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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深300股指期权仿真交易主要合约情况表

短期反弹空间有限

受新型城镇化规划提振， 昨日沪深两市小

幅高开后维持上涨，股指呈现震荡企稳的迹象，

但成交量并未明显放大， 显示市场情绪依旧偏

谨慎； 期指早盘小幅高开后， 维持高位震荡格

局， 主力合约IF1403涨幅1.99%， 收报2137.4

点，持仓5.84万手，减仓12963手。经过前期的调

整，短期经济下行对市场冲击将有所减弱，而流

动性环境总体保持稳定，改革仍在平稳推进，市

场情绪或将趋稳，但改善空间仍相对有限。

（海通期货研究所 许晟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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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7263 58449 2095.0 2137.4 2124.4

IF1404 106858 29637 2095.8 2125.2 2111.2

IF1406 22889 24360 2071.4 2099.8 2090.4

IF1409 4943 10602 2062.0 2087.2 2080.0

5

年期国债期货行情

TF1406 1113 4737 92.906 92.830 92.852

TF1409 54 243 93.356 93.248 93.252

TF1412 17 6 93.498 93.418 93.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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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0 0.3 -0.5 2335 9.1 5759

IO1403-C-2100 50.1 7.4 1359 643.4 2958

IO1403-C-2200 16.1 10.5 1319 193.7 6144

IO1404-C-2150 83.9 5.8 133 100.7 856

IO1405-C-1950 126.4 -9.5 64 83.9 35

IO1406-C-2000 163.8 -27.6 2787 3527.7 2077

IO1409-C-2500 36.2 49.9 94 48.2 950

IO1403-P-2150 41.0 -13.9 1040 467.0 2437

IO1403-P-2050 9.4 3.1 957 175.3 1870

IO1403-P-2300 177.6 -18.3 606 1091.5 2925

IO1404-P-2000 24.2 -71.4 66 20.5 235

IO1405-P-2000 37.0 36.8 2 0.7 27

IO1406-P-2200 85.9 -43.8 1036 884.4 1373

IO1409-P-2500 287.0 -206.2 7 22.5 157

山西证监局

加大市场改革创新

山西辖区上市公司监管工作会议3月17日在

太原召开， 山西证监局局长孙才仁在会上指出，

近年来山西资本市场围绕“强监管、求创新、促发

展”三条主线，加大改革创新和体制机制建设力

度，资本市场初具规模，市场功能有效发挥，市场

环境明显改善， 地区社会融资结构趋于优化，资

本市场服务山西转型发展不断赢得主动。2014年

要仅仅围绕“大力推进监管转型” ，认真履行“两

维护、一促进”核心职责。（曹铁）

辽宁加强

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

辽宁证监局日前组织辖区证券经营机构、

投资咨询公司开展“3·15” 投资者权益保护主

题宣传教育活动。 此举旨在强化投资者风险防

范和维权意识，营造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市

场氛围，促进辖区资本市场健康、和谐发展。

