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股申购表格 钟志敏

六部门支持

科技企业上市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会同科技部、 银监

会、证监会、保监会和知识产权局等六部门

联合发布《关于大力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扎实

做好科技金融服务的意见》。 《意见》明确，

拓宽适合科技创新发展规律的多元化融资

渠道。 支持科技企业上市、再融资和并购重

组， 适当放宽科技企业的财务准入标准，简

化发行条件。

鼓励和支持相关部门优化工作流程、提

高发行工作效率， 支持科技企业利用债券市

场融资。推动创业投资发展壮大，引导创业投

资机构投资科技企业。 支持科技企业通过在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实现股份转让和

定向融资。建立和完善科技保险体系，鼓励保

险公司创新科技保险产品。 创新保险资金运

用方式。 (任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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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简称

2014-1-16 2014-1-17 2014-1-20 2014-1-21

603308.SH

应流股份 中签结果

，

资金解冻

002709.SZ

天赐材料 中签结果

，

资金解冻

300359.SZ

全通教育 中签结果

，

资金解冻

002708.SZ

光洋股份 中签结果

，

资金解冻

002712.SZ

思美传媒 中签结果

，

资金解冻

300370.SZ

安控股份 中签结果

，

资金解冻

603555.SH

贵人鸟 中签率 中签结果

，

资金解冻

300368.SZ

汇金股份 中签率 中签结果

，

资金解冻

300365.SZ

恒华科技 中签率 中签结果

，

资金解冻

300371.SZ

汇中股份 中签率 中签结果

，

资金解冻

300373.SZ

扬杰科技 中签率 中签结果

，

资金解冻

300375.SZ

鹏翎股份 中签率 中签结果

，

资金解冻

002707.SZ

众信旅游 中签率 中签结果

，

资金解冻

603005.SH

晶方科技 网上申购

，

网下申购 中签率 中签结果

，

资金解冻

300366.SZ

创意信息 网上申购

，

网下申购 中签率 中签结果

，

资金解冻

300372.SZ

欣泰电气 网上申购

，

网下申购 中签率 中签结果

，

资金解冻

300377.SZ

赢时胜 网上申购

，

网下申购 中签率 中签结果

，

资金解冻

002721.SZ

金一文化 网上申购

，

网下申购 中签率 中签结果

，

资金解冻

601225.SH

陕西煤业 网下申购 网上申购

，

网下申购 中签率

300378.SZ

鼎捷软件 网上申购

，

网下申购 中签率

300380.SZ

安硕信息 网上申购

，

网下申购 中签率

002711.SZ

欧浦钢网 网上申购

，

网下申购 中签率

300376.SZ

易事特 网上申购

，

网下申购 中签率

002716.SZ

金贵银业 网上申购

，

网下申购 中签率

002717.SZ

岭南园林 网上申购

，

网下申购 中签率

002714.SZ

牧原股份 网上申购

，

网下申购 中签率

300381.SZ

溢多利 网上申购

，

网下申购 中签率

603688.SH

石英股份 网下申购 网上申购

，

网下申购

002718.SZ

友邦吊顶 网上申购

，

网下申购

002722.SZ

金轮股份 网上申购

，

网下申购

002723.SZ

金莱特 网上申购

，

网下申购

002719.SZ

麦趣尔 网上申购

，

网下申购

002720.SZ

宏良股份 网上申购

，

网下申购

002725.SZ

跃岭股份 网上申购

，

网下申购

300379.SZ

东方通 网上申购

，

网下申购

300382.SZ

斯莱克 网上申购

，

网下申购

300383.SZ

光环新网 询价 网上申购

，

网下申购

603288.SH

海天味业 上海路演 北京路演 询价 询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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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5463 57917 2220.2 2211.6 2210.4

