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资拉动料持续发力

七省今年交通基建投资将超3600亿元

□

本报记者 毛万熙

近日多省召开交通运输工作会议， 业内人

士表示，交通基建将在今年持续发力。 据不完全

统计，山东、福建等七省2014年交通基建拟投资

额超过3600亿元。公路、轨道交通等成为各地交

通建设重点， 高端装备制造与现代物流等行业

将迎来发展热潮。

公路基建：拉动城乡协调发展

多地在今年将加快以公路为重点的交通基

础设施建设。

山东今年交通建设计划投资565亿元，其中

公路建设390亿元， 将进一步完善公路网络等。

广东将加快以高速公路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

设， 全省交通运输基础设施计划投资990亿元，

其中高速公路700亿元。 安徽全年确保完成交通

基础设施建设投资600亿元，力争达到700亿元。

据不完全统计，山东、福建、宁夏、安徽、广

东、重庆、海南七省区市2014年交通基建拟投资

额超过3600亿元。

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成为各地尤为重视

的一点， 今年公路建设投资将向农村或欠发达

地区倾斜。重庆市交通委员会主任滕宏伟提出，

将实施国省道大中修1200公里， 新改建农村公

路8000公里， 重点加快两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的建制村通畅工程建设。 内蒙古将以2017年高

速和一级公路总里程进入全国前列等目标统筹

推进国省干线公路和农村牧区公路建设。

公共交通：提振高端装备制造

城市交通基建的重心转移到公共交通。 云

南、山东、重庆、河南等地均提出加快“公交都

市” 建设，落实公交优先战略，加大对公交政策

支持。 上海市交通运输和港口管理局局长孙建

平表示， 市民出门500米内有地铁、300米内有

公交，才会更加乐意选择公共交通出行。

城市公共交通中， 尤以轨道交通为发展焦

点。广东明确，珠三角城市要重点加快轨道交通

发展， 构建以轨道交通和快速公共交通系统为

骨干、公共汽（电）车为主体的公共交通体系。

根据Wind资讯研报，截至2013年9月，中国

获得国家批准建设轨道交通的城市达37个，高

居世界第一，2013年中国地铁车辆招标数量首

次突破3000辆大关。随着城镇化建设的提速，中

国已经进入城市轨道交通快速发展期， 预计建

设热潮至少持续10年以上， 对高端装备制造等

企业业绩将起到积极的提振作用。

现代物流：辐射壮大企业集群

开放， 将成为交通运输系统2014年的发展

重点之一。 从沿边到内陆，多地将加快对外互通

互联。

广西交通运输厅厅长潘巍表示， 广西将加

快构建连接西南中南、 直通东盟的现代化综合

交通运输体系，构筑国际区域合作新高地。

福建将加快壮大海西港口群，加快厦门东

南国际航运中心建设， 促进重点港区连片发

展，大力拓展港口腹地，继续先行先试拓展闽

台“三通” 。

加快对外互通互联的同时， 多地顺势发展

现代物流业，其中不乏建设区域性、国际性物流

中心的目标。

宁夏明确， 将建设全国重要的区域性物流

中心，依托九大物流园区，围绕优势特色产业引

进更多物流投资， 形成企业集群； 发展公铁联

运、铁水联运、空地联运，形成辐射周边、联接国

际的现代化物流体系等。

东北证券研报指出， 未来物流业将向规模

化、信息化、开放化方向发展，物流运输企业面

临较大发展空间， 同时必须适应市场转型变化

的要求，才能在激烈竞争中生存并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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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06.SZ