3月8日-15日期间， 辽宁辖区证券经营机

构及投资咨询公司集中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

传教育活动。 包括通过横幅、海报、宣传手册、

股民学校、投资者讲座，通过短信、微信、微博

等网络平台向投资者发布各类金融知识、法律

法规及经典案例等。（徐光）

江苏举办“3·15投资

者保护”宣传活动

日前江苏省证券业协会、期货业协会、上市公

司协会组织会员单位在省内主要地区联合开展

“3·15投资者保护”大型广场宣传活动，在江苏证

监局的指导下， 下一步将陆续组织开展投资者报

告会、走进上市公司、股民学校、新媒体宣传、投资

者教育进社区、进校园等一系列宣传活动，立足于

广大中小投资者的需求， 不断推动江苏辖区投资

者保护工作向立体纵深发展。（丁菲）

山东证监局着力提高

上市辅导保荐效果

山东证监局在拟上市公司监管中及时转变

监管理念，结合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相关举措，

突出以信息披露为中心的监管理念， 在做到有

序“放松管制” 和有效“加强监管” 的同时，优

化监管流程， 切实督导拟上市公司提高信息披

露质量，有效提高辅导保荐效果，坚守辖区不发

生企业虚假上市的底线。

精简事前备案登记事项， 优化辅导监管流

程。 山东证监局根据证监会清理备案等事项的

工作部署，立足一线监管新形势，全面梳理关于

企业上市辅导监管的相关做法， 取消了辅导备

案材料受理环节，简化辅导评估流程，取消辅导

验收考试等相关程序或环节， 为辖区企业上市

和中介机构执业创造良好的环境。（钱秋臣）

上海国际集团拉开上海金融国资改革序幕

沪金融领域更多改革举动将浮现

□

本报记者 朱茵 高改芳 上海报道

就在国泰君安明确收购上海证券后，浦发

银行也披露了正受让上海信托控股权，华安基

金20%股权转让的项目也在上海联合产权交

易所挂牌。几起并购案的背后主角同为上海国

际集团有限公司。鉴于上海国际集团在金融领

域的投资管理职能，业内预计此举将揭开上海

金融国资改革的序幕。除证券、银行、信托领域

外，预计接下来还将有保险等其他更多的金融

领域改革举动浮出水面。 上海或将逐步形成浦

发、太保、海通、国泰君安等几大金融集团。

上海国际集团合并同类型资产

上周末，国泰君安召开董事会，讨论收购

上海证券51%股权的事宜。 上海国际集团合计

持有国泰君安46.74%股权，前者和上海信托分

别持有上海证券66.33%和33.33%的股权。 此

举将为国泰君安上市扫清一参一控障碍，同时

更是将国际集团所持有的证券类资产做大做

强的一个路径。

浦发银行3月17日发布公告称， 公司正与

上海国际集团研究受让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

司控股权等事宜。

上海国际集团持有浦发银行24.18%股份，

为合并持股第一大股东； 同时持有上海信托

66.33%的股份。此次收购可能使得浦发银行与

上海国际信托互相持股。 所以，上海国际信托

持有的浦发银行股份有可能划转至上海国际

集团。 由于上海国际信托2012年底净资产

58.25亿元， 上述收购很可能通过定向增发而

不是现金收购来完成。

上海电力转让华安基金20%股份的项目

也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挂牌。华安基金的五

大股东是， 国泰君安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上海工业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和上海

锦江国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这五大股东的持

股比例都是20%。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的信息

显示，该股权转让项目对受让方的要求是，“意

向受让方或其控股股东（持股50%以上）应为

在境内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金融机构。 ”

