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宏任：探索完善中小

企业多层次融资体系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朱宏任25日表

示，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等问题，我国将进一

步探索建立完善符合中小企业特点的多层次融

资体系。朱宏任提出的建议包括强化政策导向，

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小微企业扶持力度， 继续

改善信贷环境等。

据悉，为有效促进产融结合，搭建中小企业

与金融机构的合作，由多部委推动举办的“第

二届中国中小企业投融资交易会” 将于7月7日

在北京举办。 (刘国锋)

券商流动性覆盖率

年内应达80%

中国证券业协会25日发布《证券公司全面

风险管理规范》及《证券公司流动性风险管理

指引》， 规定证券公司的流动性覆盖率和净稳

定资金率应在今年12月31日前达到80%，在

2015年6月30日前达到100%。

其中，《证券公司全面风险管理规范》规定，证

券公司应当建立健全与公司自身发展战略相适应

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制定并持续完善风险管理制

度，明确风险管理的目标、原则、组织架构、授权体

系、相关职责、基本程序等。 规范自3月1日起施行。

《证券公司流动性风险管理指引》则规定，

证券公司的流动性覆盖率和净稳定资金率应在

今年12月31日前达到80%， 在2015年6月30日

前达到100%。证券公司的流动性覆盖率应不低

于100%，以确保证券公司具有充足的优质流动

性资产，能够在规定的流动性压力情景下，通过

变现这些资产满足未来至少30天的流动性需

求。 证券公司的净稳定资金率应不低于100%，

以确保证券公司减少资金运用与资金来源的期

限错配，增加长期稳定资金来源，满足各类表内

外业务对稳定资金的需求。 (蔡宗琦)

有序发挥互联网金融

“鲶鱼效应”

（上接A01版）当然，资金从银行存款流向

银行体系外理财产品， 客观上造成银行低成本

资金来源减少，但是，目前各种互联网金融产品

的规模尚小，不足以抬高银行整体负债成本，更

重要的是，在利率市场化大潮中，即便没有各种

“宝”，资金也将流向收益更高的资产领域。

“宝宝”们对于金融市场生态的鲶鱼效应正

在显现。 一方面，引发银行对经营理念、产品革

新、渠道推动新的思考。银行需要考虑，产品如何

满足不同客户的投资需求？如何提高业绩更好地

留住客户？ 如何提高产品使用便利性？

另一方面，“宝宝”们倒逼加快利率市场化进

程，提前为银行加强风控水平敲响警钟。 利率市

场化将对银行的风险管理能力带来极大挑战，出

于追逐利润的目的，资金会在银行之间、银行和

资本市场间频繁流动。 存款稳定性降低，会给商

业银行带来潜在的流动性风险。而“宝宝”们提前

让银行感受到了这一冲击。

“宝宝”们有没有风险，监管有无缺位？目前，

其所面临的风险也是其他货币型基金所共有的

风险，即当规模足够大时能否保证兑付赎回？ 技

术环节是否安全？ 正如央行副行长刘士余所说，

对互联网金融进行评价，目前尚缺乏足够的时间

和数据支持，因此要保留出一定的观察期。 对互

联网金融的全面、客观评价，仍有待于将来。在诚

实守信的前提下，一切有利于包容性增长的金融

活动、金融服务，都应该受到尊重。 现阶段，在监

管原则上，要鼓励互联网金融创新和发展，包容

失误，为行业发展预留一定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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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深300股指期权仿真交易主要合约情况表

一、投资部 投资经理(1-2 名)

岗位要求：

1、重点院校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具有扎实的经济、金融证券、财

务等领域理论知识，具有相关行业复合专业背景者优先；

2、具有 3 年以上的证券投资和研究经历,有优秀的过往投资业绩；

3、年龄在 30 岁以下。

二、研究部 研究员（1-2 名，TMT，医药类）

岗位要求：

1、重点院校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具有扎实的经济、金融证券、财

务等领域理论知识，具有相关行业复合专业背景者优先；

2、具有 2 年以上研究经验,具备 TMT，医药的行业或学历背景；

3、年龄在 35 岁以下。

三、市场客服部 客户经理(2 名)

