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家公司

获批RQFII资格

证监会20日发布的最新机构名录显示，

2013年12月没有新公司获批QFII。这是27个月

以来首个月份未出现新批QFII，另有四家公司

获得RQFII资格。 新获RQFII资格的分别是粤

海证券有限公司、瑞银环球资产管理（香港）有

限公司、永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安石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毛万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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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深300股指期权仿真交易主要合约情况表

沪深

300

股指期货行情

成交量 持仓量 开盘价 收盘价 结算价

IF1402 570355 73155 2199.6 2184.6 2184.2

IF1403 31739 34223 2208.2 2192.0 2193.2

IF1406 4203 11195 2217.6 2203.4 2203.8

IF1409 1001 354 2228.0 2205.2 2206.4

5

年期国债期货行情

TF1403 1487 3716 91.610 91.782 91.738

TF1406 72 449 92.160 92.320 92.302

TF1409 8 74 92.406 92.540 92.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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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O1402-C-2300 37.9 -14.7 4046 1721.7 4245

IO1402-C-2650 7.8 -0.3 4016 448.3 2221

IO1402-C-2200 76.2 -13.6 2758 2173.2 2774

IO1403-C-2700 6.5 -1.8 744 49.0 2947

IO1404-C-2100 6.2 -103.5 1 0.1 1

IO1406-C-2600 50.0 -7.5 402 200.0 738

IO1409-C-2300 200.0 194.5 31 22.2 914

IO1402-P-2200 68.1 -3.7 2446 1898.3 1384

IO1402-P-2050 25.3 6.8 1290 301.2 819

IO1402-P-2300 172.3 36.3 1285 2096.6 631

IO1403-P-2150 49.7 3.0 268 142.3 378

IO1404-P-2050 0.1 0.0 0 0.0 0

IO1406-P-2000 66.5 39.9 200 133.0 345

IO1409-P-2000 50.0 49.9 201 100.0 132

期指期债

短期或难改弱势

20日股指期货新合约IF1409挂牌交易。 股

指期货围绕2200点关键位置的争夺尚未结束，

IF1402微幅高开于2199.6，随后一路下跌至日

内最低价2172.8后小幅上涨， 最终以2184.6报

收， 跌幅0.57%。 IF1403与IF1402价差下降，

IF1403收盘价格2192，较IF1402高7.4点，上周

五IF1403开盘价较IF1402高14点。 整体来看，

合约的多头排列格局有所松动，行情上行暂未

获得有效支撑， 隔日行情或延续自12月5日启

动的下行走势。

20日，国债期货TF1403低开于91.610，开盘

后低位运行格局打破，持续上行趋势明显，午后

有所下降， 但随即上行， 偏强走势延续到收盘。

TF1403最终报收于91.782，涨幅0.18%。 当日国

债期货上市三合约共计成交1567手， 持仓4239

手。 综合来看，本月中旬国库现金定存招标利率

以及金融债中标利率较高，2014年新债供给数

量较大， 同时春节时点与月末财政存款上缴叠

加，国债期货弱势格局短期内或难以变更。(国泰

君安期货 胡江来)