IF1402 75148 26736 2226.0 2218.2 2215.4

IF1403 22695 27169 2231.0 2224.0 2222.8

IF1406 2296 10094 2249.6 2230.4 2229.8

5

年期国债期货行情

TF1403 3614 3662 91.538 91.816 91.794

TF1406 151 400 92.096 92.382 92.340

TF1409 26 71 92.446 92.560 92.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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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0 0.1 -0.5 5075 37.9 9096

IO1401-C-2250 30.3 -18.5 3554 1145.6 6305

IO1401-C-2300 34.1 1.2 3134 617.2 7553

IO1402-C-2400 27.5 -13.8 334 98.3 961

IO1403-C-2200 106.1 1.0 552 579.8 1125

IO1406-C-2600 40.6 0.2 1450 686.8 782

IO1409-C-2500 85.9 -0.1 1642 873.2 1074

IO1401-P-2300 79.3 3.1 1790 1371.1 4250

IO1401-P-2250 72.6 -6.8 1085 758.0 3088

IO1401-P-2200 45.6 -16.4 980 523.7 3805

IO1402-P-2050 39.5 -3.8 1033 292.2 276

IO1403-P-2450 141.7 39.8 341 480.5 27

IO1406-P-2100 72.9 2.9 210 153.1 581

IO1409-P-2000 52.6 52.0 357 182.2 132

期指小幅下跌

15日， 股指期货主力合约 IF1401以

2220.2点小幅高开， 一度反弹至2221.8点，无

力上攻2228点短线反弹阻力，随后震荡下行，

午盘后一度下探至日内低点2196.0点，随后止

跌反弹，报收于2211.6点，微跌0.09%。 金融、

地产等权重板块疲弱，拖累沪深300现货指数

小幅下跌。 后市股指期货中短线将维持震荡

下跌态势，IF1401将下探2186和2166点支

撑，在2228点附近有明显短线反弹阻力。

15日， 国债期货TF1403合约小幅高开于

91.538元， 震荡反弹， 报收于91.816元， 上涨

0.37%。 当日国债期货上市三合约共计成交

3791手，成交量增加2333手，持仓量增仓7手

至4133手。 后市国债期货仍将偏弱震荡整理，

短线反弹空间有限，TF1403在92.000元附近

仍有一定反弹阻力。（国泰君安期货 陶金峰）

机构热议IPO监管新规

突出事中监管事后执法 发挥市场价值发现功能

□

本报记者 倪铭娅

IPO重启后，监管层及时出台《关于加强新

股发行监管的措施》。 多家机构表示，新股发行

体制改革并不意味着监管放松，而是在完善事前

审核的同时，更加突出事中监管、事后严格执法。

《措施》 的出台是监管部门监管转型的体现，以

信息披露为核心的监管理念更加突出。在充分放

权的基础上，适度约束网下投资者参与IPO过程

中的报价行为，将有利于帮助市场主体树立价值

投资理念，发挥资本市场价值发现功能。

强化事中监管和事后执法

东方证券表示，证监会出台加强信息披露、

增强投资者风险意识的监管措施无疑是一种成

熟的事后监管。经验表明，只有建立在效率基础

之上的安全才是最稳固的安全， 加强IPO过程

监管就是这种效率型监管， 由原来的主要控制

风险转向提示风险， 监管方式正在以市场化和

法治化为导向转型，监管透明度显著提高。

国泰君安证券认为，市场化的进程中如果有

偏离，则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和问责，特别是对违

规违纪现象进行严厉处罚， 才能给予市场正确

的价值导向。 虽然监管层对新股发行的态度是

开放的，但不意味着放任自流。对现有制度的逐

步完善也是对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一种