岗位要求：

1、重点院校本科及以上学历，具有扎实的经济、金融证券、财务等领

域理论知识；

2、具有 3 年以上金融市场的工作经验,性格活泼，具备较强的沟通能

力，具有团队合作精神，身体健康，能承受一定的工作压力；

3、能熟练运用 Excel、Word、Ppt 等办公软件，语言表达能力强，具备

较强的英语综合使用能力；

4、银行理财经理等相关行业复合专业背景者优先考虑；

5、年龄在 28 岁以下。

四、交易员（1-2 名）

岗位要求：

1、重点院校本科及以上学历；

2、具有一定的股票投资和交易经验,性格沉稳，不浮躁，有风险意识，

有良好的纪律性，执行力强；

3、年龄在 26 岁以下。

五、行政秘书（1 名）

岗位要求：

1、重点院校文科类本科及以上学历；

2、五官端正，形象气质佳，有亲和力，普通话标准，身高 1.60 以上；

3、工作细致认真，责任心强，具有团队精神，能够熟练操作各种办公

自动化设备，熟悉办公软件；

4、年龄在 26 岁以下，请附证件照和近期生活照各一张。

我们叫阳光私募，老外叫对冲基金，过去四年这绝对不是一个高端的行业，

但我们想告诉你的是，未来十年这绝对是最有前景的一个行业。

深圳展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是这样一家公司：我们热爱和专注于这个行业，

过去四年我们已经成为这个行业中最优秀的成员之一。 而未来，我们希望变得更

加优秀。

如果你是这个行业最优秀的人，我们需要和期待你的加入。 我们已经为你准

备好了可眺望莲花山的办公室、体面的薪酬福利、绝对有吸引力的激励。 最重要

的是，我们提供明显好于北京和上海的空气。

有些话必须要提前告诉你：你不要抱着尝试的心态，我们要的是真正热爱证

券投资行业并愿意坚持到底的人；责任心、为人正直、乐观开放、诚实勤奋以及水

准专业是我们对你的基本要求，还有，我们希望你身体健康，能长期在深圳工作。

如果你符合这些要求或者认为自己有特别过人之处，欢迎你。

公司网站：www.gemboom.com�

公司邮箱：hr@gemboom.com

合则约见,谢绝来访。

发送邮件时请务必在标题中注明姓名、应聘职位，若你出自名门（私募、银

行、券商，基金等）请直接标注行业背景。

展 博 投 资 招 聘 启 事

展 博 投 资 招 聘 启 事

■两会前瞻系列报道之七

政协提案建议加快修订环保法

□本报实习记者 赵静扬

近期各民主党派陆续召开提案通气会。 除

各自关注的领域外， 目前已公布的百余项提案

关注点不约而同包含了资源环保内容。 有专家

表示， 治大气污染保呼吸安全将是今年民生的

最大期待。而推进环保法修订、建立有关资源利

用和环境治理条例也成为多项提案的重点。

关注新能源利用及污染物治理

今年民进中央将提交5篇大会发言、29项提

案。 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民进中央明显加大了

对资源环境问题的关注度。例如《关于建设我国

气象灾害预警终端的提案》、《关于尽快建立河

道清淤长效机制的提案》、《关于加快推进氢能

源利用的提案》、《关于加强对外来有害物种管

控的提案》、《关于利用非食用作物修复重金属

污染土壤的提案》、《关于完善环境污染纠纷解

决机制的提案》 等分别从不同角度为加大资源

环境保护建言献策。

民建中央介绍， 今年将向全国政协十二届

二次会议提交40件提案。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统

计，其中十余项涉及新能源开发与环境治理。对

于长期关注的空气污染问题， 民建中央副主席

辜胜阻表示， 治理大气污染一是要科学研究雾

霾形成机制，不断提升车用成品油质量，加大清

洁能源供应力度。 二是要不断完善区域空气污