维护节前货币市场平稳运行

央行开展常备借贷便利操作试点

□

本报记者 任晓

中国人民银行20日宣布， 针对现金大量投

放等节假日因素对市场流动性的影响， 央行20

日已通过常备借贷便利向大型商业银行提供短

期流动性。 21日还将进行逆回购操作，继续提供

短期流动性支持。

央行称，自2014年1月20日起，人民银行在

北京、江苏、山东、广东、河北、山西、浙江、吉林、

河南、深圳开展常备借贷便利操作试点，由当地

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向符合条件的中小金融机构

提供短期流动性支持。

2013年初央行创设常备借贷便利工具以

来， 主要向符合宏观审慎要求的政策性银行和

全国性商业银行提供了大额的短期流动性支

持。 央行称，此次开展的部分人民银行分支行常

备借贷便利操作试点， 是短期流动性调节方式

的创新尝试， 主要解决符合宏观审慎要求的中

小金融机构流动性需求， 完善中央银行对中小

金融机构提供正常流动性供给的渠道。 人民银

行分支行常备借贷便利操作的对象包括城市商

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和农村信

用社四类中小金融机构。 期限分为隔夜、7天和

14天三个档次。 常备借贷便利全部以抵押方式

操作。此次试点接受的合格抵押品包括国债、中

央银行票据、国家开发银行及政策性金融债、高

等级公司信用债等债券资产， 央行通过设置不

同的抵押率来控制信用风险。

央行称，将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地方法人金

融机构流动性管理制度和抵押品管理框架，运

用常备借贷便利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障春

节前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流动性供给，促进货币

市场平稳运行。 各分支机构要引导当地法人金

融机构改善资产负债管理，平稳、适度投放信

贷，合理控制同业业务，进一步改善期限错配

等问题。

北京楼市取消4万元限价门槛

□

本报记者 张敏

北京市住建委近日公布今年首批发放预

售许可证的商品房项目。其中，从去年末开始

设置的4万元限价门槛被解除。 据悉，此次共

有四个项目获批预售证， 包括位于房山区长

阳镇的 “徜徉嘉园” ， 位于密云的 “中加荣

园” ，位于丰台区的“阅园” ，以及位于朝阳区

孙河的“泰禾坊巷家园” 。 “徜徉嘉园” 是商

业项目，后三者为住宅项目。

其中，朝阳区孙河的“泰禾坊巷家园” 项

目，曾是2013年名噪一时的“孙河地王” ，其

住宅拟售价在66833元/平方米至77913元/平

方米。 此外，丰台区的“阅园” 也属于高端商

品房， 住宅拟售价为66999元 /平方米至

67000元/平方米。

分析人士认为， 由于供需关系尚未真正

改善，房价上涨压力较大，今年北京可能继续

实行限价政策。 但随着土地成本的不断提高，

未来的限价门槛会有所降低。

楼市供需两端趋稳 部分区域仍存风险

分析称土地成本提高令房价仍具上涨动力

□

本报记者 张敏

国家统计局昨日发布的 “2013年全国房

地产开发和销售情况” 报告显示，2013年全国

房地产开发投资86013亿元， 同比名义增长

19.8%，连续5个月稳定在19%至20%之间。 同

期销售增幅也在放缓，截至去年末，房地产销

售金额增幅降至26.3%。分析人士认为，这意味

着房地产市场供需两端都趋于稳定，但土地等

成本的提高，仍将给房价带来上涨压力。

值得注意的是， 从待售面积数据不难看

出，一些地区的房地产待售面积较大，暗藏不

小的供应压力。 分析人士表示，随着城镇化进

程的推进，一些中小城市房地产投资热情或被

激发，区域市场风险值得警惕。

供需双双趋于稳定

数据显示，2013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86013亿元， 比上年名义增长19.8%， 增速比