保护，《措施》的及时出台正体现了监管层的这

一态度。

国金通用基金公司认为，《措施》有利于打

击并规范新股询价、 定价过程中的不尽责和不

诚信行为，对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尽责履职、信息

披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有利于切实保护中小

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南方基金指出，《措施》 通过对信息发布、

遴选报价参与者、报价流程、定价结果反馈等环

节进行强力监管和监督， 务必使各参与方正当

行使自身权利，合法履行自身职责，有效克制违

法、违规冲动，抑制IPO重启初期的过高定价和

过度老股转让现象。

以信披为核心的监管理念凸显

推动监管转型需要突出以信息披露为核心

的监管理念。

《措施》进一步提高了对发行人和主承销商

在信息披露中的要求，强化了发行人、大股东、中

介机构在新股发行过程中信息披露的责任主体

地位，确保其信息披露的合法合理、规范严谨。

红塔红土基金表示， 这有利于加强IPO信

息披露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并突出新股投

资的风险性，有利于杜绝新股发行上市的“三

高” 现象，创造一个公平、公开、公正的投资氛

围，充分保障广大中小股民的利益。

中欧基金认为，新规进一步完善了新股发行

过程中的信息披露机制，提示投资者关注市场风

险以促使市场谨慎报价。 整体来看，新规延续了

此前坚持市场化、法制化的取向，突出以信息披

露为中心的监管理念，维护了市场的公开、公正、

公平。

国金通用基金管理公司称， 新规对于进一

步完善新股发行体制、 促进新股发行市场健康

有序发展、 提振资本市场投资信心均将产生积

极作用。

促进市场功能发挥

万家基金表示，《措施》的出台有利于提高

投资者在新股认购过程中的风险意识， 防范投

机行为并抑制IPO的“三高” 现象。 同时，有利

于发挥资本市场价值发现功能， 让资源配置更

趋合理。《措施》进一步强调主承销商在发行过

程中的监管责任，增强其风险意识，切实维护证

券市场的稳定，保障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塑造一

个公平、公开、公正的投资环境。

兴业全球基金表示， 投行的定价水准、专

业能力仍有待进一步提升。 虽然本轮新股发

行体制改革已通过改良的荷兰式询价模式限

制了报价最高的一部分询价， 但从已发行的

几单新股来看， 投行并未对过高的询价拿出

有效办法或进行控制， 此时监管部门加强对

投行接受报价和配售、 对询价的机构加强监

管是必要的。 对于个别胡乱报价或扰乱新股

估值的机构进行严厉处罚， 既是监管部门的

份内之事， 也可以对不理性的新股询价机构

进行惩戒和威慑。

红塔红土基金指出，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

金融市场制度相对稚嫩， 参与各方的专业性与

成熟市场还有一定差距，在这种情况下，适度根

据市场情况进行调整是必然选择， 有利于制度

的进一步完善，防止极端情况发生。在这一过程

中，监管层与市场参与者共同成长，对于金融市

场的进一步规范化将产生积极作用。

市场各方归位尽责同样关键。 西南证券表

示，无论是存量发行、自选定价方式还是自主配

售， 每一项改革举措都是向着市场化发行的方

向迈进的。总的来说，改革的宗旨是各方归位尽

责，市场发挥市场化定价和发行职能，监管机构

发挥监督职能。

M2增速放缓或因同业业务收缩

去杠杆见效 货币政策难显著放松

□

本报记者 任晓

中国人民银行最新公布的金融统计数据

显示，2013年末，广义货币（M2)余额同比增

长13.6%， 分别比11月末和上年末低0.6个和

0.2个百分点。 社会融资总量结构有所变化，利

率上升对债券融资抑制作用显现。分析人士表

示，高利率给投资带来了一定抑制作用，未来

数月经济下行压力和信用违约风险可能增大，

但货币政策不大可能显著放松，控风险将成为

货币政策长期目标。

同业业务收缩

2013年末，广义货币（M2)余额110.65万

亿元，同比增长13.6%，分别比11月末和上年末

低0.6个和0.2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余额

