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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伦：美联储将维持宽松货币政策

本报记者 张枕河

新任美联储主席耶伦11日在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就货币政策和经济前景作证词时表示，美联储将保持货币政策的

连续性，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维持目前超低利率的宽松货币政策。耶伦支持美联储当前的货币政策，认为其能够帮助美国进一步

实现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

对于市场关注的削减量化宽松（QE）规模问题，耶伦再度强调，QE削减并没有一个既定的“路线图” ，如果美国的就业市场持

续改善，通胀水平也在逐渐接近目标，整体经济持续复苏，美联储将继续审慎地、稳步地削减月度资产购买规模。 在结束购债后，美

联储仍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维持宽松货币政策。

耶伦指出，美国就业市场复苏远未完成。 在评估劳动力市场时，美联储必须考虑更多指标，而不仅仅是考虑失业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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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博士后工作站成立于

2010

年

8

月， 旨在为中国资本市场培养优秀高层

次科研人才。

2011

年首批博士后进站，现已招收

3

届共

31

名博士后。中金所博士后工作站提供优越

的研究环境及工作条件，交流学习机会多，资料

信息数据库齐全，与国内外知名金融机构、高校

等建立了广泛的研究信息交流平台，为博士后未

来的科研和职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现面向社会

公开招收

2014

年博士后研究人员。

一、招收条件

1．

遵纪守法，品学兼优，身体健康；

2．

最近三年在国内、外获得博士学位或进站

前可获得博士学位者，具有经济学、管理学、金融

学、会计学、统计学、法学、应用数学、计算机等专

业背景；

3．

年龄一般不超过

35

岁；

4．

全脱产在本站进行博士后研究工作；

5．

同等条件下，有证券期货从业经验者优先。

二、博士后研究课题及招收数量

本年度拟招收博士后

8

人，申请者可从以下课

题中任选一至两项课题申报，也可不局限于此：

海外金融期货市场结构与交易所行业竞争

格局研究

金融衍生品交易所对外开放与国际化竞争

研究

金融期货市场功能发挥与应用研究

金融期货市场投资者结构与交易行为研究

金融期货市场法律制度研究

金融衍生品交易所风险管理机制研究

金融期货市场监管体系研究

金融期货市场交易机制研究

金融期货市场结算机制研究

金融衍生品交易所技术系统建设研究

场内股权类衍生产品创新研究

场内利率类衍生产品创新研究

场内汇率类衍生产品创新研究

场外金融衍生品市场集中清算研究

三、报名要求与联系方式

1．

请于

2014

年

3

月底前向本站提交申请材料：

（

1

）中金所博士后申请表；

（

2

）两位本学科领域博士生导师的推荐信（一

位必须是本人的博士生导师。 入站办理手续时使

用纸质版）；

（

3

）拟选课题研究计划书（

5000～10000

字左

右

,

格式不限，每人最多可选报两个课题，每个选

报课题必须提供研究计划书）；

（

4

）博士研究生毕业证书和博士学位证书复

印件或

2014

年博士毕业的证明材料；

（

5

）博士论文、两篇代表作（应届毕业博士生

可不提交博士论文）；

（

6

）以上所提供材料均须为电子版，发送至：

postdoctor@cffex.com.cn

。

2．

本站采取“公开考试、公平竞争、择优录取”

