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头版写意图片头版写意图片

CHINA SECURITIES JOURNAL

中国保监会指定披露保险信息

中国证监会指定披露上市公司信息

中国银监会指定披露信托信息

新华网网址

: http : / /www .xinhuanet . com

新华通讯社主管主办

A叠 /�新闻 24�版

B 叠 /�信息披露 28 版

本期 52 版 总第 5964 期

2014 年 2 月 18 日 星期二

可 信 赖 的 投 资 顾 问

更多即时资讯请登录中证网 www.cs.com.cn 更多理财信息请登录金牛理财网 www.jnlc.com

中国证券报微信号

xhszzb

中国证券报微博

http：//t.qq.com/zgzqbs

牛基金

APP

金牛理财网微信号

jinniulicai

责任编辑：吕 强 版式总监：毕莉雅

图片编辑：刘海洋 美 编：韩景丰

地址:北京市宣武门西大街甲 97 号

邮编:100031���电子邮件:zzb@zzb.com.cn

发行部电话:63070324

传真:63070321

本报监督电话:63072288

专用邮箱:ycjg@xinhua.cn

国内统一刊号:CN11-0207

邮发代号:1-175����国外代号:D1228

各地邮局均可订阅

北京 上海 广州 武汉 海口 成都 沈阳

西安 南京 长春 南宁 福州 长沙 重庆

深圳 济南 杭州 郑州 昆明 呼和浩特

合肥 乌鲁木齐 兰州 南昌 石家庄 哈尔滨

大连 青岛 太原 贵阳 无锡同时印刷

中国证券报·中证网 中证面对面

时间：今日 16:30-17:30

嘉宾：

南方基金首席策略分析师 杨德龙

圆融方德高级研究员 尹国红

A

股春季攻势能持续多久

纳指5年涨220%

互联网新贵异军突起

� � � �上周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创14年新高。 在经历

科网泡沫破灭后，纳市领头羊已变为谷歌、脸谱、

亚马逊等颇具“软实力” 的互联网公司，以及苹果

这类“软硬通吃”的科技新贵。

A04

分级基金A份额迎来小阳春

� � � � 在流动性回暖等因素推动下， 债券市场近

期迎来反弹，分级基金A份额纷纷上涨。春节后，

截至2月14日，39只标准指数股票型分级A份额

平均上涨2.07%。

A06

A07

上市公司

苏宁云商获保险代理牌照

� � � �苏宁云商已获批保险代理牌照，成为商业零售领域第一家具有

全国专业保险代理资质的公司。 公告显示，苏宁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由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第二大股东苏宁电器集团共同出