33.73万亿元，同比增长9.3%，比11月末低0.1

个百分点，比上年末高2.8个百分点；流通中货

币（M0）余额5.86万亿元,同比增长7.1%。 全

年净投放现金3899亿元。

2013年全年人民币贷款增加8.89万亿元，

同比多增6879亿元。 分部门看，住户贷款增加

3.71万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1.46万亿元，

中长期贷款增加2.25万亿元；非金融企业及其

他部门贷款增加5.17万亿元，其中，短期贷款

增加2.73万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2.34万亿元，

票据融资减少896亿元。12月，人民币贷款增加

4825亿元，同比多增279亿元。 年末外币贷款

余额7769亿美元，同比增长13.7%，全年外币

贷款增加935亿美元。

2013年全年人民币存款增加12.56万亿

元，同比多增1.74万亿元。 其中，住户存款增加

5.49万亿元，非金融企业存款增加3.50万亿元，

财政性存款增加5768亿元。 12月份，人民币存

款增加1.15万亿元，同比少增4458亿元。 2013

年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3.82万亿美元。

中金公司表示，12月M2同比增速明显回

落，货币条件继续收紧。 财政存款虽有明显投

放，但全年预算赤字难以完成。

海通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姜超认为，12月

M2增速下降，但财政巨额放款、信贷同比稳定、

外汇占款仍较高，意味着M2增速下滑主要源于

金融同业部门创造货币的收缩， 监管部门将出

台措施收紧同业业务的市场传闻已对该业务产

生显著负面影响，金融去杠杆有明显成效。

债券融资受抑制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认为，数据

显示社会融资总量结构有所变化，利率上升对

债券融资抑制作用显现，对信托委托贷款影响

尚不明显。 在宏观审慎治理的影响下，2014年

影子银行难以维持高速增长。

2013年全年社会融资规模为17.29万亿

元，比上年多1.53万亿元。 企业债券净融资

1.80万亿元，同比少4530亿元；非金融企业

境内股票融资2219亿元，同比少289亿元。12

月社会融资规模为1.23万亿元，同比少3960

亿元。

从结构看，全年人民币贷款占同期社会

融资规模的51.4%，同比低0.6个百分点；外币

贷款占比3.4%，同比低2.4个百分点；委托贷

款占比14.7%，同比高6.6个百分点；信托贷款

占比10.7%，同比高2.6个百分点；未贴现的银

行承兑汇票占比4.5%， 同比低2.2个百分点；

企业债券占比10.4%，同比低3.9个百分点；非

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占比1.3%，同比低0.3

个百分点。

彭文生表示，12月信用债净增量明显下

降， 高评级发行人可能暂停发债或转向贷款

等其他融资渠道， 低评级发行人则选择推迟

发行。 委托贷款和信托贷款受利率上升的直

接影响相对较小，银行进行承兑汇票业务的意

愿有明显改善。预计影子银行监管新规会影响

银行同业业务， 促使银行适当降低杠杆率，加

上监管部门陆续出台的配套细则，2014年银行

表外资金供应和银行对实体经济的融资渠道

将同时面临收紧压力。

他预计，2014年社会融资总量为20万亿元

左右，增速将较2013年明显放缓。社会融资的放

缓和非金融部门融资成本上升将对投资活动产

生一定抑制作用， 短期内将带来经济增速下行

的压力，但从长期看，规范影子银行有利于降低

金融风险，改善经济结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短期经济或有下行风险

彭文生认为，金融监管难以完全替代谨慎

的货币政策，控制金融风险将成为货币政策长

期目标，2014年货币政策难有显著放松， 总体

融资条件的紧缩将带来未来几个月经济下行

风险。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徐博认为，

受年初贷款需求季节性回升、银行加大信贷投

放等因素的影响， 预计1月新增信贷和社会融

资将有大幅上升。 2014年及未来一段时期，利