染治理协商制度， 建立健全区域统一的空气污

染防治法规体系与行政管理制度， 完善区域空

气污染监控网络与紧急响应预案。 三是要统筹

区域城市群建设，加大环境友好型产业转移，实

现区域内产业与人口的合理分布与均衡发展。

四是要健全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实施财税、

信贷和政府优先采购等方面的政策措施， 鼓励

企业减少排放。五是要依据生态补偿机制，扩容

污染防治专项资金， 引导地方政府资金及社会

资本进入， 建立多元空气污染防治成本分担机

制。六是要构建大气污染治理的示范引导机制，

促进企业实现清洁生产减少污染排放。

建议加快环保法等法规修订

辜胜阻指出， 空气污染具有污染源的多样性

和介质的流动性等特点， 使其在污染源方面呈现

复合型特点和在空间布局上呈现跨区域的状况。

民建中央在《关于建立京津冀协作联动机制 强

力推进京津冀大区污染治理的提案》 中建议，应

尽快建立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协作联

动机制， 不断完善地区大气污染防治任务与资源

分配机制，实施财税、信贷和政府优先采购等方面

的政策措施及安全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在立法方面，民建中央在《关于大力发展环

保产业 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提案》中建议尽快

推出环保法修正案， 进一步明确环保产业在环

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同时，

尽快出台《排污许可证管理条例》，加强和规范

污染源环境监管，提高超标排放的惩罚力度，提

升环保产业发展空间。 进一步完善国家和地方

环保标准体系，结合产业结构调整，适时增加标

准中污染物项目数量，修订污染物排放限值，提

高环境质量要求和排放控制要求。

而在《关于建立耕地生态补偿机制 推动农

业发展方式转变的提案》中，民建中央建议加快

生态补偿立法。 同时建议将耕地生态补偿纳入

2010年国务院组织起草的《生态补偿条例》草

案调整范围，在该条例中增加对耕地生态补偿的

基本内容及相关配套制度措施等具体规定。明确

耕地生态补偿的主体、范围、资金来源、补偿标准

等事项，并加强监督，尤其是对资金使用进行有

效的监督。 建立长效预警机制和有效的检测体

系，对耕地污染情况及发展趋势、耕地质量变化

情况进行及时监控，以便有针对性地制定修复污

染损害方案，预防新“毒耕地” 的出现。

外汇局：跨境资金较大净流入内外部因素仍存

□本报记者 任晓

国家外汇管理局25日发布2013年中国跨

境资金流动监测报告称，2014年我国跨境资

金延续较大净流入的内外部因素依然存在。

一是2014年全球经济尤其是发达经济体

表现将好于2013年， 有助于我国出口增长。

二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提高市场的

作用，将提振外方投资者信心，促进直接投

资等长期资本持续流入。 三是主要发达经济

体维持低利率货币政策，使得国内外继续维

持正向利差，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本币资金贵、外币资金便宜” 的局面还会

存在，企业相关的财务运作将导致外汇资金

净流入较多。

但报告称， 一些潜在市场因素仍可能触

发我国跨境资金流动双向变动。 一是美联储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机制本身还存在一些