上述三起案例同时彰显上海国际集团“合

并”同类型资产的意图。 过去上海国资改革注

重“金控” 色彩，但未来做强做大明星企业，增

强核心资产价值将更为重要。

金融国资改革靴子待落地

上海国际集团旗下有六大类板块， 首先是银

行信托，包括浦发银行、上海农商银行、上海信托

等；第二类是证券基金，包括国泰君安、上海证券、

上投摩根、华安基金等；第三类是金融服务类，包

括安信农保、大众保险等；第四类是资产管理类，

包括国资公司、赛领资本、金浦投资等；第五类是

海外业务，包括香港公司、沪光基金；还有实业投

资，包括房产公司、东郊宾馆、昆仑饭店等。

业内人士预计，上海国际集团各板块内还

将有其他并购重组推进，其所具有的功能和定

位也将有所转变。

业内人士分析，上述股权转让项目说明上

海金融国企改革已经全面启动，上海市政府正

推动旗下国有资产加速证券化进程。 从转让项

目看，相关部门的意图非常清楚：上海国际集

团今后将作为投资公司，只能通过在持股公司

中派遣董事来参与子公司管理，而不能随意介

入子公司的日常运营。 可以说，这是迈向市场

化的重要一步。 而浦发银行今后有望被打造成

以银行业务为主的控股平台，国泰君安是以证

券业务为主的平台。

业内专家表示，和上海改革发展的要求相

比，国企仍然是明显的短板，在此轮国企改革

中，有较大的改革空间。 上海金融领域的几大

明星企业可能进一步在并购重组当中发挥重

要作用，金融国资领域的机会正在增多。

贵州启动国企产权制度改革三年行动计划

□

据新华社电

贵州启动国企产权制度改革三年行动计

划，明确本轮改革不设股比、不限合作方式。 3

年内形成3户功能性投资运营企业，做强2户公

共服务性企业，竞争性企业全部实现产权多元

化，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企业。

记者从17日的行动计划启动仪式上获悉，

贵州国企到2016年将全面完成产权制度改革

任务，实现国有资本布局明显优化。 形成贵投、

西能、黔晟3户功能性企业，贵州机场集团、贵

盐2户公共服务性企业。 茅台、开磷、贵绳等竞

争性企业实现产权多元化，发展成为混合所有

制企业，具备条件的打造成投资控股公司，不具

备竞争优势的实现国有资本有序退出。

贵州省国资委主任韩先平表示，对国有资

本是控股还是参股不作具体规定，把决定权交

给市场。要求每户监管企业都要引进战略投资

者，从集团公司和子公司层面全面推进股权多

元化，推动企业国有产权跨企业、跨区域、跨所

有制优化资源配置，推动国有产权“进、退、

流、转” 。

同时，对监管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方式不

设限制、可选路径多样。 “只要各类投资者愿

意参与改革，出资方式、合作模式都可以敞开

谈，都可以大胆试。 ”韩先平说。

银监会：允许金融租赁公司试点设子公司

□

本报记者 陈莹莹

银监会17日发布的《金融租赁公司管理办

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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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租赁公司所开展

的固定收益类证券投资业务， 不得超过资本净

额的20%。 开办资产证券化业务，可以参照信贷

资产证券化相关规定。另外，金融租赁公司的重

大关联交易应经董事会批准。

根据《办法》，重大关联交易是指金融租赁

公司与一个关联方之间单笔交易金额占金融租

赁公司资本净额5%以上，或金融租赁公司与一

个关联方发生交易后金融租赁公司与该关联方

的交易余额占金融租赁公司资本净额10%以上

的交易。

修订后的《办法》分为6章，共计61条，重

点对准入条件、业务范围、经营规则和监督管

理等内容进行了修订完善。 一是将主要出资

人制度调整为发起人制度， 不再区分主要出

资人和一般出资人， 符合条件的五类机构均

可作为发起人设立金融租赁公司， 取消了主

要出资人出资占比50%以上的规定。 同时考

虑到金融租赁公司业务开展、 风险管控以及

专业化发展的需要， 规定发起人中应至少包

括一家符合条件的商业银行、 制造企业或境

外融资租赁公司，且其出资占比不低于30%；

二是扩大业务范围， 放宽股东存款业务的条

件，拓宽融资租赁资产转让对象范围，增加固

定收益类证券投资业务、 为控股子公司和项

目公司对外融资提供担保等； 三是实行分类

管理制度，在基本业务基础上，允许符合条件

的金融租赁公司开办发行金融债、 资产证券

化以及在境内保税地区设立项目公司等升级

业务；四是强化股东风险责任意识，要求发起

人应当在金融租赁公司章程中约定， 在金融

租赁公司出现支付困难时，给予流动性支持，

当经营损失侵蚀资本时，及时补足资本金，更

好保护利益相关方的合法权益， 促进公司持

续稳健经营等。

文化服务业拟逐步纳入营改增试点

□

本报记者 毛万熙

中国政府网17日消息，国务院发布《加快

发展对外文化贸易的意见》，提出将采取加大财

税支持、强化金融服务等政策措施，鼓励各种所

有制文化企业从事对外文化贸易业务并享有同

等待遇， 力争到2020年使核心文化产品和服务

贸易逆差状况得以扭转， 对外文化贸易额在对

外贸易总额中的比重大幅提高。

意见明确了政策支持重点， 鼓励和支持国

有、民营、外资等各种所有制文化企业从事国家

法律法规允许经营的对外文化贸易业务， 并享

有同等待遇，进一步完善《文化产品和服务出

口指导目录》，定期发布《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

业目录》和《国家文化出口重点项目目录》，加

大对入选企业和项目的扶持力度。 支持文化企

业拓展文化出口平台和渠道， 鼓励各类企业通

过新设、收购、合作等方式，在境外开展文化领

域投资合作。

意见提出， 将加大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等支持力度。 中央和地方有关文化发展的财政

