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础设施等多个领域

向社会资本开放

（上接A01版）二要全面清理有关法规和规

章制度，坚决废除和纠正妨碍竞争、有违公平的

规定和做法。 三要加强生产经营等行为监管，强

化市场主体责任，坚持依法平等、公开透明，把握

好监管的“公平秤” ，坚决杜绝监管的随意性。 四

要建立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 对违背市场竞

争原则和侵犯消费者、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市场主

体建立“黑名单”制度，对失信主体在投融资、土

地供应、招投标等方面依法依规予以限制，对严

重违法失信主体实行市场禁入。 五要改进监管方

式，整合执法资源，消除多头和重复执法。 今年各

地要进一步推进市县综合执法工作。 会议要求，

各地区、各部门要立足大局，细化措施、狠抓落

实，推动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诚信守法、监

管有力的现代市场体系，让市场的“发动机” 更

强劲有力，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4月汇丰中国制造业

PMI初值回升

□本报记者 杨博

汇丰银行23日公布，4月中国制造业采购

经理指数 （PMI） 初值为48.3， 较3月终值

（48.0）小幅回升。这是汇丰中国制造业PMI初

值在连续下跌5个月后首次回升。

在分项指标中，4月制造业产出指数小幅

上升；新订单指数回升，但新出口订单在经历3

月的短暂反弹之后再次回落至50以下；投入价

格及产出价格指数均从3月的低点有所回升；

产成品库存的增长较3月小幅回落， 采购库存

和就业指数再度下滑。

汇丰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屈宏斌表示， 最新

数据显示制造业活动低位趋稳。 在整体需求仍

偏弱的背景下，内需略有回暖，整体经济下行趋

势未变。 在政策层面，4月中旬以来已释放了明

确的稳增长信号， 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实施有助

于避免经济加速下滑，但不会扭转下行势头。尽

管货币政策仍有进一步放松的空间， 但最主要

的方式仍是通过公开市场操作等流动性管理工

具保持利率水平稳中有降， 从而降低实体经济

的融资成本。

银监会：严肃处理“信托100” 违规行为

信托公司非标资金池业务将尽快清理

□本报记者 陈莹莹 刘夏村

针对“信托100” 分销信托产品，银监会非

银部副主任张电中23日强调， 对于这一违规行

为，监管部门将严肃处理。 监管部门将积极探索

和推动设立信托行业稳定基金， 建立风险防控

长效机制。 此前，“信托100” 号称“信托系余额

宝” ，将信托参与门槛下降至100元。

中国信托业协会专职副会长王丽娟表示，

相关部门将尽快推进信托公司非标资金池业务

的清理，不许拖延，更不许新开展此类业务。

资产规模增速放缓

中国信托业协会当天发布的2014年一季度

信托业运行情况报告显示，截至一季度末，全国

68家信托公司管理的信托资产规模达11.73万

亿元，较年初增长7.52%。自2013年一季度以来，

信托资产规模单季环比增速维持在7%-8.3%之

间，而2010年至2013年一季度，单季平均环比增

速达11.77%。

报告显示， 一季度清算的信托产品平均年

化综合收益率6.44%，而去年全年为7.4%。 综合

收益率虽有所回落， 但仍处于近年来6.30%-7.

50%的波动区间。 报告认为，信托产品一季度综

合收益率在理财市场上仍处于较高水平。

一季度清算的信托产品平均年化综合信托

报酬率为0.44%，环比下降0.27个百分点。 中国

信托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认为， 在市场竞争压力

加大、利率市场化加速的环境下，信托公司为适

应市场发展需求，主动向客户让利。

推动信托公司业务转型

报告认为，中国信托业正处于“五期叠加”