资设立，注册资本1.2亿元。

地方政府将被赋予更多先行先试权限 金融机构料进一步参与其中

土地改革有望加快推进

□

本报记者联合报道

随着各地密集启动土地改革措施，土

地改革将在两会前后迎来重要窗口期。中

国证券报记者近日获悉，国土资源管理部

门正在研究土地改革思路框架和试点工

作方案，拟报批后实施。 由于土地改革与

城镇化进程息息相关，因此，业内人士普

遍预期，上述方案将很快出台。在两会后，

土地改革相关政策可能将有所突破。

未来土地改革大方向已逐渐明确。 其

中，地方政府将被赋予更多先行先试权限，

地方试点将呈“多点开花”局面。在土地流

转过程中，银行、信托等金融机构将在土地

评估、抵押贷款等方面进一步参与其中。

部分土改政策或破局

2014年以来，有关推进土地改革的尝

试逐渐增多。 从各地披露的信息不难看

出，不少地方政府已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

地流转、征地制度改革、宅基地使用登记

制度等领域先行启动试点，土地改革试点

范围正不断扩大。

在已结束的地方两会上，各省份对今

年土地改革相关目标、 路径等作出部署。

分析人士认为，今年土地改革将呈“多点

开花” 局面。

全国两会召开在即，政策层面有望迎

来利好。 业内人士认为，全国两会通常是

各项政策突破口。 今年两会期间，土地改

革将受广泛关注。 若推进顺利，部分政策

可能在两会后实现破局。

从改革路径上，土地改革大原则已确

定。 在2014年全国国土资源工作会议上，

国土资源部部长姜大明提出， 要守住底

线、试点先行。（下转A02版）

■ 两会前瞻系列报道之三

在政策扶持下，新能源汽车产业规模和技术水平有望快速提升

国内车企欲赶超特斯拉

特斯拉Model� S电动车一经在国内预售就成为消费者眼中的焦点，这让

国内车企艳羡不已，尽管国内新能源汽车发展多年，可商业化推广一直举步

维艰。

要说谁有希望成为中国版的特斯拉，人们最可能联想到的是比亚迪。 业内

人士认为，在补贴、减税等政策扶持下，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规模和技术水平有

望快速提升。比亚迪在电池、电机和电控等硬件技术方面有多年积累，但与特斯

拉的智能化、充电站网络等“软实力”相比仍有差距。

尽管如此，比亚迪拥有纯电动汽车核心技术。 随着性能、安全性不断提升，

比亚迪有利用后发优势实现赶超特斯拉的可能。 比亚迪高管透露，该公司

的磷酸铁锂电池能量密度目前已逐渐提升到135wh/kg，技术进步让

动力电池竞争存在悬念。（详细报道见A09版）

A02

财经要闻

《土壤环保行动计划》

近期将上报

� � � � 消息人士表示，《土壤环保行

动计划》 已在环保部专题会议上

通过最后审议， 将于近期正式上

报。土壤污染防治法也有望在今年

正式颁布实施。一系列政策将推动

国内土壤修复产业全面启动。

终结信托违约“兜底” 尚需惊险一跃

□本报记者 张朝晖

吉林信托陷入兑付危机。在经济增速

下行背景下，此类问题将不断浮现，刚性

兑付这一信托魔咒终将被打破。影子银行

市场“野蛮生长”并迅速扩大，其根源在于

对市场风险的零容忍，价格与风险无法匹

配导致金融价格信号失真，参与各方在无

视金融风险下的盲目扩张最终将可能引

发中国版的“次贷”危机。

其实，信托项目出现违约本是正常的

事情，正如银行不良贷款一样，在法律信

托关系上，信托财产不属于信托公司固有

财产， 也不属于信托公司对受益人的负

债， 因此信托公司没有产品兑付义务，也

未进行严格的资本管控和提取充足的风

险准备。

但现实是，在信托业存在刚性兑付的

潜规则。有统计显示，

2012

年以来，出现违

约风险的信托产品共有

20

款。但最终所有

项目完成刚性兑付，采用手法不外乎是用

“时间换空间”。 在今年流动性预期偏紧、

我国经济增速下行、信托管理资产规模快

速上升大背景下，信托行业将难以支撑持

续的刚性兑付，这种拖延式魔术玩法终将

露出马脚。

首先， 信托计划的期限大多在

2

年左

右，

2012

年以来的信托计划将集中到期。

据测算，

2011

年单季平均发行量在

8000

亿

元左右， 而

2012

年单季发行在

1.13

万亿

元，

2014

年到期兑付压力较

2013

年显著增

长。根据

2013

年我国信托业三季度统计数

据， 信托行业净资产

2356

亿元却支撑着

10.13

万亿元的信托资产， 杠杆率升至

43

倍。此外，

2009

年以来，单一信托规模越来

越大。 像诚至金开

1

号的优先级规模高达

30

亿元的情况并不鲜见，再加上复杂的债

务关系，寻求拍卖处置资产难度较大。

刚性兑付戏法无外乎找到增量资金

兜底，局部、单点式的风险可让股东方或

资产管理等专业公司接盘并处置资产，但

一旦经济增速下滑压力加大，系统性风险

显现，矿权、土地拍卖不一定能由时间换

来需要的空间。（下转A02版）

万向集团溢价6倍

收购美国新能源车企

A09

A10

市场新闻

百元股变迁

强化“新” 逻辑

� � � � 分析人士表示， 百元股的变迁

体现出市场偏爱新兴产业的 “新”

逻辑。 在行业景气度提升和改革深

入推进的背景下， 新兴产业股仍将

是强势牛股的聚集地。

■

今日视点 Comment

广汽集团携手中科院

开发“无人驾驶”技术

A09

A05

机构天下

网贷身陷危情时刻

联盟四起“占山为王”

� � � �一边是动辄20%以上的收益率， 令网贷参与者欲罢不能；一

边是数十家网贷平台倒闭、老板跑路、提现困难凸现，甚至牵涉到

非法集资、 洗钱……围绕网贷的全国性监管办法尚在制定之中，

部分地区已开始尝试相关监管和自律，各地联盟、协会四起，争夺

话语权。

A03

焦点

互联网加速渗透

“企鹅”概念走俏

� � � �分析人士指出，在移动互联和大数据时代，互联网企业通过开

放式平台正逐步渗透餐饮、教育、旅游等领域，并迅速将其影响力从

一线城市扩散至二三线城市。以腾讯为代表的IT大佬需要不断推陈

出新，将这场互联网革命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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