良信电器 中签率 中签结果

，

资金解冻

300360.SZ

炬华科技 中签率 中签结果

，

资金解冻

300362.SZ

天保重装 中签率 中签结果

，

资金解冻

603308.SH

应流股份 中签率 中签结果

，

资金解冻

002709.SZ

天赐材料 中签率 中签结果

，

资金解冻

300359.SZ

全通教育 中签率 中签结果

，

资金解冻

002708.SZ

光洋股份 中签率 中签结果

，

资金解冻

002712.SZ

思美传媒 中签率 中签结果

，

资金解冻

300370.SZ

安控股份 中签率 中签结果

，

资金解冻

603555.SH

贵人鸟 网下申购 网上申购

，

网下申购 中签率

300371.SZ

汇中股份 网上申购

，

网下申购 中签率

300373.SZ

扬杰科技 网上申购

，

网下申购 中签率

300375.SZ

鹏翎股份 网上申购

，

网下申购 中签率

002707.SZ

众信旅游 网上申购

，

网下申购 中签率

300363.SZ

博腾股份 网上申购

，

网下申购 中签率

603005.SH

晶方科技 网下申购 网上申购

，

网下申购

002713.SZ

东易日盛 网上申购

，

网下申购

300366.SZ

创意信息 网上申购

，

网下申购

300372.SZ

欣泰电气 网上申购

，

网下申购

002715.SZ

登云股份 网上申购

，

网下申购

300377.SZ

赢时胜 网上申购

，

网下申购

002721.SZ

金一文化 网上申购

，

网下申购

601225.SH

陕西煤业 询价 网下申购 网上申购

，

网下申购

300376.SZ

易事特 询价 网上申购

，

网下申购

002717.SZ

岭南园林 询价 网上申购

，

网下申购

300381.SZ

溢多利 询价 网上申购

，

网下申购

300378.SZ

鼎捷软件 询价 网上申购

，

网下申购

002711.SZ

欧浦钢网 询价 网上申购

，

网下申购

002716.SZ

金贵银业 询价 网上申购

，

网下申购

300380.SZ

安硕信息 询价

，

北京路演 网上申购

，

网下申购

002714.SZ

牧原股份 询价

，

上海路演 网上申购

，

网下申购

603688.SH

石英股份 询价 询价 网下申购

002718.SZ

友邦吊顶 询价

，

北京路演 询价

002722.SZ

金轮股份 询价

，

北京路演 询价

002723.SZ

金莱特 询价

，

北京路演 询价

002719.SZ

麦趣尔 询价

，

深圳路演 询价

，

上海路演

002720.SZ

宏良股份 询价

，

上海路演 询价

，

北京路演

002725.SZ

跃岭股份 询价

，

上海路演 询价

，

深圳路演

300379.SZ

东方通 询价

，

上海路演 询价

，

深圳路演

300382.SZ

斯莱克 询价

，

上海路演 询价

，

深圳路演

300383.SZ

光环新网 上海路演 询价

，

深圳路演 询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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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深300股指期权仿真交易主要合约情况表

（当月选取成交量排名前三的合约 其他月份选取成交量

最大的合约）

期指或延续跌势

13日，股指期货IF1401合约早盘略有高

开，冲高未果后转为下行，午后跌势更为明

显， 触及当日最低点2190.2点， 尾盘略有反

弹，报收于2204.4点，跌幅0.42%。 整体来看，

行情缺乏上行动力，本周行情或将继续弱势

下行。

13日， 国债期货TF1403合约低开后继

续低走，午后行情有所反弹，但随即回落，略

偏弱势，尾盘略有走低，报收91.466元，微跌

0.09%。 当日国债期货主力合约成交量1421

手，持仓量3468手。

13日上市交易沪深300股指期权仿真合

约总计104个， 期权合约总成交量为32769

手，权利金总成交金额21022.1万元，期权合

约总持仓量为128294手， 成交量看跌/看涨

比（Put/Call� Ratio）为0.5560。（国泰君安

期货 伏威威）

沪深

300

股指期货行情

成交量 持仓量 开盘价 收盘价 结算价

IF1401 626018 85620 2234.0 2238.4 2238.4

IF1402 10598 6076 2236.2 2240.2 2240.8

IF1403 20711 20793 2250.2 2250.6 2250.6

IF1406 2633 8819 2253.8 2253.4 2253.2

5

年期国债期货行情

TF1403 2733 3719 91.200 91.440 91.398

TF1406 94 342 91.846 91.994 91.970

TF1409 4 36 92.216 92.300 92.300

合约代码

权利金结算

价

（

点

）

涨跌

（

点

）

成交量

（

手

）

成交金额

（

万元

）

持仓量

(

手

)