2012年提高3.6个百分点。 同期，房地产开发企

业房屋施工面积665572万平方米， 同比增长

16.1%； 房屋新开工面积201208万平方米，增

长13.5%； 房屋竣工面积101435万平方米，增

长2.0%。 值得注意的是，去年全国房地产开发

企业土地购置面积38814万平方米， 同比增长

8.8%；土地成交价款9918亿元，增长33.9%。

多家机构发布的报告指出，房地产市场供

应趋于稳定，说明房地产企业的市场信心正逐

步恢复。 从同日发布的国房景气指数可以看

出，去年12月“国房景气指数” 为97.21，比上

月提高0.83点。 需求端的数据也在接近平稳水

平。 上述报告显示，2013年商品房销售面积

130551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7.3%；商品房销

售额81428亿元， 增长26.3%。 与历史同期相

比，仍然处于较高水平。

受此影响，房企的资金状况仍处于充裕状

态。2013年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122122亿

元，同比增长26.5%，增速比2012年提高13.8个

百分点。 其中，定金及预收款34499亿元，增长

29.9%；个人按揭贷款14033亿元，增长33.3%。

链家地产的报告认为， 去年房地产市场的

销售主要由刚需带动，且带有一定的恐慌情绪，

但这种爆发不可持续。 随着去年四季度部分热

点城市收紧楼市调控，加之节假日因素的影响，

交易冷淡的局面可能延续到今年第一季度。

房价仍具上涨动力

去年年末召开的一系列重大会议，定下了

“市场主导” 的房地产调控思路。 分析人士认

为，虽然该行政手段短期内难以退出，但随着

热点城市市场供应的增加，未来市场总体供需

将得到缓解，成交量、价格等走势将趋于稳定，

难以出现类似2013年的大幅波动。

尽管如此， 房价仍然具备一定的上涨动

力。 多家机构的报告显示，一线城市和热点二

线城市的供需缺口仍然较大， 短期内难以填

补。 今年各项增加供应的举措将控制房价涨

幅，但尚不足以改变房价上涨的大势。

与此同时，去年以来各地诞生多宗高价地

块，多数城市的“地王”记录被刷新。 土地成本

的提高， 不仅成为未来房价上涨的推动力，而

且对市场预期带来不小影响。 分析人士认为，

今年整体房价可能维持小幅上涨。

值得注意的是， 在一线城市增加供应的同

时，一些三四线城市却面临不小的去化压力。数

据显示，截至2013年末，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

49295万平方米， 占去年全年商品房销售面积

的37.8%，比2012年末增加12835万平方米。 其

中，新增的待售面积主要集中在三四线城市。

中原地产的报告显示，楼市已经出现严重

分化，一二线城市聚集了过多的资源。 从全国

房地产市场看，局部三四线城市的库存积压已

非常严重，市场甚至面临崩盘风险。

据了解，在鄂尔多斯和温州楼市先后因投资

资金撤出而出现调整之后，国土部已特许这些城

市调减年度新增供地规模。 但分析人士认为，随

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三四线城市可能再次掀起

房地产投资热潮，这种潜在风险需要警惕。

制造业发展遭遇瓶颈 产业结构转型压力大

第三产业有望成经济增长“火车头”

