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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透视

中国新能源汽车动力DNA待解

纯电动？还是混合动力？在中国，尽管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已有

年头， 但究竟更应倾向于选择哪种动力DNA， 还是一个待解的谜

题。一方面，由特斯拉带火的纯电动汽车市场，在中国开始遭遇政策

推动与市场掣肘的互博与尴尬。 另一方面，随着国家政策对纯电动

汽车一系列扶持政策的落地，混合动力汽车遭遇“不平等待遇” 的

呼声近来再起。

鸡肋行情强调“等”字诀

成长股和周期股都开始面对更为沉重的上涨

天花板，A股可操作机会正迅速减少。对整体市场来

说，热点的青黄不接将显著抑制场外资金进入积极

性，随着2000点位置存量资金持续博弈消耗，鸡肋

行情中蕴含的系统性风险将逐渐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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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监会：允许金融租赁

公司试点设子公司

银监会明确，允许金融租赁公司

试点设立子公司，引导金融租赁公司

纵向深耕特定行业，提升专业化水平

与核心竞争力。

颠覆者摩拳擦掌 变革潮激荡券商

券商牌照即将放开， 业内预计像民营银行试点

一样，民资券商会刮起旋风。 投行人士担忧，新三板

股权众筹“胎动” ，网络众筹或冲击证券承销业务。

面对剧烈竞争和互联网冲击， 同质化严重的通道类

业务贬值加速，券商行业大变革在所难免。

首批50家私募基金管理人获颁登记证书

□

本报记者 曹淑彦

3月17日，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以下简称基金业协会）举行私募基金管

理人颁证仪式， 首批50家私募基金管理

机构获得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证书，成为

可以从事私募证券投资、股权投资、创业

投资等私募基金投资管理业务的金融机

构。中国证监会主席助理张育军为首批私

募基金管理人颁发了登记证书，并与参会

代表进行了座谈。

张育军强调了私募基金在服务实体

经济、 鼓励创新创业方面的重要作用，要

求私募基金坚守三条行业底线：一是要坚

持诚信守法，坚守职业道德底线；二是要

坚守“私募” 的基本原则，不得变相进行

公募； 三是要严格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坚

持面向合格投资者募集资金。

同时，张育军希望私募基金要不断加

强学习，不断提高投资管理能力；把服务

实体经济，控制风险放在首位；认真做好

行业自律，加强行业的社会责任建设和社

会形象建设。 他指出，私募基金要将追求

自身发展与履行社会责任结合起来，走专

业化、多元化、国际化道路，持续提升行业

核心竞争力，成为学习、创新、创业的典

范，成为市场经济的先锋。

座谈会上，私募基金踊跃发言。 大家

认为，非常高兴能够获得协会颁发的私募

基金管理人登记证书，这是促进私募基金

规范发展的重要举措，是对私募基金行业

发展的重大支持。希望监管部门和基金业

协会协助解决阻碍行业发展的问题，进一

步加强行业宣传，支持行业发展。

中国证监会相关部门负责人及基金

业协会负责人参加了颁证仪式和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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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辩：楼市拐点还是分化

楼市降价之“火”或继续蔓延

□

本报记者 张敏

今年春节后，房地产项目降价现象似

有愈演愈烈之势。 肇始于杭州、南京房地

产项目降价的尝试，正向更多热点城市蔓

延，广州、北京等一线城市也未能幸免。在

实质性调控政策未有出台背景下，房地产

项目降价的蔓延体现了市场的自发调整。

不过，市场对房价信号的解读，恐怕还不

够深入，对风险的认识还不够深刻。

在供需关系的逻辑链条中， 价格信

号处于末端。 在房地产项目出现大规模

降价前，市场往往已先后出现投资过热、

供应过剩、销售迟缓现象。尽管价格信号

可反过来指导投资行为， 但相比其他行

业，房地产业开发周期较长，对价格信号

的反应相对迟钝。 一旦发生普遍的降价

现象， 通常意味着区域内房屋供应已出

现阶段性过剩。

在这种情况下，如市场供应进一步增

加或需求大幅缩减，房地产项目降价现象

可能触发另一个逻辑链条的启动：房价下

降———房 企 资 金 链 吃 紧———楼 市 崩

盘———金融机构出现坏账———地方经济

受到拖累。 与供需关系的逻辑链条相比，

在这种类似“多米诺骨牌效应”的作用下，

房价下降引发的后果往往难以逆转。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住建部

副部长仇保兴表示：“房价分化现象将来会

越来越严重， 但

10

年内中国房地产不可能

出现大的危机，因为还要解决‘三个

1

亿人’

的问题： 促进约

1

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

镇，改造约

1

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

村， 引导约

1

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

化。 ”虽然仇保兴的发言提振了市场信心，

但对区域性很强的房地产业来说， 还不能

说真地吃下了“定心丸”。

那么， 如何看待当前的房地产项目

降价现象呢？一方面，一些三四线城市已

出现房屋供应过剩现象，甚至房价下跌。

由于这些城市体量较小， 房价变动没有

纳入到官方统计中， 只能通过媒体报道

和民间机构进行披露。但是，更大的风险

可能正在酝酿。 （下转A02版）

■

今日视点 Comment

延伸阅读

财富管理行业迎来难得的成长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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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金融领域

更多改革举动将浮现

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是近期

几起并购案背后的主角。业内预计，上

海金融国资改革序幕将揭开。除证券、

银行、信托领域外，预计保险等其他更

多金融领域改革举动将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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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

城市群构建大格局

城镇化激活新机遇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的发布给城镇化道

路指明了大方向。分析人士认为，规划的亮点在于强化城市群建设，

增强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和推动区域一体化建设。房地产行业

仍有发展机会，但受房地产供需关系改变和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逻

辑影响，房地产业转型是大势所趋。

A股公司一季度业绩料承压

533家公司去年净利增近四成

□

本报记者 任明杰

3月以来，A股进入上市公司年报密集发布期，截至3月17日晚中国证券报记者发稿时止，A股

共有533家公司发布了2013年年报。 统计显示，上述公司合计实现营业总收入26815亿元，同比增

长17.40%，合计实现净利润2003亿元，同比增长37.43%，业绩稳定增长。 中小板和创业板净利润

增速反弹。 从行业看，TMT、医药和汽车等行业保持稳定快速增长，有色、煤炭等行业表现低迷。

截至目前，在上述公司中有197家已公布2014年一季度业绩预告，其中，业绩预喜的有126家，

占比达63.96%。 业内人士认为，从今年开局乏力的经济形势看，在经历2013年业绩稳定增长后，A

股上市公司一季度要延续稳定增长态势恐承受不小压力。（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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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债券

波幅扩大首日 人民币惯性下跌

周一，人民币兑美元即期汇率顺势创下近11个月收盘新低，盘中

相对中间价最大偏离幅度达0.81%。 分析人士表示，人民币汇率单日

波幅进一步放开后， 基本面及外部因素对汇率的影响力将显著增强，

未来人民币汇率将更多展现出宽幅震荡的运行特征，预计短期内人民

币将延续阶段性疲软走势，中长期升值的步伐则尚未终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