IO1401-C-2250 70.0 -23.3 2301 1707.1 3828

IO1401-C-2600 5.3 -2.3 2236 184.0 4008

IO1401-C-2650 5.5 -1.3 1718 99.4 7398

IO1402-C-2300 58.1 -3.8 230 140.9 1924

IO1403-C-2300 102.5 11.7 306 254.5 695

IO1406-C-2200 174.0 -2.5 136 214.2 473

IO1409-C-2500 18.3 -26.9 292 305.1 418

IO1401-P-2300 116.5 -1.7 1978 2551.3 5235

IO1401-P-2250 57.0 -13.9 1429 1006.4 1512

IO1401-P-2150 15.5 -31.1 634 159.1 4900

IO1402-P-2250 83.7 9.2 67 33.6 401

IO1403-P-2200 29.3 -10.0 563 138.5 2186

IO1406-P-2400 219.7 -5.6 222 487.9 722

IO1409-P-2400 208.3 31.1 21 43.8 74

多家券商认为

市场主体应归位尽责 促进新股定价更趋合理

□

本报记者 倪铭娅

奥赛康等几家公司暂缓发行引发市场对新

股发行的热议。多家券商人士认为，由于法制化

水平还不高， 市场经济所需要的配套制度存在

诸多不完善之处， 部分市场主体的诚信意识还

很薄弱，改革难免遇到诸多困难和挫折。 因此，

对此次改革，市场各方应持宽容态度，不能奢望

改革一蹴而就，在短期内根治所有顽疾。

值得肯定的是，此次新股发行改革短期有利

于解决“三高”问题，中长期为实现股票发行注

册制奠定了基础。尽管改革过程中的波折不可避

免，但市场化是此次改革的明确方向，必须坚定

不移地推进下去。 市场参与各方应归位尽责，使

新股定价更趋合理。

供需关系得以理顺

业内人士表示，与以往改革相比，本次新

股发行改革理顺了市场供需关系，有利于缓解

“三高”问题。

从供给端来看， 本次改革缩短了审核时

间、加快了审核进程，将发行批文有效期延长

至12个月， 同时取消了对发行时机的窗口指

导。 中信证券认为，这些举措降低了企业上市

的时间成本，有利于强化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

作用； 同时有利于匹配新股供给和市场需求，

结构上降低了新股产品的稀缺性。

在需求端， 本次改革特别强调了对发行人、

控股股东、中介机构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同时

建立发行价和锁定期的关系，要求发行人和控股

股东承诺股价稳定措施和减持方案， 从强化企

业、 中介机构责任角度有效缓解了信息不对称，

极大改善了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地位，增

加了新股投资的吸引力。此外投资者条件的放宽

也为投资者广泛分享新股投资机会提供了条件。

自主配售制度的引入有利于基础投资者的培养。

此外， 改革有利于投资者行为的理性化。

定价剔除制度将高报价和获配分离开来，有效

投资者数量的限定和网下发行规模的扩大提

高了投资者获配的数量，促使投资者对自己的

投资决策负责。

“以上措施不仅可以保证定价的合理性，

同时有利于促进投资者从价值的角度参与报

价，理性参与新股认购。 ” 中信证券称。

市场主体需归位尽责

在业内人士看来， 要真正发挥上述作用，

需要市场主体归位尽责。 在强调发挥市场的决

定性作用的同时，政府部门作为“守夜人” ，必

须加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确保市场公平。

招商证券表示，新股发行改革是要实现市场

化，但市场化并不意味着放任自流，我国资本市

场的建设因新兴加转轨的国情条件表现得更为

复杂，在这一背景下，强调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

本次IPO重启后， 出现了奥赛康等几家公

司的暂缓发行，正是资本市场复杂性的直接体

现。14家公司询价的结果，平均市盈率36倍，最