率市场化、经济去杠杆、资本流动规模和方向

的变化将对信贷供需关系和货币供给产生重

大而深刻的影响。预计2014年信贷投放速度将

较2013年进一步放缓， 全年新增贷款9.8万亿

-10万亿元，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3.6%-13.9%；

预计新增社会融资规模19万亿-19.6万亿元，

较2013年扩张1.1万亿-1.7万亿元， 但融资规

模存量同比增速将有所放缓。 预计全年M2新

增15万亿-15.8万亿元， 余额同比增长13.5%

-14.2%，M1余额同比增长9.6%-11%。

交通银行研究报告预计，2014年货币政

策对流动性趋紧的应对会相对积极一些，这

可能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存款准备金率可

能小幅下调1-2次，每次0.5个百分点；二是

公开市场资金投放的力度将有所加大，特别

是运用SLO、SLF的针对性调节力度会进一

步加大。

盛松成：积极引导影子银行向好的方向发展

□

本报记者 任晓

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司长盛松成15

日表示，影子银行是市场的产物，是金融的创

新产物。 影子银行对于中小机构贷款、利率市

场化、商业银行经营业务转型、金融调控当局

是新课题，要积极引导影子银行向好的方向发

展，监控有关风险，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对于今年的货币信贷走势，他表示，央行

将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使货币条件既不

太松也不太紧，为经济平稳发展创造一个良好

的金融环境。

2013年信贷投放保持了合理适度，结构上

得到进一步改善，呈现五大特点。 一是西部地

区的贷款增速继续高于东部和中部，区域信贷

的不平衡状况明显改善。二是中长期贷款继续

保持稳定增长，年末的人民币中长期贷款增速

为13%，比2012年高4个百分点。三是对经济薄

弱环节的支持力度加强，三农贷款和小微企业

贷款增速均不低于各项贷款的平均增速，二者

贷款增量不低于2012年同期水平。 四是“两高

一剩”的限制行业贷款增速放缓。 2013年本外

币钢铁行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同比下降10.7%，

建筑行业中长期贷款增速下降3.3%。五是服务

业贷款明显加快。2013年本外币服务业中长期

贷款同比增长13.7%， 比2012年增速快11.5个

百分点。

今年上市银行盈利增幅或低于10%

（上接A01版）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近

期发布的报告称， 金融改革将在2014年进一步

深化，银行业将经历更多挑战，行业整体盈利增

长将逐步趋向经济体平均水平。经济调结构、去

杠杆及资产质量压力、 行业准入有序放开都将

对银行业绩形成压力。 预计2014年银行业（以

上市银行为代表） 净利息收入和营业收入增速

将较2013年进一步下降， 分别下降至9.0%和

10.7%左右。 银行将采取一系列盈余管理措施，

包括压缩营业费用、 控制信贷成本等来应对规

模扩张放缓和息差收窄压力等。

不良率或增至1.2%

与业绩增速持续下滑相伴的是， 市场对上

市银行不良贷款状况担忧的持续升级。 近年来，

上市银行整体低于1%的不良贷款率一直被业

界称道。 尽管多家上市银行2013年加大对不良

贷款的处置，但资产质量下降情况在持续。

多位市场人士认为，2014年上市银行不良

贷款率、不良贷款余额将持续“双升” ，从而制

约银行盈利增长。

连平预计，2014年不良贷款余额会有一定

幅度上升，不良贷款率增幅在0.1至0.2个百分点，

不良贷款率可能增长到1.1%至1.2%。 如果2014

年宏观经济增长目标稳定在7.5%左右，银行业不

良贷款惯性增长趋势可能会延续到下半年。如果

GDP增长率接近7%， 而银行无法采取有效措施

对潜在风险加以控制，不排除不良贷款率增长至

1.3%至1.5%的可能，但大量潜在风险同时爆发造

成资产质量迅速恶化的可能性很小。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周景彤

