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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条件券商均可开展做市商业务

股转系统：四券商首批试点新三板做市商消息不实

□

本报记者 倪铭娅

近日有报道称，新三板做市商将选择四家券

商试点。中国证券报记者14日从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获悉，该消息不属实，未来满足有自

营资格等条件的券商都能开展做市商业务。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主办券

商管理细则（试行）》的规定，证券公司申请在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从事做市业务应具备下列条

件：具备证券自营业务资格；设立做市业务专门

部门，配备开展做市业务必要人员；建立做市股

票报价管理制度、库存股管理制度、做市风险监

控制度及其他做市业务管理制度； 具备符合全

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要求的做市交易技术系

统；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规定的其他条件。

《细则》要求，主办券商开展做市业务，应

通过专用证券账户、专用交易单元进行。做市业

务专用证券账户应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和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报备； 主办券

商应建立做市业务内部报告制度， 明确业务运

作、风险监控、业务稽核及其他有关信息的报告

路径和反馈机制；主办券商开展做市业务，对报

价和成交数据等应有完整、准确、详实的记录或

者凭证，并采取有效措施妥善保存，保存期限不

得少于20年；主办券商开展做市业务，不得利用

信息优势和资金优势，单独或者通过合谋，以串

通报价或相互买卖等方式制造异常价格波动，

损害投资者利益。

保监会：探索优先股等方式满足基建融资需求

探索保险资金投资市政债券

□

本报实习记者 李超

保监会副主席王祖继14日在接受新华社

记者采访时表示，保险资金将探索项目资产支

持计划、公用事业收益权证券化、优先股以及

股债结合、 夹层基金等新型投资工具和方式，

满足基础设施建设多元化的融资需求。

六方面服务城镇化

保监会网站14日消息，保监会近日印发的

《保险业服务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指导意见》提

出六方面措施：一是统筹发展商业养老和医疗

健康保险， 完善城乡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缓

解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人口转移带来的社

保压力；二是进一步深化资金运用改革，创新

资金运用形式，支持城镇基础设施建设、运营

以及养老健康产业、保障性住房等民生项目发

展；三是从服务开放型经济发展、改善小微企

业融资环境、为技术创新提供保险保障、服务

低碳经济等方面提出要求，推动城市产业结构

优化升级； 四是推进政府采购保险产品和服

务， 发展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的责任保险，推

动建立国家政策支持的巨灾保险制度，增强防

灾减灾救灾应急能力；五是健全农业保险服务

体系；六是逐步建立以保险企业为主体、新型

城镇化市场需求为导向、适度监管政策激励为

推动的保险创新机制。

王祖继表示， 目前保险机构已投资上海、

天津、武汉、南京和重庆等城市的保障房项目，

拟投资金额达929亿元。共有5家保险机构投资

10个养老社区项目，预计总投资153亿元。

探索新型投资工具和方式

下一步， 保险业要充分发挥资金融通功

能，创新新型城镇化的金融支持形态。 一是加

大保险资金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力度。 积

极支持铁路、地下管网、污水和生活垃圾处理、

公共交通系统、 城市配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

加大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发展力度，探索项

目资产支持计划、 公用事业收益权证券化、优

先股以及股债结合、夹层基金等新型投资工具

和方式， 满足基础设施建设多元化的融资需

求。 二是鼓励保险资金支持民生项目建设。 参

与养老养生、 医疗健康等产业的投资运营，积

极争取投资税收优惠政策。 引导保险机构完善

投资保障性住房项目、棚户区改造的有效商业

模式。 三是深化资金运用市场化改革。 进一步

完善保险资金投资比例、 范围等方面的政策，

探索保险资金投资市政债券等新型融资工具，

支持建立多元可持续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资金

保障机制。

按照目前保险资产配置结构和发展趋势

估计，“十二五” 末，保险资金将通过债券、股

票等方式间接为城镇化发展提供资金，预计占

保险资金总量的60%至70%，总体规模将达到

6.12万亿元至7.14万亿元。 通过基础设施投资

计划、股权和不动产投资等方式，直接为城镇

化发展提供资金，预计占保险资金总量的10%

至20%， 总体规模将达到1.02万亿元至2.04万

亿元。

目前保险机构已投资上海、天津、武汉、南京和重庆等城市的保障房项目，拟投资金额达

929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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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贬值效应显现 上市公司苦乐不均