高67倍，奥赛康则更出现了新股发行筹资与老

股东老股发售金额相差悬殊的情况。

“这些现象表面上看是机制运行过程中的

技术性偏差，实质上则是市场参与主体在运行

时是否归位尽责的问题” ，招商证券表示，市场

化与市场主体的制度约束和自我约束密不可

分，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与暂缓发行同时公布

的《关于加强新股发行监管的措施》，对发行

过程中定价的风险披露、发行人和主承销商路

演询价过程和投资者报价过程行为的监管，强

化了约束机制。 只有各类市场参与主体归位尽

责，才能使市场机制真正发挥作用。

市场主体归位尽责的同时，提高市场主体

成熟度将有利于新股市场的稳定运行。 中信证

券认为，本次改革之后，发行人和控股股东需要

对上市后的业绩直接负责，改变了过往“严进

宽出” 的局面，有利于降低市场的信息不对称

和发行人的道德风险；中介机构特别是保荐承

销机构合规责任增强，需要在合理定价的同时

维护投资者和企业客户之间利益的平衡；监管

层也可以回到监管的核心职责上来，成为市场

的真正意义上的管理者而非参与者。在理性、负

责的主体参与公平、公开、公正的市场的背景

下，现阶段新股市场的困扰必将迎刃而解。

市场化并非放任自流

纵观过往30年的改革历程，任何一项改革

都是在既定目标方向上，通过不断发现问题解

决问题、不断深化改革而实现的。 此次新股发

行体制改革也不例外。

安信证券表示，由于我国法制化水平还不

高，市场经济所需要的配套制度还存在诸多不

完善之处， 部分市场主体的诚信意识还很薄

弱，改革难免遇到诸多困难和挫折。 因此，对此

次改革，市场各方应持宽容态度，不能奢望改

革一蹴而就，在短期内根治所有顽疾。 尽管改

革过程中的波折和疑问不可避免，但市场化是

改革的明确方向，必须坚定不移推进下去。

需要明确的是， 市场化不是放任和自由

化， 发行监管与发行市场化是并行不悖的，世

界最发达的美国证券市场也是监管最严格的。

市场化不是一劳永逸的，允许市场化是一个逐

渐完善的改革过程，过程监管本身不违背市场

化的初衷。 此外，市场化不能等同于绝对合理

化。 市场化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

配套措施和有效监管去推进，监管是对发行市

场化改革的增进和完善。

东北证券表示，新股发行改革的最终目标

是实现新股发行定价的市场化，具体来看应表

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实现价格发现功能；

二是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三是体现参与者的

专业价值。 实现了这三点就是实现市场化的表

现，有利于新股发行市场的持续稳定和健康发

展，也有利于维护公平和效率。 可以预见，随着

新股发行制度实践时间的延长，这三方面正在

逐渐发挥出其效果。

下一步， 新股发行仍要坚持市场化方向，

继续发挥资本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使市场参

与各方归位尽责，使新股定价更趋合理，促进

资本市场资源配置功能的完善，最终打造一个

按照市场规律规范运行的资本市场。

上交所规范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

重组协议应约定违约补偿条款

□

本报记者 周松林

上交所日前发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第十号 重组公司持续信

息披露》，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重组停牌前相关

事项的核实、确认和承诺、重组停牌期间及披露

重组方案后的持续信息披露， 并强化了重组公

司董事会的勤勉尽责义务。本次《备忘录》与上

交所此前发布的重组备忘录共同构成对重组公

司的持续信息披露要求。

《备忘录》要求，上市公司因重大资产重

组传闻发布澄清公告或者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公告中涉及重组事项确认的，控股股东或者实

