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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隅股份

万亩工业用地蝶变真“土豪”

金隅股份最新透露的万亩工业用地“蝶变”潜能

究竟有多大？能够为公司增利多少？带着一连串问题，

中国证券报记者试图描绘出一条金隅股份自有工业

用地通往“蝶变”之路上的足迹图谱。

新三板的三重关

中国证券报记者在调研中发现， 企业对接投资

者较难、 券商定价能力欠缺等问题正在掣肘新三板

推动企业成长、助力创新驱动功能的发挥，而新三板

在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中的定位如果止步于做“小

学” ，也会对市场功能的发挥形成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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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要闻

姜洋：大力推进

简政放权和监管转型

证监会副主席姜洋表示， 监管

部门要逐步把权利还给市场主体，

把监管重心转到培育自由竞争、公

平交易的市场环境上来， 大力推进

简政放权和监管转型。

“利率走廊” 通向流动性精准调控

□

本报记者 任晓

央行日前开展常备借贷便利操作

（

SLF

）试点。 此举显示央行构建“利率走

廊”调控模式的意图，有助于央行平抑市

场利率波动水平，加大对短端利率调控力

度。 这说明，央行流动性管理正日益向精

细化转变。

去年以来，房地产、地方政府融资平

台继续挤占信贷资源，“影子银行”无约束

扩张、商业银行利用发展同业业务进行监

管套利，“钱紧” 事件不断影响金融市场。

再考虑到我国正在加速利率市场化进程，

互联网金融飞速发展，金融脱媒进一步推

动资金成本刚性上升，金融市场流动性格

局更加严峻，对央行流动性管理提出更高

要求。

在央行自动质押融资系统支持下，建

立央行的贷款便利机制，使商业银行可在

清算资金不足时向央行自动进行债券质

押融资，这些措施将大大降低商业银行持

有的超额准备金数量，建立起以超额存款

准备金利率为下限，以隔夜自动质押融资

利率为上限的货币市场“利率走廊”，以稳

定货币市场利率水平。

首先， 这一举措给予机构明确预期。

去年，银行间

7

天回购利率前

5

个月均值仅

为

3.3%

，

6

月为

6.8%

，

7

月至

9

月为

4.0%

，全

年约为

3.9%

。 如按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

0.72%

的水平为下限， 央行给定的

7

天期

利率

7%

的水平为上限， 粗略估算央行目

前的调控目标中枢为

3.9%

左右， 与去年

全年货币市场利率中枢水平基本一致。这

说明，至少在目前货币政策没有进一步加

码迹象。

其次，货币市场利率上限的确定有利

于维持货币市场稳定性，这意味着降低货

币市场利率的波动性。业内人士认为，“提

高货币市场利率中枢”和“加大货币市场

利率波动性”是央行收紧货币政策的两种

方式，降低利率波动性将利于金融机构增

加借短买长期限错配杠杆，可视为货币政

策松动的一种方式。

从中长期看，构建“利率走廊”模式

与推进利率市场化的制度安排相一致。

未来公开市场操作与“利率走廊”有望各

司其职。 公开市场操作将定位为基础货

币管理工具和辅助的流动性调节工具。

稳定短期市场利率的任务主要由 “利率

走廊”完成，为货币政策由数量型调控为

主向价格型调控为主转变提供条件。 从

各国利率市场化经验看， 在利率市场化

后， 很多国家的央行都会从货币供应量

等数量化指标逐步转向通过短期资金利

率等市场化价格工具引导整体利率，进

而实现货币调控目标。

当前， 我国正在利率市场化进程中，

需多项配套改革措施。商业银行面临成本

抬升、风险增大、流动性管理要求提高等

多项挑战，还面临高存款准备金率带来的

“金融抑制”问题。发挥“利率走廊”模式稳

定短期利率、 给予机构更明确预期的作

用，为高存款准备金率“松绑”提供条件，

便于提高商业银行资金使用效率，进一步

推动利率市场化。

此外，与一旦触及“利率走廊”上限金

融机构即可自动无限量融入资金的美联

储调控模式不同，

SLF

试点推出采取限额

管理模式，这与我国存款保险制度尚未建

立有关。 随着存款保险制度建立、商业银

行道德约束强化，“利率走廊”调控模式有

望进一步完善。

