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债期货冲高回落

17日， 股指期货小幅高开并顺势上扬，主

力合约IF1405摸高2247.2点。 但现货市场开盘

后，蓝筹股表现不振且成交低迷，拖累股指期货

掉头向下，IF1405收报2226.6点。股指期货四份

合约持仓量全天增加2497手至139142手，显示

投资者在当前位置分歧较大。

17日， 国债期货TF1406合约上涨0.18%。

当天国债期货价格的冲高回落说明交易者对定

向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的影响估计得过高， 事实

上，这更是一种结构调整的政策，对于货币供给

总量的影响有限。我们维持中长线看空的判断，

17日高位介入的卖单可继续持有。

（长江期货金融期货研究小组）

一季度全国财政收入增幅逐月回落

□本报实习记者 赵静扬

财政部17日公布， 一季度全国财政收入

35026亿元，同比增长9.3%。 其中，中央财政收

入15545亿元， 同比增长6.4%； 地方财政收入

（本级）19481亿元，同比增长11.8%。1-3月，全

国财政收入增幅逐月回落， 各月增幅分别为

13%、8.2%、5.2%。

3月份全国财政收入10103亿元， 同比增长

5.2%。 其中， 中央财政收入3774亿元， 同比下降

1.4%；地方本级财政收入6329亿元，同比增长9.5%。

财政部表示，3月全国财政收入增幅较低特别是中

央财政收入同比下降， 主要是受经济增长放缓、出

口退税增加较多、个人所得税上下年缴库错月等因

素影响，扣除特殊因素后中央财政收入增长约5%。

财政部表示， 一季度财政收入增速放缓的

主要原因一是工业生产、消费、投资、企业利润

等与财政收入增长密切相关的指标增幅均有不

同程度回落，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等主

体税种增幅相应放缓； 二是工业生产者出厂价

格（PPI）降幅扩大，影响以现价计算的财政收

入增长；三是扩大营改增试点范围，减轻企业税

负，增值税、营业税等相应减收，且减收主要体

现在中央；四是近期商品房销售额增幅回落，使

地方房地产相关税收增幅回落。 从财政收入走

势看， 受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以及去年下半年收

入基数逐步提高等因素影响， 未来几个月全国

财政收入增长可能将继续呈放缓态势。

年报披露在即 多家公司面临退市风险

□本报记者 蔡宗琦

谁将成为第二个*ST长油？ Wind统计数

据显示，*ST超日、*ST凤凰等多家上市公司连

年业绩不佳， 其2013年年报即将披露， 如果

2013年业绩依然亏损， 可能触发暂停上市并

终止上市。

退市风险显现

目前适用的退市规则是2012年出台的《关

于完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的方

案》、《关于改进和完善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的方案》和《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与以往的退市制度相比， 这些文件构建的