不确定性， 部分新兴经济体也可能再次受到

冲击。 二是我国经常项目顺差与GDP之比进

一步收窄，容易出现跨境资金的波动，特别是

当国内经济运行的部分风险被市场关注和炒

作时， 也可能引起跨境资金流动阶段性的剧

烈变化。

1月银行代客结售汇顺差创一年来新高

□本报记者 任晓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1

月，银行结汇12412亿元人民币（等值2033亿

美元），售汇7937亿元人民币（等值1300亿美

元），结售汇顺差4475亿元人民币（等值733

亿美元）。其中，银行代客结汇12198亿元人民

币，售汇7539亿元人民币，结售汇顺差4658亿

元人民币，创一年来新高。

银行自身结汇214亿元人民币， 售汇397

亿元人民币，结售汇逆差183亿元人民币。 同

期，银行代客远期结汇签约2706亿元人民币，

远期售汇签约1158亿元人民币， 远期净结汇

1548亿元人民币。 截至本月末，远期累计未到

期结汇10002亿元人民币，未到期售汇6396亿

元人民币，未到期净结汇3607亿元人民币。

2014年1月， 境内银行代客涉外收入

18746亿元人民币（等值3071亿美元），对外

付款16836亿元人民币 （等值2758亿美元），

涉外收付款顺差1911亿元人民币 （等值313

亿美元）。

市场人士预计， 受2月人民币贬值影响，

预计2月结售汇顺差将明显下降。“2月会出现

明显下降，由于2月天数少、春节因素，加上最

近人民币贬值走势，市场愈加慎重，购汇也逐

渐增多，这一正一反的因素都会让2月净结汇

减少”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宏观经济研

究主管温彬表示。

中国资产“粉丝”依旧 海外机构继续看多

（上接A01版）高盛认为，庞大的外汇储

备、巨额贸易盈余、相当数量的FDI及正在开放

的资本账户，这些基本面都支持人民币走强。不

过，基于技术面因素，高盛短期对人民币持看平

观点。

追捧权益类资产

事实上，至少从金融资产层面看，外资机

构不仅没有抛售中国金融资产，反而保持追加

热情。

从香港市场看， 目前海外资金配置中国资

产主要是投资H股及利用RQFII、QFII通道投资

人民币债券和A股。 从海外资金对人民币债券

的态度看，仍有较高热情。近期南方东英首只境

外追踪境内人民币债券市场的产品在港交所挂

牌，获得市场热烈追捧。 在1月底接受中国证券

报记者采访时，南方东英总裁丁晨说，虽然产品

挂牌时间尚未确定， 但已经获得不少亚洲机构

认可，表示要参与申购。

实际上， 从近期国内债市看，1月走出了一

个小牛市，各个期限和品种均有表现。 从2月市

场看，投资债市的基金更是集体飘红。香港汇丰

银行数据显示，今年1月离岸人民币债券（含存

款证）新发行635亿元，相当于2013年发行总额

的20％；债券净发行270亿元，相当于去年半年

的总量。 有分析认为，这与海外资金看好人民币

资产的避险功能紧密相关。

股票资产方面， 如果剔除地产利空因素，

许多海外机构中长期仍看好H股和A股。 贝莱

德亚太区阿尔法系数投资策略及策略产品管

理主管盛飞龙指出，随着改革计划逐步深化，

相信国际投资者对A股的投资兴趣将与日俱

增， 配合政府按部就班地向全球投资者开放

资本市场，未来有望吸引更多海外资金流入A

股市场。

房地产：保持观望

对于近期被普遍看空的中国房地产市场，

依然有外资机构保持观望。 那些海外背景的开

发商们，要么放缓节奏，要么继续看好。

对于境外开发商们而言， 他们与国内开发

商一样感受着压力， 或许是因为他们比国内开

发商 “见多识广” ， 在部分地区楼市风险初现

时，他们目前更愿意选择放缓节奏。

“境外开发商放慢进度，正说明他们也意识

到楼市的风险。”盛富资本总裁黄立冲对中国证

券报记者表示，“因为境外开发商持有的商业地

产项目在启动之前，已经利用境外的信托、基金

等渠道铺垫好了退出渠道，当风险真正释放时，

境外的开发商可以跑得更快， 把损失降低到最

低。因此境外的开发商目前并不急于撤退” 。 与

之相比，国内开发商就没有这样的退出渠道，承

担的风险会大许多。

事实上，保持多年高速增长的房地产市场

目前依然不乏看多的声音。 凯德中国日前表

示，公司继续看好中国房地产市场。 凯德集团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林明彦明确表示， 未来五