□

本报记者 毛万熙

国家统计局20日发布的2013年经济数据显

示，全年国内生产总值568845亿元，按可比价格

计算，同比增长7.7%，连续3年放缓且创14年来

新低； 全年四个季度的同比增速分别为7.7%、

7.5%、7.8%、7.7%；第三产业的总量与增速均超

过第二产业。多位业内人士预测，2014将是喜忧

参半的一年，经济增速将维持在合理区间，可能

在7.5%左右，但产能过剩、资金价格高企等对经

济增长将构成较大压力。

经济增速难大幅回升

申银万国首席宏观分析师李慧勇表示，维

持今年经济增速7.5%的判断， 略有回落但幅度

不大。 南方基金首席策略分析师杨德龙表示，

2013年经济增速一波三折， 表明在转型过程中

经济增速很难大幅回升， 预计今年经济增速目

标仍为7.5%，不会有大变动。

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研究员胡迟表示，

2014年经济增速高于7.5%的概率偏大，各项经

济政策仍维持稳健中性， 不断提升增长的质量

与效益依旧是宏观调控最看重的目标。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宗良认

为，未来经济增长不能太快或太慢，必须提高经

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加快结构调整和压缩高

污染、高能耗的产业，保持经济长远良性发展。

对经济增长所面临的困难， 国家信息中心

经济预测部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牛犁表示，今

年经济发展面临三大挑战， 最大问题是产能过

剩， 其次是短期内GDP增速放缓可能带来部分

企业职工下岗或就业困难， 三是面临财政金融

风险及房地产等问题。

李慧勇指出，劳动力成本上升、资金价格仍

处高位、产能过剩压力较大对经济增长构成较

大压力，今年企业利润难有大幅增长。 其中，

风险主要集中金融领域， 利率高企可能传导

到实体经济， 要打破恶性循环必须纠正金融

秩序， 而这一过程会导致利率上行和部分违

约出现。

激发第三产业活力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 去年第一产业增加

值56957亿元， 增长4.0%； 第二产业增加值

249684亿元， 增长7.8%； 第三产业增加值

262204亿元，增长8.3%。

分析人士指出， 第三产业增加值超过第二

产业的意义远大于GDP实现超预期的增速。 在

制造业发展遭遇瓶颈、 产业结构面临巨大转型

压力的情况下， 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有望

成为下一阶段经济增长的“火车头” 。

去产能、 扩消费可能成为今年最值得关注

的结构性机会之一。李慧勇表示，在经济转型背

景下， 经济新的产业增长点和新投资热点将出

现“五朵金花” ，即医疗保健、能源环保、文化传

媒、证券保险、高端装备。

转方式调结构带来的一大投资热点将是服

务业。 胡迟表示，受益于消费需求升级等因素，

各类服务业蓬勃发展，预示服务业的广阔前景。

不过作为制造大国， 我国服务业的持续发展应

建立在制造业发展基础上， 尤其对于生产性服

务业而言，未来仍要重视发展制造业。在制造业

中， 政策对高端装备等战略型新兴产业的重视

将加强。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国家统计局局长马

建堂表示， 去年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

率是50%， 资本形成总额的贡献率是54.4%，

而 在 2012 年 这 两 个 数 字 分 别 是 51.8% 、

50.4%。李慧勇指出，投资对经济的贡献上升、

消费对经济的贡献率下降， 这是逆调控方向

现象，今年应扭转这种势头，真正提振内需，

激发第三产业活力。

沪综指失守2000点

上证综指20日失守2000点，大盘再度回归

“1” 时代。 在经济增速放缓、流动性出现紧张

状况、新股密集上市等因素掣肘下，预计大盘

将在2000点下方进行反复寻底，春节前弱势格

局难改。

市场中的大多数行业处于下跌状态，仅

有家用电器和轻工制造行业处于微弱上涨状

态。 而此前赚钱效应明显的中小板和创业板

则跌幅居前， 中小板指和创业板指分别为

1.01%和1.63%，显示出市场中的赚钱效应在

迅速缩水。

个股方面，纽威股份遭遇跌停。 作为IPO重

启以来上市的首只新股， 纽威股份在上市首日

大涨43.49%，在上市后的第二个交易日即出现

大量机构抛售套现而遭遇跌停， 显示出市场谨

慎与恐慌情绪有所升温。 当前市场受到经济增

速放缓、 资金面紧张状况升温以及新股密集上

市三因素的制约。 (张怡)(相关报道见A10版)

重庆国企改革

将推进混合所有制

在日前召开的重庆市国资工作会上， 重庆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翁杰明表示，国企改革在

重庆市政府第一批研究改革范围之中， 国企改

革要从混合所有制、培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国

资管理体制转变等方面推进。

重庆市国资委主任廖庆轩透露，重庆国企

改革将在5个方面取得新突破。 一是混合所有

制和股权多元化，推动绝大多数国企成为混合

所有制企业， 适宜上市的企业和资产全部上

市， 绝大多数竞争类企业国有资本实现证券

化；二是培育3至5家有全国竞争力的国有资本

投资公司或运营公司， 打造10家左右中国500

强产业集团， 今年要择机选择2户左右国企开

展改组或组建国资投资运营公司试点工作；三

是在国资布局结构上，重点企业国资增量更多

投向公共服务和功能要素领域；四是在企业管

理制度上，建立党管干部原则与市场化选聘相

结合的用人新机制，在多元化混合所有制企业

中试行职业经理人制度； 五是国资管理体制

上， 实现管资产向管资本为主的根本性转变，

对国有资产进行分类监管，按不同标准进行考

核。 (周渝)