退市制度在多处进行了完善。 其中，沪深两市的

退市标准均涉及净利润、净资产、营业收入等财

务指标。 同时，如果连续若干交易日，股票累计

成交量过低或收盘价低于每股面值， 也会触发

退市。

近日，连续四年亏损的*ST长油被上交所要

求终止股票上市交易。 Wind数据显示，在深市

中，*ST超日、*ST凤凰两家公司虽未发布年报，

但其业绩快报和预告显示2013年业绩亏损，可

能导致连续三年（2011年-2013年）亏损，而按

照深交所规定，连续三年亏损将暂停上市。 *ST

传媒已连续两年（2011-2012年）亏损，且去年

前三季度净利润为负。 此外，*ST国恒已连续两

年（2011-2012年）亏损，2013年预亏，存在一

定风险。

在沪市中，*ST金泰连续三年 （2010年

-2012年） 亏损，2013年前三季度业绩为负。

按照上交所连续亏损三年暂停上市、 连续亏

损四年终止上市的规定， 它是沪市中退市风

险 较 大 的 公 司 。 *ST 二 重 连 续 两 年

（2011-2012年）亏损，2013年前三季度亏损

额超过14亿元，业绩风险较大。

在这些公司中，部分公司已提示退市风险。

*ST超日、*ST二重、*ST国恒均公告称， 预计

2013年将继续亏损， 将等待交易所是否对公司

股票进行暂停上市处理的决定。

上述公司并非存在退市压力的全部公司。

按上交所规定， 营业收入连续两年低于1000万

元的上市公司将暂停上市， 持续三年将终止上

市。 *ST金泰2012年营业收入低于这一标准，

2013年前三季度表现不佳。

部分公司涉险过关

2012年退市新政发布以来，除*ST长油外，

仅有*ST炎黄和*ST创智两家公司退市。 分析

人士指出，面临暂停上市或终止上市命运的公

司或许会通过多种手段保壳，特别是业绩亏损

有限的公司保壳可能性极大。 多家存在退市风

险的公司去年前三季度亏损不足1亿元， 有望

扳回一局。

此前，深市的S*ST聚友，沪市的*ST宏盛、

*ST北生均赶在退市大限前发布重组公告，涉险

过关。 最新的过关者是*ST华塑。 该公司4月18

日发布的2013年年报显示，因麦田园林进入，公

司实现扭亏，避免暂停上市，成功保壳。

中金公司研究报告指出， 现行退市制度存

在一些问题， 一是业绩亏损的公司有望采取各

种会计处理手段“保壳” ，从而使其上市公司的

壳资源能被其他公司通过资产注入等方式“借

壳上市” ；二是生效的退市标准比较单一，目前

只有“连续三年亏损” 成为强制退市的有效标

准，其他标准或者不够明确，主观判断的成分居

多，或者无法反映市场的变化，量化指标脱离现

实情况；三是具有“行政化” 色彩。 许多ST公司

的实际控股人是地方政府， 通过各方的压力和

干预、 利用各种资源千方百计保住公司的上市

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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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I十三个月以来首现负增长

商务部：正就调整加工贸易目录征求意见

□本报记者 倪铭娅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17日在例行新

闻发布会上表示，商务部正对稳外贸措施进行

调研，近期正在就加工贸易禁止类和限制类目

录调整工作广泛征求有关地方、部门和行业企

业的意见， 稳妥开展加工贸易目录调整工作。

针对3月我国实际使用外资（FDI）出现13个

月以来首次下降的问题， 沈丹阳表示，3月份

FDI出现的波动属于正常现象， 不影响全年利

用外资的稳定增长。

推动加工贸易发展

沈丹阳表示，在稳外贸措施方面，商务部

正在进行调研。 根据外贸稳增长、调结构的要

求， 为了进一步完善加工贸易商品分类管理、

推动加工贸易健康稳定发展， 促进转型升级，

商务部近期正在就目录调整工作广泛征求有

关地方、部门和行业企业的意见，在此基础上

还要由专家深入评估、 研究提出相关调整方

案。 商务部将稳妥开展加工贸易目录调整工

作，为加工贸易企业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加工贸易是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扩大就业、提升产业水平、促进国民经济发展