□

本报记者 李香才

今年初以来， 人民币汇率贬值对进出口贸

易业务较多的企业已带来影响， 这从公开披露

的上市公司经营信息可见一斑。 根据一季度业

绩预告，长城开发、兔宝宝、伊立浦等公司受到

显著影响，一季度预亏，但巨星科技等公司受益

于人民币贬值。为了应对汇率变动，上市公司纷

纷采取措施， 借助银行远期结售汇等金融衍生

品锁定汇率风险。

上市公司有悲有喜

长城开发15日发布业绩预告称， 预计一季

度亏损1.1亿至1.2亿元，而去年一季度公司盈利

3253万元。公司称，报告期内，因人民币贬值，公

司未到期的金融衍生品期末公允价值较上年末

大幅减少，产生较大金额的公允价值变动损失。

兔宝宝近日公布，预计一季度亏损130万元

至170万元。 公司称，由于一季度以来的人民币

兑美元汇率一改单边升值趋势，出现持续下滑，

浮动汇率区间也由1%扩大至2%， 对公司签署

的远期外汇结算业务产生较大的影响。根据3月

27日最新的远期外汇汇率结算， 公司已签订尚

未交割的远期外汇合约已形成255万元人民币

的汇兑损失。

伊立浦近日公布， 预计一季度亏损202.24

万元至303.36万元。 公司称，为规避汇率风险，

公司与银行签订远期结售汇协议， 但近期人民

币一反常态，贬值较快，远期合同形成的交易性

金融资产按即期汇率与签约汇率计算的公允价

值变动将会产生公允价值变动损失。

另一方面， 部分上市公司受益于人民币贬

值。 巨星科技发布的业绩预告称，一季度受惠于

人民币汇率持续走跌， 导致公司汇兑损益减少，

预计一季度实现净利润8841.73万元至10703.14

万元。 九鼎新材在2013年业绩快报中称，去年实

现净利润1141.82万元，同比减少42.56%，人民币

持续升值是业绩下滑的原因之一。对于今年以来

人民币贬值对公司的影响，公司在回答投资者提

问时表示，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公司业绩的影响是

多向的，对此公司正在积极评估。

借助衍生品应对风险

瑞银证券的研究报告指出， 人民币贬值将

在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两个方面对上市公司带

来影响。 从资产负债表来看，航空业和地产业的

负面影响最显著；从损益表来看，有望受益的企

业包括出口产品或服务的家电、客车、汽车零部

件、电子、纺织服装、油服企业和建筑公司等行

业，可能受损企业包括进口产品（铜、铁矿石、航

油、纸浆、大豆等）较多的公司。

为了应对汇率变动的影响，多家上市公司正

在行动。 长城开发拟继续开展远期结售汇

（DF）、无本金交割远期外汇（NDF）和利率互

换等衍生品业务，均以套期保值为目的。 九鼎新

材的主营业务收入60%左右为外销，结算时以美

元为主。公司拟在建设银行和农业银行开展美元

远期结汇业务。 广博股份出口业务占比约60%

-70%，主要采用美元、欧元等外币结算。 公司将

在银行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及境外NDF （无本

金交割远期外汇交易）业务。 中材国际海外业务

占销售收入的比重较大，公司拟继续利用银行套

期保值工具锁定汇率风险，今年累计外汇套期保

值交易额度拟不超过42.27亿元人民币。

多家比特币交易网站被银行停止服务

□

本报记者 任晓

国内比特币交易网站OKCoin14日公布，招

商银行西二旗支行应上级运营管理部的要求，

自当天起暂停该网站在该支行的充值业务，其

他银行暂不受影响。此外，国内多家比特币交易

网站近日公布，已接到银行的通知，停止为网站

提供服务。

火币网日前公布， 工商银行中关村支行通

知该网站称，接到上级行的通知，要求停止为火

币网提供服务，将在4月18日前完成火币网工行

账户的销户。 火币网自14日起正式停止使用工

行中关村支行账户充值和提现， 其他银行账户

暂未受到影响。

4月10日，BtcTrade网站公布，接到公司开

户行农业银行杭州科技城支行的电话通知，要

求公司于4月15日停止使用公司账户进行比特

币相关业务的结算，如逾期未停止，将于15日冻

结公司的银行账户。公司决定于15日0点后停止

处理人民币充值业务，交易提现暂不受影响。

本月初， 另外两家规模较小的比特币交易

网站收到银行要求销户的通知。 其中，FXBTC

网站发布的公告称，4月2日，网站收到多家商业