表示，2014年我国经济增速或有波动， 不良贷款

率波动将是大概率事件， 风险点可能出现在个别

产能过剩行业，如钢贸、造船、光伏及房地产。 不

过，不良贷款率可能上升，但仍将在合理区间内。

冯哲认为， 中资上市银行不良贷款的披露

和释放会是比较平缓的过程。 可能在未来3－5

年内持续看到不良贷款释放， 银行会通过核销

等手段进行处置。 这种操作方法有利于金融系

统稳定，但对机构投资者来说，这样的公司没有

很大的投资价值。 上市银行目前应多做一些不

良贷款拨备，这有利于处置不良贷款，也可实现

利润平滑下降。

多位券商分析师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预计上半年上市银行将加大不良贷款处置力

度。 目前已有上市银行先行一步。 例如，2013年

12月13日，中信银行发布公告称，为加大不良资

产处置力度，完成年末资产质量控制目标，拟将

2013年不良资产核销额度从20亿元增至52亿

元，比原核销额度增加32亿元。

“被抬高”的资金成本

上市银行2014年将面临的另一大难题是资

本成本持续大幅提高，这将直接制约盈利增长。

中信证券报告预计，2014年银行资产端定

价虽然因主动结构调整有所改善， 但对冲存款

成本有一定压力。 预计银行业净息差存在收窄

压力，银行业息差将小幅回落至2.6%左右。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报告预计，2014年

上市银行净息差将比2013年下降，这将拉低净利

润增速。2014年上市银行生息资产增速将在12%

左右，略低于2013年。 生息资产平均余额增长将

拉动上市银行盈利增速约10个百分点， 略低于

2013年，但仍是驱动银行盈利增长的主要因素。

互联网金融将对上市银行如何控制资金成本

产生影响。冯哲说，2014年对上市银行来说是艰难

的一年。 尤其是小微企业贷款，一般银行成本收入

比都下不来，但电商在盈利、成本上有很大优势。

连平认为， 当前互联网金融对银行冲击有

限，未来影响将逐步加深：互联网企业业务发展

迅猛，对银行的影响将不断加大；零售银行业务

面临冲击，银行转型压力增大；互联网金融助推

利率市场化，迫使银行抬高资金成本；互联网金

融颠覆传统金融模式，改变金融格局；

业内人士认为，2014年银行应加大业务转型力

度，积极应对互联网金融挑战。 比如，加速多元

化渠道建设与一体化整合， 探索以平台建设为

核心的互联网金融模式， 依托核心企业供应链

向上下游拓展， 进一步深化探索互联网金融模

式，通过产业链竞合增强金融综合服务能力。

纽威股份17日上市

陕西煤业今日网下申购

纽威股份16日公告，公司发行的8250万

股社会公众股股票将于1月17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交易， 成为IPO重启以来首家上

市的新股。

纽威股份此次公开发行的新股为5000

万股， 公司股东公开发售的股份3250万股，

发行价格为17.66元/股。 纽威股份所在行业

为通用设备制造业， 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

的最近一个月行业平均静态市盈率为32.53

倍，而公司此次发行市盈率为46.47倍。 公司

提醒投资者在新股上市初期切忌盲目跟风

“炒新” 。

陕西煤业16日将进行网下申购，此次公开

发行股份总数为10亿股， 发行价格为4元/股。

本次发行股份均为新股，不进行老股转让。 按

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核算， 陕西煤业此次公

开发行募资金额为40亿元，较1月8日发布的

最新招股意向书中计划的98.33亿元的募资

大幅缩水。

易事特16日发布公告称， 本次公开发

行股份总数量2239万股， 发行价格18.40元/

股。其中新股发行1139万股，老股转让1100

万股。

16日，晶方科技将进行网上、网下申购，

发行价格为19.16元/股。 创意信息将进行网

上、网下申购，发行价格为18.11元/股。 欣泰

电气将进行网上、 网下申购， 发行价格为

16.31元/股。赢时胜16日将进行网上、网下申

购，发行价格为21.58元/股。 金一文化16日将

进行网上、 网下申购， 发行价格为10.55元/

股。（郭力方 张玉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