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目前加工贸易按照“负面

清单” ，实行商品分类管理，定期发布加工贸易

禁止类和限制类目录。现行的加工贸易禁止类目

录共有1803个10位商品编码，限制类目录共500

个10位商品编码。 1999年以来，根据形势变化，

先后10余次调整加工贸易禁止类和限制类目录，

形成了分类商品目录的动态调整机制。

对于媒体报道的曹妃甸自贸区方案已批转

至商务部的消息，沈丹阳表示，有关省份提出建

立自贸试验区或者自贸园区、港区的情况，商务

部目前没有新的消息可以提供， 总体上要根据

国务院的统一部署， 在总结上海自贸试验区经

验的基础上稳步、逐步推进其他自贸园区建设。

全年FDI料仍稳定增长

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3月份我国实际使

用外资金额122.39亿美元，同比下降1.47%。这

是FDI13个月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

沈丹阳表示，3月份FDI出现微幅下降属于

正常情况。 在一年12个月中，由于个别投资项

目金额变化或宏观经济政策环境变化，个别月

份利用外资出现一些小幅波动是正常的。 今年

3月份虽然出现了这样的波动， 但不影响全年

利用外资的稳定增长。 中国仍是全球非常重要

的投资目的地，中国的投资环境仍是跨国公司

共同看好的，这一判断和态势没有改变。 商务

部对全年利用外资的稳定增长仍充满信心。

一季度国内消费市场运行总体稳定趋好。

对于全年的消费形势，他表示，今年消费增长

面临一定压力。 出口增速如果下滑，可能影响

就业和收入。 住、行等升级消费带动作用有所

减弱，消费市场环境还有待改善。 综合判断，今

年消费市场总体将保持平稳发展态势。 随着国

家扩大消费的一系列政策措施进一步落实到

位，今后几个月消费市场增速有望逐步加快。

一季度进出口同比增速的双双下降引发

市场对外贸的担忧。 沈丹阳表示，尽管一季度

进出口数据并不理想， 甚至4月份也不一定尽

如人意，但应看到有利于全年外贸稳定发展的

不少积极因素。 在发达经济体缓慢复苏、新兴

经济体增长动力趋弱的背景下，商务部对全年

外贸形势不敢掉以轻心。

过去12个月FDI单月同比增速（%）

数据来源：商务部网站

首批基金一季报出炉

3月末余额宝规模突破5400亿份

□本报记者 曹淑彦

截至17日中国证券报记者发稿时， 天弘、银

河、 新华等基金公司披露了旗下基金的一季报。

季报显示，多只去年及今年以来业绩表现出色的

基金在一季度降低了仓位，减配了成长股。 基金

普遍认为，二季度市场仍将维持震荡和结构性行

情。 一季度末，余额宝对接的天弘增利宝货币基

金规模达5413亿份，当季规模增长近两倍。

尽管此前市场传闻称货币基金投资银行协

议存款的有关条款可能调整，但截至一季度末，

天弘增利宝货币基金配置的银行存款和结算备

付金合计占比仍在90%以上， 较去年底略有增

加，并且在一季度降低了债券持仓。

多只权益类基金在一季度主动减仓。 银河

主题基金表示， 一季度前期股票仓位维持在较

高水平，在行业和股票配置上仍以成长股为主，

后期考虑到在股市缺乏增量资金和IPO重启预

期， 成长股整体性的高估值未能与业绩增长完

美配合，个股基本面参差不齐，因而下调仓位。

新华灵活主题基金也在一季度降低仓位， 减配

成长股，增配消费类股票。

基金认为，二季度股市仍将呈震荡态势，板块

估值分化会加剧， 对基金个股研究能力将提出更

高要求。 银河主题基金表示，虽然改革进入“深水

区” ， 但放在较长的时间跨度中， 转型的趋势明

确， 市场仍处在技术革新叠加改革红利释放的良

好基本面中。 随着IPO重启，未来竞争优势突出的

龙头企业将凸显优势，板块估值会显著分化。

新华灵活主题基金表示， 经济在上半年至

少仍会保持疲弱状态， 资金利率高企的现状很

难根本性改变，改革仍会持续进行，产能调整难

以完全结束。 经历此轮的充分调整后，配合改革

红利，新一轮的经济周期正在酝酿。 二季度的机

会主要来自下跌中错杀的个股品种、 超跌的价

值蓝筹股、受益经济转型的有业绩支撑的个股。

银行可确定客户第三方支付交易限额

□本报记者 陈莹莹

据媒体报道， 银监会和央行近日联合下发

《关于加强商业银行与第三方支付机构合作业

务管理的通知》。《通知》要求，银行应对客户的

风险承受能力进行评估， 以确定客户与第三方

支付机构相关的账户关联、业务类型、交易限额

等，包括单笔支付限额和日累计支付限额。 在客

户提出申请且通过身份验证和辨别后， 在临时

期限内可以适当调整单笔支付限额和日累计支

付限额。 至于限额是多少、临时期限有多长，由

银行自己决定。

《通知》 从保护客户资金安全和信息安全

出发，对有针对性的问题细化了规范，涉及客户

身份认证、信息安全、交易限额、交易通知、赔付

责任、第三方支付机构资质和行为、银行的相关

风险管控等，要求商业银行按照各项要求，做好

相应的制度及合同修订工作。 相关工作最迟应

于6月30日前完成。

《通知》强调客户身份认证的重要性，要求

首次建立业务关联时，必须通过第三方支付机构

和银行的双重身份鉴别。 在赔付责任方面，商业

银行在与第三方支付机构签订合作协议时，对客

户通过大额资金划转应强化身份认证，确保由客

户本人发出资金划转要求。 对大额支付、可疑支

付要及时通知客户。 从银行账户划出的支付交易

资金，遇到交易终止、失败应划回原银行账户。

在加强银行内部风险规范方面，《通知》要

求银行将与第三方支付机构的合作业务纳入运

营风险监测系统的监控范围， 特别是对其中大

额、异常的资金收付要逐笔监测。 银行应构建安

全的网络通道，制定安全边界，防止第三方机构

越界访问。

资金料趋紧 房企降价或蔓延

□本报记者 张敏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1-3月，房地

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同比增长6.6%， 增速比1-2月

回落5.8个百分点。北京中原地产的分析认为，截至目

前，共有33家上市房企公布了一季度销售业绩，其中

16家房企同比明显下滑。受此影响，房地产企业的资

金状况可能不再宽裕，而是逐渐转向紧张。

中金标准数据机构发布的研究报告认为，

4-5月将有一批房地产信托计划集中兑付，届时

房地产业的资金链将明显承压， 并进而影响企

业的定价策略。 未来推出降价促销措施的房地

产项目可能越来越多。在纳入该机构统计的116

个城市中，有半数城市的房价在3月出现下降。

在房地产市场上，“量跌”往往是“价跌”的先

兆。 多家机构的研究报告称，如果房地产市场成交

量持续维持低位，则未来降价的范围将继续扩大。

除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外， 多家机构的

统计数据显示，楼市成交陷入低迷状态。 根据北

京房地产交易管理网的数据，4月上半月， 北京

