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牌“雪野信托”狂野融资

资金投向涉嫌违规

一款名叫“雪野信托集合资金信托计划（通

航1号）” 的高收益“信托” 产品，资金投向热门的

通用航空领域。但产品发行者雪野信托，却是一家

未获金融许可证的公司。

各路产业豪杰

跑马圈地汽车智能化产业链

就在苹果和谷歌两大巨头对于汽车智能化领

域的争夺战悄然开打之际，中国不少元器件制造、

整车企业和汽配企业上市公司也快马加鞭地沿着

汽车电子产业链跑马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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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市场向改革要动力

在

5

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中国证券

报梳理发现，“改革”二字出现近

80

次。 政

府工作报告描绘出较为明晰的改革路线

图，即在保障经济运行处在合理区间情况

下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全面深化各领

域改革，向深化改革要动力。 对资本市场

而言，也应向深化改革要动力，改革红利

释放将给市场带来新的发展机遇期，宏观

环境变化将改良资本市场生存土壤，资本

市场自身的革故鼎新将更好地服务实体

经济和回报投资者，投资者将收获源源不

断的投资机会，其中应不乏货真价实的投

资标的。

今年以来， 看空我国经济的论调层

出不穷， 政府工作报告将经济增速和物

价涨幅目标设定为

7.5%

左右和

3.5%

左

右， 政策取向是要保持经济运行处于合

理区间， 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市场的疑

虑。不可否认，从长期看我国经济增速下

降有一定必然性。 房地产市场供需格局

正在发生微妙变化、 近两个月宏观数据

不尽如人意、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有所

扩大等更是助长市场短期悲观情绪。 不

过，经济增速下降不意味着经济增长失

速。 应该看到，我国仍处于可大有作为

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工业化、城镇化持

续推进，区域回旋余地较大，今后一个

时期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有基础也有条

件。展望全年，政府投资将在稳增长过程

中发挥“四两拨千斤”的带动作用、消费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更加突出、 社会融

资环境将松紧适度、经济增速不会滑出

底线，这些因素将给全面深化改革创造

良好条件。

可以预见，改革红利释放将给经济增

长提供不竭动力，资本市场发展将受深远

影响。 首先，行政体制、财税、金融等宏观

领域改革将优化资本市场生存土壤。资本

市场是经济晴雨表，对经济的预期直接影

响到资本市场走势。改革意味着让市场在

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

挥政府作用，资源重新配置有利于提升经

济运行效率，束缚经济增长体制性因素的

消除将使经济焕发新的活力。 具体而言，

实施全口径预算管理和建立规范的地方

政府举债融资机制等措施将有利于防止

和化解债务风险，降低地方政府对土地财

政过度依赖。（下转A02版）

欧阳泽华析资本市场“新义”

“调结构” 大有可为 “扶三农” 期货入手

□

本报记者 汪珺

3月5日晚，在位于北五环边的北京

会议中心，全国人大代表、证监会上市

公司监管一部主任欧阳泽华就政府工

作报告给资本市场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向中国证券报记者娓娓道来。

欧阳泽华表示，在产业结构进退并

举方面， 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大有可

为，也对中介机构提出多样化需求。 他

建议，应增强资本市场在发展农业产业

方面的服务作用，开发适应农业企业的

市场工具，逐步推出生猪等市场需求巨

大、条件相对成熟的期货类产品。

产业进退 资本市场大有可为

报告明确了2014年重点工作。欧阳泽

华对其中“产业结构调整要依靠改革，进

退并举”的提法印象尤深。“这同资本市场

有较大关系，值得密切关注和研究，主要是

产业结构的进和退。 ”（下转A02版）

今年GDP增速预期目标7.5%左右

□

本报记者 任晓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5日在十二

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

工作报告显示， 今年的经济目标与

去年一致，GDP增速预期目标设定

在7.5%左右，CPI涨幅控制在3.5%左

右，M2预期增长目标定为13%左

右。 业内人士认为，实现GDP增速预

期目标有难度， 以改革稳增长是今

年政府工作报告的中心思想。

中金公司报告认为， 政策目

标基本符合市场预期， 但高于部

分机构此前预测的GDP增速预期

目标可能下调至7.0%。 虽然政府

希望推动经济结构转型， 但如果

经济增速明显下降， 会引发一系

列社会问题。 政府今年目标仍希

望实现城镇新增就业1000万人以

上， 因此保持稳定的经济增长环

境， 有利于政府推动各项改革和

经济结构调整。

业内人士认为，CPI涨幅控制在

3.5%左右，这表明抗通胀压力较大。

一方面，受国内劳动力、土地等要素

价格上涨推动；另一方面，在主要发

达国家采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背景

下， 国外输入性通胀仍给国内物价

形势较大压力。 CPI涨幅控制在

3.5%左右，也与上年目标保持不变，

而上年的实际涨幅是2.6%。 这为要

素价格改革预留一定空间。 （相关

报道见A02版）

肖钢：注册制改革方案或年内出台

T+0尚在论证 部分蓝筹或率先试点

●

如果实现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是

100

分，那么，目前我国市场、制度和法律

基础的打分“大概在

50

分以下”