专项资金和基金要加大对文化出口的支持力

度。 对国家重点鼓励的文化产品出口实行增值

税零税率。 对国家重点鼓励的文化服务出口实

行营业税免税。 结合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改革试

点，逐步将文化服务行业纳入“营改增” 试点范

围， 对纳入增值税征收范围的文化服务出口实

行增值税零税率或免税等。

国资委将落实深化改革实施方案

□

本报记者 毛万熙

国资委17日消息，国资委日前先后举行国

资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一次专题会议

与第三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国资委落实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2014年工作要点

>实施方案》， 并将实施方案的任务逐一落实

到有关厅局，并明确了完成任务的时间节点和

工作流程，下一步将对分工方案落实情况进行

跟踪督促。

国资委主任、党委书记、国资委全面深化改

革领导小组组长张毅表示， 要扎实推进2014年

各项改革工作， 切实担负起推进国资国企改革

的重任，把重大改革问题研究透落实好，切实形

成改革合力。

国资委副主任、党委副书记、国资委全面深

化改革领导小组副组长张喜武指出，下一步全面

贯彻落实好中央领导小组2014年工作要点，要

认真谋划各项改革措施，切实把改革方案和各项

改革措施落实好。

国务院审改办公开

行政审批事项汇总清单

国务院审改办17日在中国机构编制网公

开了国务院各部门行政审批事项汇总清单。 此

次公开的汇总清单涵盖了60个有行政审批事

项的国务院部门， 各部门目前正在实施的行政

审批事项共1235项。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公开国务院各部门

行政审批事项等相关工作的通知》要求，国务院

各部门分别在本部门门户网站公开正在实施的

行政审批事项后， 由国务院审改办公布汇总清

单。 此前有3个部门因没有开通官方网站，尚未公

布行政审批事项，此次一并公开。（华春雨）

A股公司一季度业绩料承压

(上接A01版)

