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年房地产用地供应

增长26.8%

国土资源部11日发布的2013年国土资源

有关统计数据显示， 去年全国国有建设用地供

应73万公顷，同比增长5.8%。 其中，工矿仓储用

地21万公顷，同比增长3.2%；房地产用地20万

公顷，同比增长26.8%；基础设施等其他用地32

万公顷，同比下降2.9%。 数据显示，去年主要监

测城市地价总体水平持续上涨。 四季度， 全国

105个主要监测城市的综合、商业、住宅、工业

地价分别为3349元/平方米、6306元/平方米、

5033元/平方米和700元/平方米， 环比增长率

分别为2.1%、2.3%、2.6%、1.3%。综合、住宅地价

环比增速较快，商服地价增速放缓，工业地价环

比保持低速增长。 (张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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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11�金融期货交易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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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9468 63671 2262.0 2277.4 2277.6

IF1403 63310 39464 2265.2 2281.0 2280.6

IF1406 6501 12452 2274.8 2284.0 2285.0

IF1409 1222 2046 2275.0 2285.6 2287.0

5

年期国债期货行情

TF1403 2336 3880 92.370 92.526 92.518

TF1406 559 892 92.796 92.978 92.944

TF1409 11 107 93.046 93.146 93.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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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0 1.0 -4.2 9697 79.6 6659

IO1402-C-2400 24.6 7.3 4252 987.3 5078

IO1402-C-2650 3.3 -4.3 4040 148.7 5915

IO1403-C-2200 108.3 11.1 769 816.8 3084

IO1404-C-2150 130.0 7.8 5 6.5 11

IO1406-C-2500 46.6 -36.9 238 133.0 1659

IO1409-C-2300 273.3 0.0 747 2047.3 871

IO1402-P-2050 13.2 0.4 3651 448.3 2278

IO1402-P-2150 55.4 -9.7 2817 1920.5 5949

IO1402-P-2200 67.8 -22.8 2751 2076.5 5476

IO1403-P-2200 20.5 3.4 975 226.1 4909

IO1404-P-2350 23.0 -87.0 80 18.4 5

IO1406-P-2300 118.0 -15.6 90 106.2 385

IO1409-P-2100 133.9 -226.1 50 67.0 229

期债持续盘整

反弹有望再起

11日， 国债期货TF1403合约早盘低开后

盘整，随即一路冲高至92.500元附近，全天强势

整理，尾盘再一步走高，报收92.526元。 从K线

形态上来看， 近期行情陷入窄幅区间整理，均

线略显缠绕。

11日央行的逆回购缺席，但资金利率不升

反降， 使得国债期货行情扭转了此前的下跌，

凸显强势。 整体来看，行情将在盘整后再度向

上突破。

11日， 股指期货IF1402合约略有低开，上

午行情呈现倒V型，午后行情逐步走高，最高触

及2289.2，尾盘略有回落，最终报收于2277.4，

涨0.57%。 当日股指期货主力合约成交599468

手，持仓63671手。 (国泰君安期货 伏威威)

■两会前瞻系列报道之一

十二省政府工作报告预热

新能源汽车料再添“马力”

□本报记者 毛万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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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陕西省将吸引现

代汽车、三星SDI新能源电池等项目落户，江西

省将重点培育锂电及电动汽车等战略性新兴

产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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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力治理环境污染