2013腾讯A股大赛闭幕

2013腾讯A股大赛颁奖典礼日前在北京举

行。 腾讯A股大赛自2013年10月28日正式开

赛，吸引超过百万名的用户参赛，各路投资高手

相互切磋。在严格的仓位控制条件下，模拟盘比

赛前十名选手收益全部超过50%， 第一名收益

率高达68%。 千万实盘总决赛中，十大高手全部

跑赢大盘，总决赛冠军“你好” 实盘收益超过

10%。 (杨光)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即将出炉

（上接A01版）将采取中央、省、市、企业

和个人分担的方式。 而国家发改委已明确表

示，将围绕建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

机制、多元化可持续的城镇化投融资机制等在

不同区域开展不同层级、不同类型的试点。

此外，在财税支持方面，财政转移支付计

算拟更多考虑常住人口因素和吸纳农民工落

地因素， 以减轻城市承担农民工落户后公共

服务支出成本。

发展城市群，优化城市布局

上述权威人士认为， 要引导2020年8.5亿

左右城镇人口的空间布局，城市群仍将为主体

形态，新型城镇化建设将着力优化城市化布局

和形态。对此，将培育并引导城市群发展，完善

大中小城市结构，强化综合运输交通网络的支

撑，优化城市群内部的城市分工协作。

在未来的城市群发展中， 我国将注重培

育长江中游城市群、 中原城市群以及山东半

岛、 成渝城市群等地区的发展， 并在东北有

条件的地区发展城市群。

专家预计， 一些跨区域的大型城市群建

设正在酝酿， 未来将出现更多的国家级城市

群。 而从目前密集召开的地方两会来看，加

快推进城市群发展已成各地共识。

多项配套改革亟待启动

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 新型城镇化要告

别“摊大饼 ” 和“伪城市化 ” ，需要与《决

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相联系。 要改变各

级政府用行政命令推动城镇化的方法， 要通

过市场运作和政府的土地利用规划提高城镇

化效率； 要建立跨城乡的全国统一的劳动

力、 土地和资本市场， 以便资源流向效率和

回报最高的地方； 要改革行政层级制度，重

新界定市场的职责，重新组织城市财政。

国家发改委明确，今年将推动出台户籍、

土地、资金、住房、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的配

套政策。

上述权威人士表示， 在未来城镇化建设

中， 人口管理方面拟实行全国统一的居住证

制度， 取消居住证领取门槛， 以居住证为载

体， 统筹人口管理和公共服务提供。 在土地

管理方面，将坚持管住总量、严控增量、盘活

存量的原则， 完善城镇建设用地标准， 强化

人均建设用地标准控制， 深化征地制度改

革， 逐步缩小征地范围， 经营性用地将不再

由政府直接征地， 而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

开发商直接谈判地价。 同时， 严格耕地总量

保护。 在行政区划创新上，将改革设市模式，

启动设市工作， 以建成区常住人口为基准，

完善设市标准，同时探索大市场、大社会、小

政府为框架的行政管理体制。 在建立多元可

持续融资体系方面， 拟通过地方政府债券、

市政债券、城投债、政策性贷款等，拓宽城市

建设融资渠道， 提高地方政府融资透明度，

同时， 鼓励和推动民间资本参与市政公用设

施建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认为，全

面深化改革是城镇化转型的根本保障。 他强

调， 要着力推进价格特别是资源性产品价格

的改革， 使资源性产品的价格真正能反映资

源的稀缺性和供求关系。 这是城市经济实现

集约增长的基本影响因素。 建设用地市场改

革方面， 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的前提下，

要使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土地与国有土地同

等入市、同权同价，要缩小征地范围，扩大国

有土地有偿使用范围。 这是遏制城市空间无

序蔓延的关键举措。 财税制度和政绩考核机

制改革方面， 要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建立

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 完善地方税

体系，形成“不以GDP论英雄” 的政绩评价

体系。 这是解决“形象工程” 、“政绩工程”

以及不作为、 乱作为等问题的根本之策。 此

外， 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公共服务体制改

革， 这是城市社会发展方式转变的主要影响

因素。

此外，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新增了专门

强调建筑质量问题的章节， 强化政府监管部

门对建筑市场的监管职责， 完善建筑市场秩

序和制度。 目前，在桥梁等基础设施建设、住

房等房地产建设领域出现的建筑质量问题引

起了社会普遍担忧， 未来将强化对建筑企业

的监管。

着力改革求进

培育新增长点

（上接A01版）后者意味着经济增长模式切换

将继续演绎，在三大需求上，调整“三驾马车”对经

济增长的贡献结构，减少对投资、出口的过度依赖，

提升消费的拉动力；在产业结构上，大力发展战略

新兴产业、服务业，推进传统制造业升级，严控两高

一资项目发展；在区域结构上，重点推进中西部地

区发展，增强全国经济发展后劲，支持东部地区向

创新驱动发展转型；在城乡发展上，以新型城镇化

建设为核心，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消除二元结构。

可以预期，中国经济这种“退一进二”格局将

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里存在，但“进”的实现有赖

于全面改革的深化和政策措施的有效落地， 真正

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今年是改

革深入推进的一年，人口、土地、资金、资源等生产

要素全领域的改革措施有望陆续铺开， 国家新型

城镇化规划也将出台，改革释放的制度红利、市场

活力值得期待。 而资本市场也将在经济结构调整

中收获资金配置效率提升、 微观企业主体成熟等

利好，继续演绎结构性行情。 传统产业供给收缩、

国资改革将推动传统行业优秀公司脱颖而出，新

经济增长点培育和新兴产业发展会让成长型公司

继续受到青睐。

值得警惕的是， 伴随着去杠杆、 去产能的推

进，资金利率中枢上移、资金面结构性紧张、信用

违约风险初现等难题已经出现， 宏观调控宜增强

前瞻性，保持灵活性，强化预期管理，防止发生系

统性金融风险和实体经济剧烈波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