●

因证券法修改原因，年内股票发行

注册制恐难以实施

●

即使将来实施

T+0

制度，也不会全

部放开。届时可能会选取部分蓝筹股试点

●

因各个国家和地区模式不尽相同，

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无模板可选，只能根

据中国国情来搞中国式注册制改革

□

本报记者 蔡宗琦

证监会主席肖钢5日出现在安徽团

代表全体会议现场， 在会议间隙接受中

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并未回避市场关注

焦点， 在20余分钟的时间里详解股票发

行注册制改革及实施T+0交易制度的可

能性。

肖钢坦言，如果实现股票发行注册制

改革是100分，那么，目前我国市场、制度

和法律基础的打分“大概在50分以下” 。

他透露， 证监会2014年的重要任务之一

是研究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预计年内改

革方案有望出台。 但是，因证券法修改原

因，年内股票发行注册制恐难以实施。 随

着证券法修改完成和各方面条件完善，将

逐步推行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

他还透露，证监会正在论证T+0制度

实施可能性，尚未决定是否推出。不过，即

使将来实施T+0制度， 也不会全部放开，

会有条件和范围限制。届时可能会选取部

分蓝筹股进行试点。

搞中国式注册制改革

肖钢表示，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十分

重要， 但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做法都不一

样，这是由各个国家和地区资本市场发展

阶段和条件所决定的。尽管各个国家和地

区的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不完全相同，但

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下转A02版）

变奏过快情绪波动 信用风险念“紧箍咒”

权重“晃倒”指数 题材“力挺”人气

近期市场权重板块轮番成为股指顶梁柱，“维稳” 行情特征明

显，但市场热点的快速转换显示出稳定的表象之下风险正在暗流涌

动。 而4日晚间ST超日正式宣告“11超日债” 违约，使得信用风险

预期陡然上升。业内人士表示，维稳行情尚未结束，但市场风险预期

升温使得“赌博” 心态渐起。

A12

市场新闻

A03

焦点

巨额债务缠身 主业经营不振 资产变卖艰难

超日债违约或加剧信用债分化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 超日债付息违约的根本原因， 在于

*ST超日变卖海外电站资产的计划受阻， 影响了超日债的现金安

排。公司有关人士透露，海外电站出售正在接洽新买家，公司也在积

极筹措资金，预计未来一至两月有可能逐步支付所欠利息。

A15

货币/债券

超日债违约

利率产品“因祸得福”

超日债无力按期全额付息， 正式打破了内地债券市场零违约

神话。 短时间内， 风险偏好情绪的降温对利率债产品形成间接利

好，周三早盘利率债收益率一度快速下行，也印证了这一看法。 但

随后成交利率重新走高又清晰表明， 风险偏好变化并非本阶段利

率市场的核心影响因素， 流动性预期将继续主导今后一段时间利

率市场运行。

A06

海外财经

联邦政府总支出达3.9万亿美元

先进制造业成白宫新预算案亮点

美国白宫4日向国会提交了始于10月1日的2015财年联邦财

政预算案，规模为3.9万亿美元，计划在继续削减财政赤字的同时，

加强先进制造业、基础设施、教育和科研等重点领域的投资。分析人

士认为，新的预算案提出了一些有针对性的提案，着力建立先进制

造业中心就成为其中一大亮点。

A02

财经要闻

项俊波：

互联网保险监管规则出台不会太慢

保监会主席项俊波5日在参加全国人大重庆代表团审议政府

工作报告间隙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互联网保险要规范，也要鼓

励创新，支持其发展，其监管规则的出台“不会太慢” 。 巨灾保险制

度方案争取今年出台。

A02

财经要闻

尚福林：民资主导设立民营银行

先试点再推广

银监会主席尚福林5日表示，由民营资本主导设立民营银行的

这一全新机制，需要通过试点积累经验以后逐步推广。在法律上，民

营资本进入银行业没有任何障碍。

A04

两会特刊

徐绍史：今年将适时

出台阶梯气价

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5日在

出席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新闻

中心 “经济社会发展与宏观调控”

记者会时表示， 粤港澳自贸区申办

条件会逐渐成熟， 今年将适时出台

阶梯气价。

A05

两会特刊

电信业

有望纳入营改增范围

财政部5日提请十二届全国人

大二次会议审查 《关于2013年中

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4年

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 该

报告草案表示， 抓紧研究将电信业

纳入营改增范围的政策，力争4月1

日实施。

A09

公司新闻

“两马”拼抢

O2O战略入口白热化

业内人士指出，互联网巨头对于

O2O平台和入口的争夺更加白热

化， 将改变传统商业和生活模式，上

市公司与互联网巨头的合作仍有巨

大空间。

A10

公司新闻

上市公司

扎堆光伏电站开发

市场研究机构Solarbuzz最近

发布的研报显示，2013年国内前十

大光伏电站EPC开发商手中拥有

的光伏电站项目占据全部市场份

额的45%。特变电工、中国电建、中

利科技等凭借雄厚的资金实力，在

白热化的光伏电站开发竞争中屡

建战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