中小板创业板公司业绩低于预期

在2012年业绩出现4年来首次负增长的情

况下， 中小板和创业板公司在2013年抵御了宏

观经济增速下降的冲击，实现强势反弹。

目前尚未披露2013年年报的中小板和创

业板公司已全部提前公布2013年业绩快报。 从

目前已公布的年报和业绩快报看（剔除2014年

上市新股），701家中小板公司预计,2013年营

业总收入同比增长17.3%， 与前三季度基本持

平；净利润同比增长7.3%，同前三季度相比出

现小幅反弹。 355家创业板公司预计，2013年营

业总收入和净利润分别同比增长 24.2%和

12.6%，与前三季度相比均出现明显回升，但不

及此前市场预期。

不过， 中小板和创业板公司净利润增速低于

预期的表现没有影响机构信心。今年以来，机构对

中小板和创业板公司尤其是创业板公司业绩的预

期被不断上调。 机构对2014年中小板和创业板公

司净利润整体增速的预期分别上调至40%和

56%；营业收入增速上调至22.5%和41.8%。

TMT和汽车等行业表现突出

结合年报和业绩快报情况看，2013年市场

表现突出的TMT、汽车、医药等行业上市公司

业绩表现突出，有色、煤炭等行业上市公司表现

低迷， 农林牧渔和部分消费类行业上市公司受

事件性因素影响遭受不小打击。

以计算机、 通信、 传媒为主的TMT行业在

2013年的市场表现和公司业绩方面同样表现突

出。 在已公布年报的32家计算机上市公司中，有

24家净利润实现同比正增长。在已公布年报的12

家通信上市公司中， 有8家净利润同比实现正增

长。在2013年同样备受瞩目的传媒业公司表现优

异，在14家已发布年报的公司中有11家实现同比

正增长。

汽车行业公司大大超出年初 “微增长” 的

市场预期。 在65家已发布年报和业绩快报的上

市公司中，有43家净利润实现同比正增长。医药

行业公司延续以往的增长稳定，业绩整体向好，

中药、生物制剂等细分领域表现突出。

2013年， 受世界经济复苏进程缓慢的影

响，有色金属市场需求不足、产能严重过剩，

有色金属行业总体仍呈不景气状态， 所属行

业上市公司业绩同比大幅下降，2013年板块

整体跌幅达29.55%， 在28个申万一级行业中

排名倒数第一。

2013年，由于宏观经济增速放缓、国家能源

战略调整，煤炭市场持续低迷、煤价不断下滑，

煤炭行业整体沦陷。 受益于此，电力和钢铁业借

机反弹。 大幅扭亏的钢铁行业尤其引人注目，在

已公布年报和业绩快报的13家上市公司中，有

10家净利润同比正增长， 但在行业基本面反转

形势不明朗、环保压力增大等因素影响下，钢铁

业前景仍不甚乐观。

一季度业绩恐承压

业内人士认为， 从2014年开局乏力的宏观

经济形势看， 一季度上市公司业绩要延续2013

年稳定的表现或承受不小压力。

从1月和2月宏观经济形势看， 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速下滑，创下2009年4月以来最低值。 受

房地产活力下滑拖累， 与建设活动相关的重工

业和电力生产放缓幅度最大。 高能耗行业生产

活动低迷，再加上年初气候偏暖等因素影响，导

致发电量增速放缓。与近期出口数据偏弱相符，

出口导向型的电子行业生产也有所放缓。

前两个月，房地产表现低迷。 受去年同期高

基数影响，房地产销售规模同比几乎零增长，不

过季调后环比尚能稳住。 新开工和竣工面积则

双双同比下跌。 在销售和政策前景不明朗、开发

商融资成本上升等因素影响下， 整体房地产销

售和建设活动在年初两个月确实较为疲弱。 去

年年中以来房地产销售放缓已开始拖累零售，

使家具、 汽车和建材销售在今年前两月的增长

均有所放缓。

考虑到以上因素， 瑞银证券报告将一季度

GDP同比增速预测由此前的7.7％下调至7.5％。

中银国际报告认为， 综合考虑高频数据及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盈利表现， 一季度上市公司

业绩回落可能性在加大。 如果说2013年上市公

司盈利维持稳定的原因是低基数、 稳增长政策

的落实、 价格环境的改善及房地产销售的高企

等， 但这些因素在2014年将随着宏观经济环境

的变化或成为拖累上市公司业绩的负面效应。

单从2014年一季度看， 无论收入还是利润增速

都将较2013年四季度有所下滑。

楼市降价之“火”或继续蔓延

（上接A01版）另一方面，部分一二线城市

房价出现下调迹象，虽有促销考虑，也说明房价

已背离市场购买力的真实状态。 一二线城市无

疑聚集了大量市场需求， 但当房价超出合理区

间时， 真正有效的需求就会减少， 迫使价格回

归。 对这部分城市而言，如不能解决供应紧张、

地价高企问题， 更多的房地产项目降价现象就

会发生，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

的确，在城镇化进程方兴未艾背景下，提及

“崩盘”似乎不合时宜。 不过，在时间更早、动力

更足的城市化初级阶段，海南、温州、鄂尔多斯

均发生过楼市崩盘事件。 尽管这些案例背后的

种种因素错综复杂，但是，这些地方当年房地产

市场的表现却与当前一些三四线城市有着惊人

的相似：投资狂热、需求乏力。

多年来， 房地产市场习惯于被称做 “政策

市”，意思是说，除政策调控频繁外，还包括有关

部门多次在市场低迷时出手救市。 多数市场参

与者似乎习惯了房价只涨不跌的逻辑， 强化了

房地产投资属性。

值得注意的是， 无论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审

议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

大问题的决定》， 还是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都

未提出实质性的房地产调控措施， 而是进一步

强化市场主导的调控思路。 这意味着，市场逻辑

将更多地发挥作用，房价涨跌将成为常态，再次

出现部分地区楼市崩盘的情况未必如想象中那

般遥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