的发展环境， 即我国经济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

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信

托公司还面临利率市场化的推进期和资产管理

业务的扩张期。

王丽娟表示， 信托业协会将积极推动信托

公司业务转型发展，具体包括：大力发展真正的

股权投资， 支持符合条件的信托公司设立直接

投资专业子公司；鼓励开展并购业务，积极参与

企业并购重组，推动产业转型；积极发展资产管

理等收费型业务， 鼓励开展信贷资产证券化等

业务，提高资产证券化业务的附加值。

在谈及清理非标准理财资金池业务时，王

丽娟表示，一是必须尽快推进清理工作；二是不

搞“一刀切” ，各家信托公司应依据自身实际，

自主自行制定清理整顿方案； 三是不搞 “齐步

走” ，各家公司应遵循规律，循序渐进，不设统一

时间表，不设标准路线图，确保清理整顿工作不

引发新的风险。

前海下月地块出让

属意互联网与PE巨头

□本报记者 张莉

前海管理局23日发布四宗地块的使用权

出让公告，定于5月22日公开出让。 四宗地块的

出让起始价总价约为57亿元，土地用途均为商

业性办公用地。业内人士指出，此番土地出让的

竞标门槛严格， 前海希望借此引入互联网和私

募股权投资基金（PE）企业巨头以及具有银行

背景的电商企业，腾讯、弘毅资本、民生电商应

符合竞标规则要求。

前海此次土地出让对各地块竞标人主体资

格规定了详细的限制条件。 T201-0081宗地申

请人须为从事互联网综合服务业务的境内外上

市企业，2012年或2013年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不

低于400亿元。 T201-0082宗地申请人须为境

内外注册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企业， 其管

理的人民币基金规模合计不低于240亿元且在

国家行业主管部门备案， 或该企业管理的外币

基金规模合计不低于40亿美元。 T201-0083宗

地申请人须为在前海合作区注册成立的从事电

子商务的企业，注册资本不低于30亿元，实缴

资本不低于10亿元；其具有关联关系的战略合

作伙伴须为全国性商业银行。 T102-0253宗地

申请人须为在前海注册成立从事信息技术和业

务流程外包服务、 互联网及通信系统设备开发

等经营业务且注册资本不低于15亿元的外商

投资企业， 并取得国家行业主管部门颁发的信

息安全服务一级及以上资质。

前海拟打造“海上丝绸

之路”金融商务枢纽

□本报记者 张莉

深圳前海管理局局长张备23日在2014年

APEC研讨会前海金融改革对话会上表示，前海

拟向中央申请， 对区内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

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 同时降低东南

亚国家金融企业进驻前海的门槛， 最终将前海

打造成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金融商务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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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深300股指期货行情

成交量 持仓量 开盘价 收盘价 结算价

IF1405 619348 70722 2191.4 2185.0 2183.0

IF1406 32868 37675 2176.6 2170.4 2167.8

IF1409 7485 22022 2159.2 2152.0 2150.0

IF1412 616 639 2170.2 2168.0 2164.2

5年期国债期货行情

TF1406 922 3783 92.650 92.566 92.532

TF1409 11 416 92.998 92.950 92.966

TF1412 1 38 93.156 93.156 93.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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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O1405-C-2200 62.3 -0.4 2888693 1825070 314381

IO1405-C-2400 13.8 -2.2 2368567 458835 619252

IO1405-C-2150 89.0 3.1 2346727 2098309 217520

IO1406-C-2700 12.9 -7.0 201940 25417 238919

IO1407-C-2250 149.4 -15.7 40937 56903 2184

IO1409-C-1900 394.3 -27.9 7144 23527 2043

IO1405-P-1950 3.5 -25.8 1895071 408970 896470

IO1405-P-2150 47.3 2.7 1098145 528631 149953

IO1405-P-2200 71.1 0.9 769943 554266 93564

IO1406-P-1900 16.6 -6.3 38941 6966 70999

IO1407-P-2200 218.2 -21.9 219733 276107 1561

IO1409-P-2000 108.9 3.8 6988 7839 3862

IPO预披露企业

再增10家

证监会23日公布10家IPO预披露企业，包

括晨光文具、华电重工等。 其中，7家企业拟在

上交所上市，3家拟在中小板上市。 加上此前预

披露的65家企业，目前已有75家企业披露招股

说明书(申报稿)。（倪铭娅）

发改委：京津冀一体化

相关规划正在完善

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司长徐林23日表示， 发改

委地区司目前正在与京津冀三地政府、国务院其他

部门一起完善京津冀一体化相关规划的文本。经过

一定的程序之后，规划应该会按期出台。（张爽）

“美丽中国·寻找最美城镇”