银行电话通知，要求尽快到银行办理销户，有的

银行甚至要求第二天必须销户。 该网站从4月3

日起不再处理银行充值， 从4月7日起暂停银行

卡提现业务。比特时代网站发布的公告称，第三

方支付自4月2日晚24时后暂停使用， 同时取消

银行卡转账的充值方式。

对于如何应对银行停止服务的举措， 一些

比特币交易网站称， 推出充值码服务进行充值

或开通美元业务，通过境外平台实现资金流动。

交行：小康家庭不动产投资意愿持续下滑

□

本报记者 高改芳

交通银行14日发布的最新一期《交银中国

财富景气指数报告》显示，小康家庭不动产投资

意愿指数延续下滑态势，本期下滑2个百分点至

102点，逼近荣枯分界线。其中，当前不动产投资

意愿为95点，仍处于不景气区间。

报告称， 越来越多的小康家庭认为当前和

未来房价呈现下滑态势。 在本期受访家庭中，预

期房价下跌的小康家庭占比比上期大幅提高。

不过， 不同区域小康家庭不动产投资意愿

的差异呈现扩大趋势。 本期西部地区不动产投

资意愿指数为94点，从年初的111点持续下滑并

跌入不景气区间。 但在京、沪、深等核心城市，不

动产投资意愿指数从年初以来一直呈连续上升

态势，本期达104点。 持有多套房产的小康家庭

的不动产投资意愿有所减弱， 只拥有一套房的

刚需人群购房意愿没有太大变化。

调研认为， 房地产市场供需矛盾仍难以缓

解，京沪深等一线城市房价总体相对坚挺，但涨

势趋缓、涨幅也会缩小。部分内地三四线城市，由

于供给过剩，需求不足，将面临房价调整的压力。

“随着房价走势的分化，房地产市场区域之

间、城市之间以及人群之间的分化会更加明显。

从近几期的调研结果来看， 刚需人群依然具有

比较强烈的入市购房意愿，在观望期结束之后，

房地产市场仍具备持续释放的需求潜力。”交通

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说。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增加64家

□

本报记者 黎宇文

第115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

15日在广州开幕。 此次展会总面积117万平方米，

展位总数59708个，比上一届增加169个；境内外

参展企业24581家，比上一届增加64家。 其中，第

一、三期将设立进口展区，展览面积2万平方米，共

有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的539家企业参展。

在出口展区方面，设立展位58820个，参展

企业24042家。 其中，生产企业占比50.14%，外

贸企业占比39.36%，工贸企业占比9.65%，科研

院占比0.02%。 从企业性质来看， 私营企业

16700家，三资企业3562家，国有企业1848家，

集体企业263家。

针对不同市场的特点， 本届广交会积极创

新模式，实现了五个“首次” ：首次实现广交会

境外广告投放和出访招商相结合， 大幅提升广

交会在出访目的地的影响力； 首次与南方航空

公司合作推出客商特惠计划， 减轻客商与会成

本， 大洋洲有意向申请请帖的客商比上一届增

长40%； 首次通过视频连线方式在境外举办市

场化招商活动，打破时空限制实现远程化招商；

首次联手合作机构为客商提供与会奖励和协

助；首次实施媒体资源互换计划，在境外合作机

构的媒体上免费投放广告。

本届广交会电商平台运行全新的开放式运

营模式，面向全球采购商开放注册，采购商可快

捷完成询盘和采购信息的发布。 本届广交会首

创移动e展厅服务，为广交会参展企业和非参展

企业提供全方位、立体化的展示和推广。

此外， 本届展览会将全面实施绿色发展计

划，鼓励绿色参展，实施绿色撤展，倡导绿色会

议，打造绿色展馆。 其中，绿色布展以全面推行

绿色特装展位为突破口，确保第115届广交会绿

色展位普及率达到50%，争取到第120届广交会

绿色展位普及率达到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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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深300股指期权仿真交易主要合约情况表

