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挂牌待售

中小房企或断臂求生

楼市变局山雨欲来， 产权交易所挂牌的房地

产类项目规模和交易金额居于高位。 分析人士认

为，在楼市低潮期，区域布局集中、信贷资质较差

的中小房企将首当其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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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支持符合条件主体设立券商

对私募基金及其管理人不设准入门槛

□

本报记者 顾鑫

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张晓军2月28日

表示，2014年，证监会将深入贯彻党的十

八大、 十八届三中全会会议精神， 落实

2014年全国证券期货监管工作会议工作

部署， 按照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的总体要

求，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导向，支

持引导证券公司以提升行业核心竞争力

为目标开展业务与产品创新。

张晓军介绍，促进证券行业创新发展

要重点开展的工作包括：一是明确新设证

券公司的审批政策，支持民营资本、专业

人员等各类符合条件的投资主体出资设

立证券公司；二是研究明确证券业务牌照

管理办法，允许符合条件机构申请证券业

务牌照。 三是扩大证券行业对外开放，在

CEPA和ECFA框架下， 出台相关规则，

先行扩大对港澳台资的开放，同步研究进

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政策。支持证券公司

进一步拓展跨境业务。四是完善证券公司

创新工作机制，鼓励证券公司依法自主开

展业务和产品创新。五是鼓励证券公司开

展资产证券化业务，推动证券公司融资类

业务和场外交易业务规范发展，积极发展

证券公司柜台市场。六是支持证券公司利

用网络信息技术创新产品和服务，规范发

展互联网金融业务。七是支持证券公司进

行股权和债务融资， 进一步拓宽融资渠

道。八是允许证券公司依法探索股权激励

约束机制。

同时， 证监会将进一步完善以净资

本为核心的风险控制指标体系。 加强对

证券公司的监管， 推动其建立健全治理

结构和全面风险管理体系， 完善内控机

制。 强化现场检查、非现场检查和风险监

测，切实加大监管执法力度，督促证券公

司合规审慎经营，有效防范、及时化解证

券公司风险。

对于私募基金监管思路及登记备案

情况，张晓军表示，证监会正在探索建立

包括私募证券基金和私募股权基金等各

类私募基金， 在行业自律基础上的适度

监管体制。 即对各类私募基金及其管理

人不设准入门槛，由其在自主设立后向

基金业协会进行事后登记备案；证监会

根据基金业协会的私募基金登记备案

信息进行事后监测和监管。 同时，证监

会将与相关部委建立信息共享和协调

配合机制，共同促进私募基金行业健康

规范发展。

对于资产证券化业务， 张晓军表示，

根据 《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

审批项目的决定》， 证监会已发布公告，

不再受理证券公司专项投资申请。对于已

提交但尚未受理的资产证券化业务申请，

请相关证券公司自行撤回； 已经受理的，

相关证券公司可以撤回，未撤回的，证监

会将按照规定尽快完成审核，并根据具体

情况作出相关决定。（下转A02版）

证监会去年承办两会建议提案317件

正积极推动优先股试点工作 认真做好股票发行由核准制向注册制过渡的各项准备工作

□

本报记者 顾鑫

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张晓军2月28日

表示，2013年，证监会承办全国人大代表

建议和全国政协委员提案共计317件，目

前已全部办理完毕。 其中，主办、独办、分

办128件，协（会）办158件，参阅、转信办

理31件。 在办理全国人大代表建议和全

国政协委员提案工作过程中，证监会注重

不断完善办理机制，强化工作责任，加强

协调配合，积极联系沟通，办理工作质量

得到进一步提升。

张晓军表示，下一步将继续严格落实

建议提案办理工作的有关要求，进一步完

善工作机制和流程，创新工作方法，切实

提高办理效率和质量，推动将切实可行的

代表建议和委员提案转化为行之有效的

政策措施，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平稳发展。

张晓军介绍，2013年证监会承办的建

议提案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建议提案数量