二手住宅签约3295套， 创2009年来的同期新

低。 同时，北京新房成交量也处于历史低位。 第

一太平洋戴维斯的数据显示， 一季度上海新建

住宅销售市场供求双双下跌，创近8个季度以来

最低水平。 其中，新建商品住宅新增供应面积环

比减少27.7%，成交量环比下降43.9%；二手住

宅的成交面积同比下降三分之一。

在供应端，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3月，

全国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购置面积5990万平方

米，同比下降2.3%，而去年全年增长8.8%。 多位

房企人士表示，这主要与房企资金不足、开发成

本节节攀升有关。

有分析认为， 尽管近期部分城市酝酿出台

楼市救市措施， 但市场调整期已不可避免地到

来。 在信贷和限购政策不会出现大调整的情况

下，未来一段时间内，成交量低迷的情况将难以

从根本上改变，房价将面临下行压力。 中原地产

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认为， 越来越多的城市面临

房价调整压力， 二季度包括杭州在内的多个城

市都有房价再次下调的可能。

台积电首季业绩增二成

台积电17日公布， 一季度净利润478.7亿

元（新台币），同比增长21%；每股收益1.85元，

高于市场预期的1.73元；毛利率达47.5%。

公司预计二季度营业收入将达1800亿

-1830亿元，同比增长21.4%-23.4%，而此前市

场预期为15%-20%。 公司称，业绩增长强劲主

要是因为智能手机产业受惠于LET等基础建

设，带动影像感测器、指纹辨识芯片等需求旺

盛。（台湾《经济日报》供本报专稿）

《证券法》修改

12月将初审

全国人大网17日公布的《全国人大常委会

2014年立法工作计划》 显示， 将在12月初审

《证券法》修改工作，《预算法》修改和《土地

管理法》修改的继续审议时间将根据情况适时

安排。 《期货法》等14部立法项目由有关方面

抓紧调研和起草工作， 视情况在今年或以后年

度安排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赵静扬）

第五批130家机构

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17日举行第五

批私募基金管理人颁证仪式，1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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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负责人表示，目前

市场上有管理经验和产品规模的知名大型私募

基金管理人基本已正式完成登记。 预计到4月底，

由基金法和证监会相关法规要求登记的私募行

业队伍基本形成，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备案将告

一段落。 从5月份开始，协会的工作重点将转移到

行业服务、自律和制度建设等。 对于市场担心的

对私募行业监管过严的问题， 相关负责人表示，

不会照搬公募基金的监管方式来管理私募基金，

主要还是以行业自律为主。 (曹淑彦)

国开行一季度末

不良贷款率0.5%

国家开发银行行长郑之杰日前在作一季度

经营管理工作报告时表示，截至一季度末，全行

资产总额8.34万亿元，贷款余额7.33万亿元；累

计本息回收率98.02%， 连续57个季度保持高

位；不良贷款率0.5%，连续9年控制在1%以内。

国开行下一步要支持新型城镇化、铁路、产业转

型升级、民生等重点领域建设，促进经济平稳增

长和结构调整；推进国际业务，服务开放型经济

体系建设；提高多元化筹资能力，确保流动性安

全。 (陈莹莹)

环保部：加快推进

土壤环保立法进程

环境保护部有关负责人17日表示，环保部

和国土部发布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显

示，全国土壤环境状况总体不容乐观，部分地区

土壤污染较重，耕地土壤环境质量堪忧，工矿业

废弃地土壤环境问题突出。 将通过编制土壤污

染防治行动计划、 加快推进土壤环境保护立法

进程、进一步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实施土壤

修复工程、加强土壤环境监管等方式，对土壤污

染进行防治。 (王颖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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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671 19552 2243.0 2229.0 2229.0

IF1405 411874 61097 2242.0 2226.6 2229.4

IF1406 35860 37917 2219.6 2212.6 2215.2

IF1409 8125 20576 2201.2 2194.8 2196.8

5

年期国债期货行情

TF1406 2990 3818 92.700 92.646 92.646

TF1409 212 365 92.948 93.050 93.050

TF1412 16 36 93.358 93.250 93.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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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20023580 2358887 1350618

IO1404-C-2400 -4.0 474991 46097 109615

IO1404-C-2350 -4.8 303304 21630 114431

IO1405-C-2400 -3.2 253713 270270 108688

IO1406-C-2600 -24.9 8636 10935 12743

IO1409-C-2400 -25.0 173629 260321 4231

IO1404-P-1950 -2.5 8687877 666074 1066090

IO1404-P-2150 -1.9 404620 28523 116185

IO1404-P-2050 0.2 216778 15842 114478

IO1405-P-1950 -13.6 3289558 3213877 182178

IO1406-P-1900 -13.7 2588 3085 6358

IO1409-P-1900 2.0 6137 7347 5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