的方式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 初审合格者将参加

笔试和面试。 考试相关费用由本所承担，考试具

体时间另行通知。

3．

联系方式

咨询电话：

021-50160883

021-50160564

E-mail:postdoctor@cffex.com.cn

◆ 2008年11月，QE1推出，购买

总额1.55万亿美元国债和 “两房” 机

构债券。

◆ 2010年11月，QE2推出，买入

6000亿美元长期国债。

◆ 2011年9月， 推出总额4000

亿美元的扭转操作。

◆ 2012年9-12月，QE3推出，

月度购买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及长期国

债850亿美元。

◆ 2013年12月，QE削减， 月度

资产购买规模缩减至750亿美元。

◆ 2014年1月，QE继续削减，月

度资产购买规模缩减至650亿美元。

经济转型强化华尔街映射效应

□

本报记者 杨博

节后

A

股市场上，特斯拉、蓝宝石、氢

能源等概念风起云涌，美国股市对

A

股市

场的映射效应再次凸显。 事实上，过去一

年中这一效应屡试不爽，从“苹果皮”到特

斯拉， 从可穿戴设备到智能家居，

A

股市

场上对新技术和新材料概念的轮番炒作

热度不减。

在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趋势下，

A

股投

资者视野越来越国际化， 主题投资呈现全

球化特征， 美股部分行业个股的异动往往

成为

A

股主题投资的风向标。 不过，从根本

上来看，华尔街映射效应大放异彩，更主要

还是受到美国经济“再工业化”带来的技术

创新潮， 以及中国经济转型中涌现出的新

兴产业借鉴美国发展模板等因素的影响。

从历史经验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

新兴经济体， 无一不是通过经济转型、产

业结构升级来实现持续快速发展的。特别

是随着技术创新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

化越来越快，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成为全

球经济复苏的主要驱动力。 金融危机后，

美国力主发展高端制造业和新能源产业，

科技领域的新成果不断问世，并获得资本

市场的认可和追捧。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

结构转型持续推进，新兴产业获得巨大发

展机遇，美国的科技创新为中国新兴产业

的发展提供了借鉴样本。

中长期来看，在国内推进改革、经济整

体增速放缓的背景下， 传统产业被迫升级

转型，投资机会相应缺失。（下转A02版）

天津自贸区开放力度或超预期

上半年获批可能性较大

□

本报记者联合报道

中国证券报记者日前获悉，天津自贸

区上半年获批可能性较大，开放力度有望

进一步加大。 一方面，开放区域范围或远

大于此前市场预期，有望包括整个滨海新

区和港口，不仅限于东疆区域；另一方面，

为进一步促进投资与服务贸易便利化，在

金融和行政审批方面有望进一步对天津

自贸区放权。

天津市委已将 “大力推进投资与服

务贸易便利化综合改革和创新” 作为

2014年工作重点的第一项。 而此前天津

对2014年最重要的工作的表述则是 “积

极建设自由贸易实验区” 。 综合来看，天

津自贸区开放力度有望超过预期。有关方

面希望天津作为中国北方最重要的港口

城市， 在新一轮改革开放中争当领军者、

排头兵，积极探索促进投资和服务贸易便

利化综合改革试验。

天津市委日前召开的常委会议就综

合改革试验区将突出贸易自由、 投资便

利、金融服务完善、高端产业聚集、法制运

行规范、监管透明高效、辐射带动效应明

显等内容进行了讨论。 天津市委书记孙

春兰强调，在新一轮改革中，天津要实现

新的突破，关键是进一步解放思想，视野

更宽一些，境界更高一些，胆子更大一些，

步子更快一些，推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

的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

天津市副市长、滨海新区区长宗国英

表示，按照中央、国务院的要求，滨海新区

将建立具备天津特色的综合改革创新区，

集成海港、空港、物流园区、自主创新示范

等优势。

目前，滨海新区正大力推进市政设施

建设，2014年固定资产投资至少达5700

亿元，将推动海空港、综合交通、能源保

障、信息化四大类基建，启动航运码头、轨

道交通、清洁能源等项目。

蓝筹股稳定市场

成长股负责赚钱

短期内市场风格和逻辑并未出现根本性转

变，预计主板蓝筹股反弹难以持续，但将对行情的

稳定形成支撑，成长股分化料将延续，但依然具备

较为丰富的结构性机会。

A08

机构天下

万亿移动支付痛点遭猛踩

互联网金融陷转化疑云

移动支付已成互联网金融下一个“兵家” 必争之地，不甘寂寞

的各方诸侯也是你方唱罢我登台。 不过，在互联网公司、金融机构、

电信运营商、手机制造商等各方混战移动支付之际，免不了要面对

一场高级“扫雷” 。

马年经济或无牛市

甲午改革料存良机

今年中国经济在化解过剩产能、 防控地方融

资平台风险等领域面临挑战。同时，挑战之中也蕴

含机遇，金融改革、国企改革有望深入推进，这将

为相关行业的发展打开空间。

新华社、IC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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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今起推出“两会前瞻系列报道”

新能源汽车料再添“马力”

今年地方两会已召开完毕，新能源汽车成为热点话题。 截至10

日，31个省（市、自治区）的政府工作报告已全部公布，其中，21个

省份表示今年将重点发展新能源产业，12个省份将大力发展新能

源汽车。业内人士预计，在治理雾霾、特斯拉示范效应等多重因素的

推动下，新能源汽车有望成全国两会的热议话题，整车、电池、充电

桩将是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三大亮点。

A09

公司新闻

王府井联姻腾讯

情人节定情“微信购物”

王府井公告， 公司近日与腾讯

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双方结

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将在微信公

众平台商户功能、 微信支付服务上

开展合作。

新任美联储主席耶伦11日在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

员会就货币政策和经济前景作证词时表示，美联储将保持货币

政策的连续性，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维持目前超低利率的宽

松货币政策。 耶伦支持美联储当前的货币政策，认为其能够帮

助美国进一步实现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

对于市场关注的削减量化宽松（QE）规模问题，耶伦再度

强调，QE削减并没有一个既定的“路线图” ，如果美国的就业

市场持续改善，通胀水平也在逐渐接近目标，整体经济持续复

苏，美联储将继续审慎地、稳步地削减月度资产购买规模。 在结

束购债后，美联储仍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维持宽松货币政策。

耶伦指出，美国就业市场复苏远未完成。 在评估劳动力市

场时，美联储必须考虑更多指标，而不仅仅是考虑失业率。

美联储将维持宽松货币政策

□本报记者 张枕河

A06

海外财经

MWC料成移动终端新品“秀场”

在国际消费电子展 （CES） 刚落幕不久， 移动世界大会

（MWC）又将如约而至。 如果说CES带来的是“大而全” 的泛消

费电子产品，那么MWC提供的则是一个更注重“小而精” 纵向发

掘通信领域的“大舞台” 。 分析人士认为，此次盛会将为以智能手

机为代表的移动终端行业未来的趋势指明方向。

A13

衍生品/对冲

金融板块

二月融资大转向

1月份金融服务板块出现5.88

亿元的融资净偿还， 但进入2月份，

该板块融资净买入额达12.32亿元，

或意味在市场情绪转暖的背景下，两

融资金开始布局金融股反弹。市场人

士表示，在基本面企稳、资金压力缓

解的背景下，金融股短期的估值修复

行情可期。

A02

财经要闻

1月投资者信心指数

降至46.8

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公司

调查报告显示，1月投资者信心指数

为46.8，自去年9月以来首次低于50

的中性值。 投资者对于改革的预期尚

未完全在现实中得到回应，政策落地

尚待时日，市场做多力量仍显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