资者

信心指数同比升12.1%

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公

司在中国证券报独家发布的最新

调查结果显示，去年12月投资者

信心指数为55.6， 与11月持平，

同比上升12.1%。

人民币年内或小幅升值

□

本报记者 任晓

2013

年是“人民币升值年”，人民币对美

元汇率中间价累计上涨幅度达

3%

，

41

次创

新高。

2014

年，人民币小幅升值仍是大概率

事件，货币政策仍需应对升值挑战。

2014

年，中国经济走势仍是人民币汇率

最大基本面。

2013

年三季度，中国经济显示

出企稳迹象， 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

的决定》， 使此前做空中国的资金转向更多

关注中国经济下一步改革，并对此寄予很高

期望。 在经济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情况下，中

国仍是对国际资本有较大吸引力的经济体。

目前， 中国对内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

对外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步伐，其结果是推动

利率与汇率呈螺旋式上升态势。

一是套利因素存在有助于维持人民币

偏强态势。 在

2013

年

6

月银行间市场资金紧

张之后，整个金融体系流动性持续偏紧。 特

别是在

2013

年

10

月后，国债收益率持续大幅

上升， 无风险收益率比欧美等发达国家高。

套利资金在人民币升值没有发生改变的情

况下需求较大，流入较多。

二是人民币国际化是影响人民币汇率

走势的一大关键因素。

2013

年，中国人民银

行和多家外国中央银行新签、续签本币互换

协议，最引人注目的是其中包括英格兰银行

和欧洲中央银行，以人民币为一端的双边流

动性支持体系正在形成，增强中国和有关国

家抵御冲击能力，有助于有关国家当地人民

币业务开展。

2013

年，中国人民银行同多家

外国中央银行签署代理投资协议，这些外国

中央银行获准投资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获

批投资额度和持仓量都有显著增加，人民币

作为外汇储备货币功能显著提升。尽管目前

人民币在国际上受到青睐，利差和汇差形成

的套利机会是重要因素，但这也是人民币国

际化必经的阶段。

人民币国际需求规模扩大对人民币汇

率的影响不容忽视。

2013

年前三季度，跨境

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累计发生

3.16

万亿元，

已超过

2012

年全年规模。 直接投资人民币

结算业务累计发生

3325

亿元，接近

2012

年全

年水平。 有研究指出，

2013

年人民币交易量

增加一倍以上， 目前已是世界第八大交易

货币。 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升人民币汇

率水平。

国际上，美联储逐步退出量化宽松政策

将再次搅动全球资本走向，可能将带动美元

走强，成为今年人民币汇率走势一大不确定

因素。 但是，与

2008

年以后美元走强不同的

是，此番美联储逐步退出量化宽松政策意味

着美国经济向好，这会带动资本风险偏好上

升。拟任美联储主席耶伦的“鸽派”立场使市

场预期量化宽松政策退出对市场冲击将较

为温和。在新兴市场货币中表现较为稳定的

人民币受到的冲击不会太大。预计

2014

年货

币政策继续稳健并略有偏紧，境内外利差持

续存在刺激资本流入，从而带来人民币升值

压力。

但是，毕竟中国经济潜在经济增速已有

所回落，出于稳定出口考虑，快速升值不可

取。 因此，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将继续小幅走

高，波动有所加大。 人民币汇率走势不确定

性来自于资本项目开放带来的资本流出。如

果资本项目对外开放加速，那么将有助于平

衡资本流入流出对汇率带来的波动压力。

在利率市场化改革和汇率改革尚未完

成前，

2014

年货币政策仍需应对升值挑战。

升值预期持续存在，不利于国内应对日益上

升通胀压力；政策一旦出手收紧流动性对冲

资本流入，又将抬升市场利率水平造成“钱

紧”。在加快推进改革过程中，政策或持续面

临这一尴尬局面。

本周迎IPO重启后首批新股申购

□

本报记者 王小伟

截至1月5日23时，又有公司IPO获证

监会批文。 其中，慈铭体检、欧浦钢网、思

美传媒3家公司拟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板发行，东方网力、汇金股份、绿盟科

技、安控股份、汇中股份、欣泰电气、扬杰

科技、创意信息8家公司将在深交所创业

板发行。

本周将迎来IPO重启后第一批新股

申购，即1月8日的我武生物、新宝股份。此

后，1月9日的楚天科技、纽威股份，1月10

日的良信电器、奥赛康、炬华科技和天保

重装也将启动申购。 跻身首批获得IPO批

文公司的全通教育则拟于1月13日申购。

在本次最新获批的IPO公司中，有不

少均属新兴产业细分行业龙头。

其中， 绿盟科技是我国最早从事网

络安全业务的企业之一， 主营业务为信

息安全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提供专

业安全服务。 公司主要服务于政府、电信

运营商等领域的企业级用户， 为其提供

网络及终端安全产品、Web及应用安全

产品、 合规及安全管理产品等信息安全

产品和服务。

东方网力面向城市视频监控市场，目

前已成为国内领先的拥有持续产品创新

能力的视频监控管理平台产品及解决方

案供应商，主要产品包括视频监控软件及

配套服务器等。

慈铭体检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不超

过4000万股，IPO募集资金拟用于奥亚

（旗舰店）等体检中心新建项目及管理信

息系统项目，总投资1.75亿元。

思美传媒本次发行数量为不超过

2433万股， 占本次发行后总股本比例的

25%，IPO募集资金拟用于媒介传播研发

中心项目和扩大媒介代理规模项目。

欣泰电气是专业从事节能型输变电

设备及无功补偿装置等电网性能优化设

备制造，为电网输、配、用电系统提供安

全、高效、节能、环保的用电设备和技术解

决方案的电力综合服务供应商。

扬杰科技是国内少数集分立器件芯

片设计制造、器件封装测试、终端销售与

服务等纵向产业链为一体、 产品线涵盖

分立器件芯片、功率二极管、整流桥等全

系列、 多规格半导体分立器件产品的规

模企业。

汇金股份主营金融机具的研发、生

产、销售和服务，是捆钞机和胶管装订机

两个细分市场的领先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