再次大幅增加。共承办建议158件、提案159

件，同比分别增长17%和43%。 二是建议提

案主题聚焦资本市场改革发展与加强市

场监管的前沿课题及热点难点问题。建议

提案主题主要集中在加快多层次资本市

场体系建设、 推进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继

续完善资本市场法律体系、稳步推进资本

市场对外开放、进一步强化稽查执法和投

资者保护等方面，基本涵盖了现阶段资本

市场改革发展的重点领域。 三是建议提案

质量高。 许多建议提案对于加强和改进证

券期货监管工作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针对建议提案特点，证监会以“四个

着力” 为工作抓手，保质保量完成了办理

工作。一是着力优化办理机制。明确会内

各承办部门的工作职责，加强与会外单位

协调配合，提高工作效率，确保答复质量。

二是着力加强与代表委员的沟通交流。三

是着力抓好重点处理建议和重点提案的

办理。 四是着力强化新闻宣传。

证监会坚持把建议提案办理工作与

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发展有机结合， 积极

采纳合理的意见建议并转化为各项政策

措施。

在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方面，代

表委员们提出的关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试点扩大到全国、建立优先股制

度、丰富市场品种等意见建议，已在具体

工作中吸收借鉴。 2013年，证监会稳妥推

出了国债期货，上市了铁矿石、动力煤等

商品期货品种。 目前，证监会正在认真贯

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有关问题的决定》和《关于开展优

先股试点的指导意见》，积极推动“新三

板”扩大到全国工作和优先股试点工作。

在完善市场基础制度方面，代表委员

们在新股发行体制改革、修改《证券法》

和制定《期货法》等方面提出了许多真知

灼见，为相关改革提供了帮助。 2013年，

证监会发布了 《关于进一步推进新股发

行体制改革的意见》，修订完善了《证券

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等配套政策性文

件。 目前，证监会正在认真做好股票发行

由核准制向注册制过渡的各项准备工作，

并抓紧推动《证券法》修订和《期货法》

制定工作。

在加强监管执法和投资者合法权益

保护方面，代表委员们建议进一步严厉打

击证券期货违法行为和强化投资者保护

工作。 2013年，证监会严肃查处了万福生

科、新大地、天能科技等欺诈发行案和光

大证券等内幕交易案，严厉处罚了平安证

券等未勤勉尽责的中介机构。处理万福生

科案中，首次由保荐机构对投资者先行补

偿。 2013年9月，开通“12386” 中国证监

会热线，拓宽了投资者诉求处理渠道。 目

前，证监会正在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

厅 《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

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全面强化

中小投资者保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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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特稿

降薪波及银行信贷部门

传统银行目前处境微妙。

原先占银行利润大头的房地产

开发贷和政府融资平台贷都在

被清理之列。 奔波在放贷一线

的银行信贷员， 除了去年年终

奖遭遇腰斩外， 由于今年头两

个月业绩难以完成， 已经出现

降薪现象。 他们预计今年收入

很可能还不如去年。

01

名家连线

温彬：双率下跌有助逼走热钱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宏观经济研究主管温彬认为，当前人

民币利率与汇率联袂下跌有助于阻止热钱流入。 全年人民币汇率

可能呈现前低后高走势，预计央行将采取“小步快跑” 有序扩大人

民币汇率浮动区间，二季度央行或将浮动区间扩大至1.5%，未来一

两年内逐步扩大至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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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解盘