际控制人的回函作为公告附件同时披露；对于

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目前尚未开始筹划重组、

但不能确认未来三个月内是否开始筹划重组

的情形，《备忘录》 要求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

立即召开投资者说明会予以说明；对于上市公

司及其相关方承诺未来三个月内不筹划重组

的情形，《备忘录》明确了“筹划重组” 的具体

内容。

为避免上市公司推出重组方案后随意终止

重组的情形，《备忘录》要求重组公司董事会履

行勤勉尽责义务， 委托中介机构对交易对方进

行调查， 并在附生效条件的重组协议中约定有

效可行的违约补偿条款、泄密赔偿条款等，无法

在重组协议中增加上述条款的应说明具体理

由；如披露重组方案后交易各方协商终止重组，

公司董事会须在终止重组公告中说明公司同意

终止重组的原因和理由、 终止重组对上市公司

的影响、是否有经济损失、公司董事会已采取和

拟采取追偿损失的具体措施（如适用）等。

根据上交所《关于加强与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的通知》 等相关

规定， 上市公司重组停牌时间原则上不超过30

个自然日， 确有必要延期复牌的累计停牌时间

原则上不超过3个月。 为保护投资者知情权，防

范上市公司滥用停牌制度，《备忘录》进一步要

求上市公司在延期复牌公告中披露重组框架介

绍、目前重组工作进展、无法按期复牌的具体原

因及预计复牌日期， 其中重组框架介绍至少包

括主要交易对方、交易方式、标的资产及需要在

召开首次董事会前取得政府有关部门的审批和

核准情况（如适用）。

《备忘录》规范了上市公司披露重组方案

后的持续信息披露义务， 特别是重组风险因素

的及时披露。 《备忘录》要求，上市公司披露重

组预案或者报告书草案后， 市场环境、 交易对

方、 标的资产出现变化调整或者重组各方沟通

存在问题的，上市公司应当及时披露。 上市公司

披露重组方案后因各种原因终止重大资产重组

事项的，应按照上交所2013年7月发布的《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第九

号 上市公司终止重大资产重组的信息披露（试

行）》和本次《备忘录》要求，及时履行决策程

序、召开投资者说明会和信息披露义务。

“三规合一”试点将启动

城市发展边界有望划定

□

本报记者 张敏

中国证券报记者13日从权威人士处获

悉，针对城市无序扩张的现象，国土资源部和

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年将从每个城市、 特别是

大城市的实际出发， 在划定城市周边永久基

本农田基础上， 修订城市土地利用规划和城

市建设规划，尽快把城市发展边界确定下来，

选择部分县市开展“三规合一” 或“多规合

一” 试点。

所谓“三规合一” ，是指将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规划、 城市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

所涉及到的相同内容统一起来， 落实到一个

共同的空间规划平台上。 当前，部分城市在上

述规划编制过程中已启动“三规合一” 。

在保护国土资源方面，“划定城市发展边

界” 是今年国土部重点工作之一。 按照国土

部观点， 城市建设无序发展的原因是没有控

制好开发强度和划定城市开发边界。

在严控城市边界基础上， 提高土地利用

效率将成为今年土地政策重要思路。 国土部

统计，我国城市每平方公里仅有7000多人，远

低于每平方公里1万人的标准， 提升潜力很

大。 城市用地结构不合理，工业用地多、居住

用地少，建设用地多、生态用地少。目前，在城

镇工矿建设用地中， 处于低效利用状态的约

5000平方公里，占全国城市建成区的11%。

为鼓励存量土地再开发， 国土部强调，

今年将稳步推进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强

化工业园区用地内涵挖潜， 因地制宜盘活

农村建设用地， 继续推进工矿废弃地复垦

利用等。

分析人士认为， 今年我国新增建设用地

总规模将首次下降。 在“盘活存量” 政策思路

下， 大城市工业用地转用政策将可能在今年

破局。

券商托管基金

场内结算模式明确

□

本报记者 毛万熙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13日发布

通知， 明确券商托管基金场内结算的相关业

务， 规定券商为托管的基金办理场内交易的

结算业务可采用托管人结算与证券公司结算

两种模式；券商发生托管业务交收违约的，中

国结算有权扣划和处置其自营结算资金和自

营证券。

采用托管人结算模式的， 券商作为托管

人可向中国结算申请开立单独的托管结算账

户， 用于为托管的基金办理证券资金结算业

务。采用证券公司结算模式的，券商可通过其

客户结算账户办理包括托管的基金在内的全

部客户的证券资金结算业务， 并应自行负责

全部客户的明细结算。

为控制风险，中国结算要求券商对纳入

多边净额结算范围的全部自营、经纪、托管

等业务承担最终交收责任。 证券公司发生托

管业务交收违约的，中国结算有权扣划和处

置其自营结算资金和自营证券以弥补其交

收违约。

三公司公布中签率

冻结资金逾800亿元

□

本报记者 陶俊 王荣 高晓娟

良信电器、炬华科技、天保重装三公司公

告网上定价发行中签率和资金冻结情况，三

家公司发行中签率分别为1.42%、2.25%和

1.23%，共冻结资金805.48亿元。

良信电器本次网上定价发行超额认购倍

数为70倍，按其19.1元的发行价计算，网上冻

结资金173.13亿元，加上网下冻结的10.24亿

元，该股合计冻结资金275.57亿元。有效申购

户数为32.5万户，有效申购股数为9.06亿股，

配号总数为181.29万个。

炬华科技按其发行价计算， 网上冻结资

金292.27亿元， 网下冻结资金37.64亿元，合

计冻结资金329.91亿元。本次发行网上、网下

均获得足额认购。

天保重装本次网上定价发行超额认购倍

数为81.11倍， 网上冻结资金194.48亿元，网

下冻结5.52亿元，合计冻结资金2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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