年， 凯德将继续夯实在中国市场的发展根基，

加速三大业务板块的发展势头，推动综合体战

略宏图大展。

证监会取消券商专项投资业务

□本报记者 顾鑫

证监会25日发布消息称，根据《国务院关

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 和有

关要求取消3项行政审批项目，包括证券公司借

入次级债审批、 境外期货业务持证企业年度外

汇风险敞口核准和证券公司专项投资审批，并

表示取消证券公司专项投资。

值得关注的是， 证监会在取消证券公司专

项投资审批对应的备注中提出“取消该项业务，

审批相应取消” 。

对此，市场做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解读：一是不

再允许券商开展专项投资业务， 相应被市场解读

为专项投资业务的资产证券化业务同时被叫停；

二是证监会取消相关业务的审批制， 将来资产证

券化业务采取备案制。有投行人士表示，这一政策

并不意味着资产证券化业务叫停， 虽然专项投资

审批业务将明确取消， 但资产证券化业务将以其

他形式存在。 目前存量的资产证券化业务将由机

构部继续审核， 未来资产证券化业务将划归新成

立的债券部管理， 至于该项业务未来是否需要审

核，目前有关部门正在草拟方案暂无定论。

证监会表示， 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不再受理

当事人依据已取消行政审批项目提起的有关申

请。 与被取消行政审批项目有关的后续管理方式

和衔接工作，证监会将专门发布通知。证监会将着

手清理与被取消行政审批项目有关的部门规章和

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将对外公布。有关行政审批

项目取消后，证监会将根据审慎监管的原则，通过

制定管理规范和标准，完善监管手段，加大事中检

查、事后稽查处罚力度等措施，进一步加强对投资

者的保护和有关业务活动的监督和管理。

期债飚涨 后市乐观

25日，国债期货主力合约TF1406早盘略有

低开，随后开始逐步上攻，全天呈现阶梯型上涨

态势，日内极度强势，最终报收93.080元，涨幅

达0.41%，创上市以来最大涨幅。 从K线形态上

来看， 昨日行情一举收复前期跌幅， 整体呈现

“V” 型。 我们认为，市场已从前期的略带恐慌

的下跌中恢复，结合宏观经济的弱势疲态，行情

重回涨势，后市乐观。 (国泰君安期货 伏威威）

沪深

300

股指期货行情

成交量 持仓量 开盘价 收盘价 结算价

IF1403 697334 101326 2215.0 2145.6 2158.0

IF1404 5695 1231 2213.8 2146.4 2159.8

IF1406 17927 16101 2208.2 2147.0 2159.2

IF1409 2245 4921 2214.4 2145.2 2159.4

5

年期国债期货行情

TF1403 546 983 92.102 92.450 92.372

TF1406 2054 3445 92.680 93.080 93.012

TF1409 78 180 93.046 93.416 93.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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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O1403-C-2200 62.0 -17.6 3631 2541.7 5298

IO1403-C-2300 30.5 -10.2 3362 1064.9 4104

IO1403-C-2250 44.1 -11.1 2926 1362.3 3674

IO1404-C-2000 210.7 -88.6 115 315.1 177

IO1405-C-2200 138.4 126.4 15 20.8 15

IO1406-C-2200 169.0 -11.7 595 901.5 2417

IO1409-C-2300 120.0 119.9 43 74.2 904

IO1403-P-2200 52.1 6.6 3221 1383.4 7658

IO1403-P-2100 30.1 -3.2 1585 354.7 1431

IO1403-P-2250 79.8 7.7 1404 1047.2 2325

IO1404-P-2200 105.0 -12.7 58 58.3 219

IO1405-P-2200 18.0 -100.6 32 38.1 30

IO1406-P-2300 142.2 -4.9 1619 1825.2 1428

IO1409-P-2400 10.1 -177.4 60 6.1 160

上周A股新开户数

创近一年新高

春节过后，A股投资者的进场与交易热情

持续回升。 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25日

数据，上周沪深两市新开A股账户数达17.31万

个，环比增加两成，创去年3月29日以来新高。

上周参与交易A股账户数为1361.34万户，较前

一周上升7%。 (毛万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