多个省份将新能源汽车作为防治大气污

染的利器。 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全力

治理大气污染， 压缩小客车年度配置指标，逐

年增加新能源汽车比重， 基本淘汰黄标车，鼓

励购买新能源汽车。 上海市政府工作报告提

出，将推动分布式供能系统发展，支持新能源

汽车推广应用。 广东省将重点发展新能源汽

车、高效节能电机等产业。

天津、山西等省份将推进国家新能源汽车

推广应用示范城市建设列入今年政府工作重

点。 财政部已于去年12月与今年2月发布了两

批新能源汽车推广示范城市名单。

从地方两会的提法来看，公交将成为新

能源汽车大显身手的重要领域。 广东省提

出，将在有条件的市推进公交电动化。 辽宁

省将大力推广绿色交通，新增城市公交车和

出租车力争采用新能源汽车。 业内人士认

为，发展新能源汽车是解决环境污染的有效

手段。

日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赴西安调研比亚

迪，国务院副总理马凯赴深圳、合肥、芜湖分别

调研比亚迪、江淮、奇瑞等汽车企业。业内人士

预计，未来新能源汽车的政策扶持力度将进一

步加大。

整车、电池发展提速

多个省份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抓住大

规模环境建设的契机，做大新能源、电动汽车

等节能环保产业。 其中，中西部地区省份对此

尤为踊跃。

青海省提出，延伸循环产业链，着力在新能

源等领域加快打造产业集群，扩大新能源汽车等

消费需求，促进消费升温升级。 广西自治区将加

快培育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宁

夏自治区将在风能、光能富集地区建设一批规模

化新能源电站， 建成国家新能源综合示范区，将

于近日出台相关规划提出扩大节能新能源汽车

等节能和新能源装备的消费市场。内蒙古自治区

将加快发展新能源、稀土新材料等产业，加强新

能源等重点产业领域关键共性技术攻关。

据不完全统计，河北、山东、广东、湖南等

20个省份在“十二五” 新能源汽车规划中确立

了到2015年新能源汽车产能的发展目标，合计

达501.5万辆。 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数据，去

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量仅1.75万辆，与各地规

划相比缺口巨大。 业内人士预计，今明两年各

地新能源汽车将进入爆发式增长期。

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将提振对碳酸锂的需

求。锂电池具备比能量高、循环寿命长、自放电

率小、无记忆效应等优势，是目前新能源汽车

尤其是电动汽车电池的首选。 从地方两会来

看，除整车生产外，电池也成为新能源汽车产

业链中引人瞩目的环节。

陕西省提出，将吸引现代汽车、三星SDI新

能源电池等项目落户。 韩国三星SDI已在春节

前夕与陕西省政府、 安庆环新集团签署备忘

录，计划在5年内分阶段投资约6亿美元打造中

国最大规模的汽车动力电池生产基地。项目将

于今年下半年开工，明年投产。

江西省提出，将重点培育锂电及电动汽车

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江西锂矿、稀土资源丰富，

可为生产锂离子动力电池提供坚实原料支撑。

江西制定的新能源汽车及动力电池发展规划

提出，要以混合动力汽车、纯电动汽车为重点

研发生产新能源汽车，以磷酸铁锂、锰酸锂动

力电池为重点研发生产动力电池，大力研发生

产富锂锰基、三元正极材料、贮氢合金粉等动

力电池的原材料产品。

充电桩建设铺开

财政部日前进一步明确新能源汽车的财政

补贴政策，打消了市场对补贴期限的疑虑。业内

人士指出，除中央财政补贴外，推广新能源汽车

更需要各地对基础设施建设的规划与投入，这

将给输电设备、充电站建设行业带来机会。

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加快发展新

能源汽车产业， 做好充换电设施的规划建设。

北京已有电动汽车充换电站65座，包含充电桩

1048台，另有零散桩216台，充电桩合计1264

台， 累计提供充换电服务31.90万次， 充电量

1160.24万度，服务里程1873.29万公里。 据财

政部公布的首批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城市规

划，北京未来将建设5座大中型充换电站、3.57

万个充电桩以及1-2个燃料电池车辆加氢站。

天津市到2015年将建成换电站41座、整车

充电站5座、电池集中充电站1座、电池配送站6

座、交流充电桩1680个、加气站74座。重庆市将

建设5座综合充电站、11座快速直流充电站、

275个慢充充电桩。

业内人士预计，如何解决新能源汽车推广

过程中的各种障碍有望成为今年全国两会的

热议话题。 在去年的全国两会上，围绕新能源

汽车的讨论曾在代表、委员中掀起小高潮。 全

国人大代表、北汽集团董事长徐和谊当时曾呼

吁，充电设施建设应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政府、

学校、企事业单位、酒店等，只要有条件、有停

车位的，都应该主动建设充电设施。

新华社图片

新三板隐形门槛

□本报记者 顾鑫

春节刚过， 北京某券商负责新三板业务的

高级经理邱晓（化名）就忙碌起来。“很多企业联

系我，想在新三板挂牌，我的手机都快打爆了。 ”

他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现在我们的工作方式

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前需要到处举办讲座、搞培

训，向企业介绍在新三板挂牌的好处，而现在不

用再这么辛苦地拉客户了， 有很多企业主动找

上门来。 ”