期指十字星

期债续反弹

14日，股指期货市场表现平淡，窄幅震荡

并以十字星报收。 由于金融权重板块的疲软，

IF1404上午小幅震荡走低， 最低探至2260.6

点。 午后在京津冀、油改等概念板块的发力下，

IF1404反弹回升，收于2272.4点。 一方面，上周

诸多事件对投资者情绪的影响开始逐渐弱化，

市场开始进入一季报的集中公布期；另一方面，

沪深300指数面临上方120均线的关键技术关

口。 因此，股指期货多空双方均不愿贸然行动，

期指呈现震荡盘整态势。 当天四份合约成交

57.3万手，创近8周新低，显示关键位置投资者

的谨慎心理。

14日，国债期货仓增价升，成交放量，多头

主动攻击，主力合约TF1406价格上涨0.2%。 资

金面的宽松（隔夜、7天银行间质押式回购利率

当天分别下行9个、22个基点）和农发行新债招

标受热捧 （1年期、3年期新债全场投标倍数分

别为3.63、4.34）使期价异常坚挺。 短期内资金

面宽松仍支撑期价。但从长线来看，资金面仍需

经受5、6月上市银行分红和理财产品集中到期

的严峻考验，因此期价长线偏空。预期市场短期

内将在92.50附近震荡，建议投资者暂时保持观

望，耐心等待后续空头趋势的明朗。

14日， 上市交易沪深300股指期权仿真合

约共92个， 期权合约总成交量为14847627

手，权利金总成交金额555亿元，期权合约总

持仓量为2809746手， 成交量看跌/看涨比为

0.61。 （长江期货金融期货研究小组）

沪深

300

股指期货行情

成交量 持仓量 开盘价 收盘价 结算价

IF1404 517711 61767 2272.0 2272.4 2272.2

IF1405 24061 18629 2271.2 2271.2 2269.8

IF1406 25381 34653 2252.6 2256.0 2255.8

IF1409 6208 19909 2235.8 2237.2 2237.8

5

年期国债期货行情

TF1406 1537 4551 92.384 92.566 92.556

TF1409 59 299 92.780 92.950 92.952

TF1412 0 33 93.252 93.196 93.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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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O1404-C-2450 14.1 -68.1 7149462 1823152 844490

IO1404-C-2150 122.9 -103.8 680533 898799 118495

IO1404-C-2400 18.8 -65.2 435504 110625 77070

IO1405-C-2400 104.9 -44.3 33291 33487 29966

IO1406-C-2700 103.8 -60.4 14188 22163 30424

IO1409-C-2400 130.6 -26.1 3627 6936 10490

IO1404-P-1950 6.5 -50.6 4170066 398339 855490

IO1404-P-2000 11.0 -53.4 373449 54593 56880

IO1404-P-2050 14.4 -57.7 366847 67781 76656

IO1405-P-2050 97.1 -18.2 57239 54172 28439

IO1406-P-2000 127.0 -32.9 4364 4737 6066

IO1409-P-2100 97.9 95.6 5596 8349 1479

晋陕豫黄河金三角

区域合作规划获批

□

本报记者 李香才

中国政府网14日消息， 国务院原则同意

《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合作规划》，以深入实

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

探索省际交界地区合作发展新路径， 推动我国

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

批复要求， 相关部门和地区以实现合作共

赢、共同发展为目标，以整合区域优势资源、创

新区域合作机制、协调区际利益关系为重点，以

共建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为抓手， 着力加快基

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产业分工协作、加强生态

环境共保共治、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推

进改革开放， 全面提升整体经济实力和协调发

展水平， 努力把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建设成为中

西部地区新的经济增长极和欠发达地区实现一

体化发展、跨越式发展的示范区。

一季度中小企业

发展指数微升

□

本报记者 刘国锋

中国中小企业协会14日发布的数据显示，

一季度中国中小企业发展指数 （SMEDI）为

95.9，环比上升0.2点，预计中小企业发展指数

近期将保持平稳态势。

一季度分行业指数四升四降， 上升的分行

业指数有所减少。 房地产业指数虽仍在景气临

界值100以上，但连续3个季度上升的态势已被

扭转。中国中小企业协会表示，企业对于宏观层

面的政策预期看好， 希望更多地得到国家政策

支持，缓解生产经营中的困难。但经济增长的内

生动力仍然不足，经济下行的压力仍然较大，经

济运行将持续稳中趋缓， 预计近期中小企业发

展指数将维持目前的状况。

一季度浙江出口

下降0.54%

□

新华社记者 张遥

杭州海关14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

浙江省外贸进出口总值4641.1亿元人民币，同比

增长0.04%，其中出口3301.3亿元，下降0.54%。

相比全国外贸三月份当月进口、出口“双

降” ，浙江单月外贸形势较全国来看相对乐观。

据海关数据，3月份当月， 浙江省进出口总值

1513.6亿元，同比增长4.8%；其中出口1075.2亿

元，增长10.7%；进口438.4亿元，下降7.2%。

从海关数据来看，今年一季度，浙江外商投

资企业出口下降，民营企业出口仍呈增长态势，

一季度浙江省民营企业出口2222.9亿元， 同比

增长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