成长逻辑依然强

市场风格难转换

近期创业板指数出现连续大幅下跌，石化双雄表现抢眼。 去年

以来的成长股行情是否就此终结？ 围绕两会投资者应该如何布局？

本周财经圆桌邀请长江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邓二勇、中投证券资产

管理部投资经理王坤以及国信证券资产管理总部投资经理钟宇三

位嘉宾，共同展开讨论。

08

海外视野

诺基亚 凤凰能否涅槃

曾经的业内老大诺基亚2013年成为被收购对象， 一时引起舆

论哗然。进入2014年，诺基亚这位昔日“凤凰”开始出现明显改变，

其在一年一度的MWC(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悄然加盟安卓阵营，

推出搭载安卓系统的X系手机。 此举能否助其“涅槃”重生，还需拭

目以待。

预期剧烈波动

三月市场或先扬后抑

目前，市场正处于情绪的剧烈波动期，稍有风

吹草动恐慌盘就汹涌而出。分析人士预计，风格转

换或于近期成行，3月市场走势将先扬后抑。

网民期待改革红利加速释放

“对中小投资者的保护多一点” 、

“政策不需要来回摇摆” ……中国证券

报·中证网在两会前夕推出 “2014年两

会热点” 大型网上调查，邀请网民参与并

为资本市场发展建言献策。（详细报道见

A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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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购重组市场化改革

将从四方面推进

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张晓军28日

表示， 将从进一步清理简化行政许

可、完善并购重组市场化机制、丰富

并购重组支付工具拓宽融资渠道、完

善并购重组监管等四个方面推进并

购重组市场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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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油期货上市筹备

工作将继续深化

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张晓军28日

表示，证监会正指导上海期货交易所

建设一个开放型的国际能源衍生品

交易平台，目前已确立“国际平台、

净价交易、保税交割” 的基本框架。

下一步，证监会将组织上海期交所继

续深化原油期货上市筹备的各项具

体工作。

Getty、CFP图片 制图/尹建

人民币即期汇价创8个月新低

短期将维持弱势

□

本报记者 葛春晖

2月28日，人民币兑美元即

期汇价早盘一度暴跌逾500基

点，逼近当日波动区间下限，午

后跌幅有所收敛，收盘创近8个

月来新低。 市场人士表示，人民

币汇率短期仍将维持弱势，但

不会出现中长期趋势性贬值。

28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

间价报6.1214， 较27日上涨10

基点。 当日银行间外汇市场上，

人民币兑美元即期汇价小幅高

开后快速走低， 早盘一度暴跌

524基点或0.85%至6.1808，逼

近6.1826的波动区间下限。 午

后， 该即期汇价跌幅逐渐收窄，

收报6.1450， 较上日下跌166基

点或0.27%， 创去年6月28日以

来收盘新低。 以6.1808计算，人

民币兑美元即期汇率从1月13

日的历史高点6.0406已累计贬

值约2.3%。 截至昨日，人民币兑

美元即期汇价已连续第四个交

易日低于中间价，此前即期价高

于中间价已长达17个月时间。

离岸市场上， 最近几个交

易日香港市场人民币兑美元即

期汇率虽继续走软， 但贬值幅

度小于在岸市场， 昨日收报

6.12附近， 一度收窄的在岸离

岸价差也重新拉大至300基点

左右。 海外无本金交割远期外

汇（NDF）市场上，一年期美元

/人民币成交在6.1545附近，显

示投资者预期人民币兑美元中

间价一年后将贬值约0.54%，幅

度虽较前期略有扩大， 但情况

仍较稳定。

市场人士表示， 伴随人民

币短期贬值预期升温， 美元买

盘维持强势并触发止损盘涌

出， 致使昨日境内人民币出现

盘中急挫， 预计短期内人民币

维持弱势。综合各方观点来看，

当前人民币贬值幅度仍在正常

波动范围之内， 支持人民币中

长期升值的经济基本面因素并

未发生改变， 因此无论是否有

央行干预因素， 此次贬值都将

是短期、阶段性的，预计未来人

民币汇率将在总体缓慢升值过

程中更多呈现双向波动、 波幅

扩大的运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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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把抓落实作为

推进改革工作重点

习近平28日主持召开中央全面

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并发

表重要讲话。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央

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2014年工作

要点》，审议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

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专项小组重大

改革的汇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实施方案》等，部署了当前和今后一

个时期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