由于企业挂牌需求上升， 邱晓所在的券商

提高了要求。“虽然企业上新三板的门槛名义上

很低，一度有人担忧太多的差劲企业会混进来，

但现在要挂牌的好企业越来越多， 我们已经按

照创业板的财务标准挑选企业。 ”他表示，这样

做既有利于企业将来转赴创业板以及并购等业

务的开展，也有助于降低主办券商的风险。

邱晓打了一个比方说：“新三板挂牌企业和

主办券商之间的关系一旦确定，就像男女双方结

为夫妻，不能轻易更换。如果企业被发现有问题，

主办券商要负连带责任。 ”他担忧，未来挂牌企业

达到一定数量后，可能迎来一场财务核查。 新三

板扩容以来，为了争抢市场份额，各家券商的场

外业务部门都是高强度工作，在尽职调查和持续

督导等方面难免会存在疏漏， 甚至可能重量轻

质，有的机构在财务核查时很可能会“中枪”。

像邱晓所在的券商那样提高企业准入门槛

并非个案，北京一家拟在新三板挂牌企业的董事

长陈先生近日就碰了“钉子”。 “在与券商的业务

经理聊了一通之后，我被告知当前还不适合去挂

牌。 ”陈先生介绍，其公司的主业是经营幼儿园，

下一步要拓展其它教育培训类业务。公司每年盈

利约

100

万元，而如果在新三板挂牌，向中介机构

支付的费用少说也有

100

多万元， 与其投入这么

多资金来挂牌，还不如用于扩大经营规模。

陈先生透露， 虽然地方政府对挂牌企业会

给予补贴，使挂牌成本看上去很低，但企业要真

正拿到补贴还要费一番工夫。挂牌以后，企业需

要承担的中介机构和股转系统的服务费加起来

每年也有几十万元。 企业在改制过程中要补缴

税费，在现阶段引入战略投资者的成本也不低。

“所以， 还是等企业发展到更大一些的规模时，

再启动挂牌程序， 那时候战投入股的价格将更

加合理，实际控制人的股权不会被稀释太多。 ”

根据相关规定，新三板不设财务门槛，申请

挂牌的公司可以尚未盈利， 只要是股权结构清

晰、经营合法规范、公司治理健全、业务明确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股份公司， 均可以经主办

券商推荐申请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南方

某大型券商场外业务的负责人表示， 新三板对

挂牌企业的要求看上去很低， 但企业如果要真

正达标，必然要付出一定的成本，不能承受这一

成本的企业自然会望而却步。 即使能够承受该

成本，企业如果得不到主办券商的认可，也不能

成为挂牌企业。 同时，供需关系也在发生变化。

他说：“企业登陆新三板的热情已被激发出

来，挂牌需求与主办券商服务能力之间的对比关

系正在逐渐发生变化，券商自然要对企业进行挑

选。 目前，创业板上市企业的财务指标远远超过

监管要求的财务门槛，也是这个道理。 ”统计数据

显示， 新三板今年新挂牌企业预计将达约

1400

家，到

2017

年累计将有约

7000

家企业挂牌，而国

内工商企业有

1300

万家，股份公司有

3

万家。

该负责人表示， 按照创业板的财务指标来

为新三板“选秀”只是目前部分券商的做法。 券

商重视的不仅是财务指标。 “整体而言，券商越

来越重视企业的成长性。 即使企业的财务指标

达到在创业板上市要求， 如果未来发展前景黯

淡，券商也不一定会帮它在新三板挂牌。 反过来

说，如果企业现阶段亏损但未来成长性很好，我

们会帮助其改制、 引入战略投资者并向股转系

统申报材料。 ”

1月投资者信心指数降至46.8

大盘抗跌指数仍保持在50以上

□本报记者 倪铭娅

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公司在中国证券

报独家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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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报告认为，1月的调查显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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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各项子指数而言，1月国内经济基本面和