“蛇尾” 行情添变数

A股“马首” 唯业绩是瞻

A股27日全天低开低走， 市场成交清淡。 在部分新兴市场货币暴跌、

QE退出预期升温、 汇丰1月PMI初值创六个月新低等多重利空影响下，沪

指跌幅仅有1%左右，且盘中颇具抗跌“韧性” ，不少个股甚至逆市大涨。

业内人士说，多重利空因素交织让A股“蛇尾” 行情出现更多变数，但部分

业绩预喜个股逆市大涨的现象值得关注， 节后马年的开门红包也许就藏

在那些有良好业绩支撑的个股之中。

27日，亚洲主要股指承接欧美股市24日走势，出现大幅下跌。 业内人

士认为，近期市场的避险情绪或明显升温，部分新兴市场股市有可能遭受

更大打击。 （详细报道见A03版）

A04

海外财经

超级充电网已横跨美国大陆

特斯拉提前完成铺设目标

特斯拉的超级充电网建设正在提速，不但分别在美国东西海岸连

成“充电走廊” ，而且已经横跨美国大陆，连接东西海岸。 特斯拉CEO

马斯克26日透露，来自特斯拉的两个车队将于本周末进行一个横跨美

国大陆的特斯拉电动汽车竞速赛，1月31日从洛杉矶出发，2月2日到达

纽约，全程3600英里。

A02

财经要闻

上交所：创新交易机制

释放蓝筹股市场活力

上交所党委书记、 理事长桂敏

杰指出，推进自律监管公开化、透明

化。重点释放蓝筹股市场活力。以优

化结构为重点， 大力推进蓝筹股市

场发展转型。 创新一些特别适合蓝

筹股市场的交易机制。

A08

上市公司

逾半数中小板创业板公司

业绩增长

截至1月28日， 包括新股在内

已有33家中小板和创业板公司披

露2013年年报，还有1004家中小

板和创业板公司披露业绩预告及

快报。 总体来看，约57%的中小板

和创业板公司去年业绩实现增长

或扭亏。

A14

货币/债券

新兴货币纷纷示弱

人民币“独自坚强”

分析人士认为，后市来看，一些新兴市场货币在一段时期内还

将面临波动，而人民币依然存在一定的升值压力，但经济增速下滑、

对外贸易进入均衡水平等因素都预示人民币升值空间缩小，未来人

民币汇率将呈现更多双向波动特征。

新华社、CFP图片 制图/王力

诚至金开1号解决方案出炉

预计自动延期 意向投资者按本金价格受让信托产品投资者受益权

□

本报记者 曹乘瑜 实习记者 刘夏村

中诚信托30亿元“诚至金开1号集

合信托计划” 解决方案27日出炉。 中

诚信托27日临时公告称， 依照信托文

件规定， 中诚信托作为受托人以股权

投资附加回购的方式运用信托资金对

山西振富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进行股权

投资。 目前，中诚信托已与意向投资者

达成一致， 请信托产品投资者与客户

经理联系。

该信托产品投资者获悉， 该信托产

品预计自动延期。投资者可在1月29日之

前签署一份受益权转让授权委托书，按

照信托资金本金的价格向意向投资者转

让持有的优先受益权 （包括与该优先受

益权相关的所有权益）。若不签署则被视

为继续持有信托计划的优先受益权，信

托延长期限将根据信托财产资产处置的

情况而定。

某信托公司高管说，此举可以减少来

自舆论和优先受益人的压力，从而为资产

处置争取更为宽松的时间和环境。

业内人士认为， 这一处理结果保

证本金兑付， 仍可看作是一种刚性兑

付。 但是，按照实际收益率支付收益，

又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刚性兑付的

“潜规则” 。

资料显示，诚至金开1号集合信托计

划2011年2月1日正式成立，由中诚信托

发行，工商银行代销，涉及约700位投资

者，募集总规模30.3亿元，对山西振富

能源集团进行股权投资， 预期收益率

9.5％－11％，信托计划投资门槛300万元。

2012年二季度， 振富集团因账外民

间融资卷入了3笔诉讼案件，公司实际控

制人王于锁、王平彦被警方带走，加上公

司旗下煤矿采矿权纠纷长期难解、 公司

现金流出现问题， 信托计划由此陷入兑

付危机。

随着振富集团旗下煤矿所涉及的采

矿权纠纷和采矿许可证问题在近期得到

解决，中诚信托与意向投资者的谈判很快

达成一致，这一让投资者和金融市场担忧

数月之久的信托兑付危机事件暂时告一

段落。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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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诚信托

“收编”诚至金开1号受益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