国内经济政策指数下降17.8和13.8； 大盘乐观、

大盘反弹和大盘抗跌指数分别下降10.5、5.6和

7.4， 但大盘抗跌指数仍保持在50的中性值之

上，达到54.6。

担忧经济基本面

调查显示，1月国内经济基本面指数为42.8，

较去年12月下降17.8。 调查报告认为，1月制造业

PMI数据呈回落走势，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经

济复苏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实体经济仍面临一定

困难，投资者对国内经济基本面的信心也受到影

响。投资者对国内经济政策有利于股市的信心也

有所下滑。 1月国内经济政策指数为48.9，较去年

12月下降13.8。 报告认为，面对实体经济的困难，

政府依靠大规模投放货币来拉动经济的可能性

较小， 预计货币政策将长期维持稳中偏紧的态

势。同时，目前宏观经济正处于转型期，改革政策

相对密集， 利率市场化初期利率上升的趋势明

显。 在这种情况下，股票市场还不具备全面上涨

的基础，投资者信心也有所下滑。

此外， 投资者对国际经济和金融环境的信

心有所下降。 1月国际经济和金融环境指数为

36.3，较去年12月下降8.9。 调查报告认为，受美

国股市连续受挫的影响，1月全球市场持续疲

软。 同时，投资者担忧美联储继续实施QE削减

计划可能给新兴经济体带来损害。

股票估值指数微降

调查显示，1月股票估值指数为59.0，较上月

小幅下降0.2。 有39.54%的受访者认为，目前中国

股票价格低于其真实价值或合理的投资价值；有

19.73%的受访者认为差不多； 有24.50%的受访

者认为目前股票价格高于其真实价值或合理的

投资价值；有16.23%的受访者回答“不确定” 。

投资者对大盘向好的信心也有所下降。 1

月大盘乐观指数为45.4，较去年12月下降10.5；

大盘反弹指数为39.9，下降5.6；大盘抗跌指数

为54.6，下降7.4。 其中，认为上证综指未来1个

月会上涨的受访者占24.67%， 预计未来3个月

会上涨的占31.02%，而去年12月这两个指标分

别为32.64%和40.13%。 有27.61%的受访者看

好未来6个月内的中国股市， 看跌的投资者则

占30%。

■

感性财经 Feature

发改委：推动振兴东北

老工业基地政策出台

发改委11日发布消息称，今年将协调推动

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政策文件出

台，协调推进东北地区农业、生态和基础设施建

设，推进跨省区重大能源、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推动老工业基地加

快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探讨金融支持老工业

基地调整改造新途径， 加快推进国有林区和垦

区改革。

发改委提出， 组织实施东北振兴重大创新

工程， 深入开展老工业基地振兴科技引领行动

计划；研究支持老工业基地发展现代服务业；出

台并组织实施城区老工业区搬迁改造指导意

见，继续组织实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投资专项，

做好城区老工业区搬迁改造试点； 落实滞缓衰

退型老工业城市纳入资源枯竭城市财政转移支

付政策。 (陈莹莹)

1月新台币

实际有效汇率创新低

台北外汇市场发展基金会11日公布，1月

新台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为99.54， 创7个月新

低，说明与主要贸易对手相比，新台币汇率“贬

多升少” ，有助于提振台湾出口的竞争力。 专家

分析，估计今年新台币汇率可望作别“2”字头，

甚至有可能向31元大关迈进。

(台湾《经济日报》供本报专稿)

环保部：抓紧编制

《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环境保护部副部长翟青11日在国新办举

行的2013年环保工作进展情况新闻发布会上

表示， 今年将着力解决影响科学发展和损害群

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在贯彻落实“大气十

条” 的同时，抓紧编制《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和《土壤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行动计划》，努力

改善生态环境质量。

目前各地、各部门正在全力落实《大气污

染防治行动计划》。 近期环保部会同有关部门

细化分解梳理了22项政策措施，包括6条能源结

构调整政策、10项环境经济政策、6个方面的管

理政策。 近期国务院将审议这22项政策措施。

翟青表示， 目前水污染物排放量远远超过

环境容量，必须削减30%至50%，水环境才会有

根本性改变。环保部会同有关部门，按照国务院

要求正在编制《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待进一

步修改完善后将报请国务院审议。 (顾鑫)

经济转型强化华尔街映射效应

（上接A01版）反观新兴成长产业中的中

小盘个股，由于具备较强的灵活性和后发优势，

有望借助转型“东风”实现快速增长，因此诞生

牛股的机会更高。近年来，众多海外企业和新技

术引领着国内科技前进的步伐和市场关注的热

点，了解和学习海外企业的商业模式、资本运作

经验等， 有助于投资者更好地理解国内新兴行

业企业未来的价值增长动力。 可以说，结构转型

将令华尔街映射效应进一步强化。

具体而言， 美股对

A

股的映射效应通过三

条渠道实现。 一是业务关联，这主要存在于具

备合作或供应关系，业绩能够受到实质性影响

的公司之间，如

A

股市场上的苹果产业链、三星

产业链个股等。 此外一些具备间接或者潜在供

应关系的个股也值得关注，如特斯拉产业链相

关股等。

二是概念关联， 这主要存在于具备突破性

技术潜在研发和生产能力的公司之间。 一般来

说，新技术、新材料的问世和推广，能够带动持

续的技术研发突破和整合， 甚至潜在的政策倾

斜， 这有利于具备潜在技术研发能力的公司培

育新的业务增长点。

三是商业模式关联，这在互联网领域尤为

突出。 在中国，大批互联网公司的商业模式都

直接复制美国，而相比于美国，中国市场的潜

在规模更大，增长速度更快，这为一些具备优

秀商业模式的互联网企业提供了巨大发展机

会。如

A

股市场上乐视网，其商业模式与美国流

媒体巨头奈飞公司高度类似。

2013

年，奈飞股

价累计上涨

300%

，领涨标普

500

成分股。乐视网

去年涨幅达

314%

，也是

A

股市场上表现最好的

股票之一。 这充分显示了商业模式关联带来的

股价联动效应。

在当前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 战略新兴产

业对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

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具备优秀创新能力和商业

模式的新兴企业有望持续成为市场热点， 华尔

街映射效应也将在一段时间继续发挥作用。 不

过，投资者还需仔细甄别美股映射带来的机会，

一些“捕风捉影”式的纯炒作往往令相关股票价

格突然拉升，但持续性一般。 一旦美股中相关题

材热度降温，往往也意味着

A

股中该类题材炒作

结束。 在具体操作中，投资者应把握好节奏，严

格区分“题材炒作”与“价值投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