大型新媒体报道活动启动

□新华社电

新华社“美丽中国·寻找最美城镇” 大型新媒体报

道活动23日在京启动。 活动将通过实地调研采访与主

题论坛相结合的方式， 展示我国近年来城镇化进程中

的最美风景线。

来自宏观经济、旅游研究、城乡规划、资源开发利

用与环境保护等诸多领域的数十位知名专家， 开始对

全国提名的首批76个候选城镇进行综合考察， 按照

“自然生态美、文化传承美、经济活力美、社会和谐美、

城市形态美” 五位一体评价体系，寻找“最美城镇” 。

过去30多年来，中国城镇化进程快速发展。 推进

城镇化，关键是提高城镇化质量。在当前城镇化进程不

断加速的背景下， 走什么样的城镇化道路成为各界普

遍关注的话题。“美丽中国·寻找最美城镇” 活动将对

全国新型城镇建设典型案例进行挖掘、梳理，剖析城镇

化过程中出现的有益实践和存在的问题、不足，凝聚城

镇化建设“正能量” ，激励社会各界共筑美丽中国。

这项大型新媒体报道活动由新华社新媒体中心发

起并主办，新华网、新华每日电讯联合主办，安利（中

国）日用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活动依托新华社全媒

体优势，借助网络、微博、微信、客户端等新媒体传播方

式，通过开展“美丽中国·随手拍家乡” 等线上主题活

动，邀请全国网民共同参与寻找、发现中国城镇之美。

一季度央企利润

同比增长3.4%

国资委23日公布， 一季度中央企业累计实

现利润总额3107亿元，同比增长3.4%；营业收入

5.6万亿元，同比增长4.6%；上交税费总额4827.9

亿元，同比增长3%。营收指标增幅较去年同期有

所收窄。 去年一季度，央企营收同比增长7.1%，

国资委未披露当季利润总额。 去年上半年，央企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2%。（毛万熙）

招商局傅育宁

调任华润集团董事长

招商局集团官方网站23日公布，集团召开

干部会议，宣布集团主要负责人调整的决定：傅

育宁不再担任招商局集团董事长职务， 另有任

用；李建红总裁暂时主持招商局集团全面工作。

同日，华润集团官方网站公布， 傅育宁任华润

（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免去宋林华润（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职务。（黄莹颖）

期指延续震荡

23日，股指期货表现较平静，全天呈现窄

幅震荡走势 ，IF1405报收 2185.0点 ， 微跌

0.11%。 沪深300指数量能继续萎缩，显示现货

市场仍是场内资金博弈， 预计股指期货后市仍

将延续震荡格局。

23日， 国债期货主力合约TF1406围绕

92.50上下窄幅震荡。受月末流动性惯性抽紧和

近期新债招标密集影响， 预期近期期价上行艰

难。 在长线空头趋势显现以前， 建议继续以

92.50为区间震荡中枢逢高短空。（长江期货金

融期货研究小组）

九鼎投资

将登陆股转系统

□本报记者 顾鑫

北京同创九鼎投资股份有限公司23日公

布公开转让说明书， 公司即将在全国股份转让

系统挂牌， 由此成为首家登陆股转系统的私募

股权投资机构。

海南证监局组织

投资者保护知识竞赛

□本报记者 蒋文革

海南证监局近期组织海南证券期货业协会、

海南上市公司协会和相关市场主体开展投资者

保护知识竞赛活动。 本次活动共收到68家参赛单

位提交的有效答题卡3605份，各类型参赛单位分

别占辖区证券经营机构、期货经营机构和上市公

司总数的87.5%� 、82.4%、73%， 评选出最佳组织

奖5名、组织奖10名、个人优胜奖50名。

沪港通利好料超预期

（上接A01版） 但作为一家经纪业务实力

较强的券商， 已经在着手了解可能的运作路径

并提前做好准备。

联合公告称，允许两地投资者通过当地证券

公司（或经纪商）买卖规定范围内的对方交易所

上市的股票。 截至目前，对何谓当地证券公司尚

无明确说法。“我们就这个问题已多次跟沪港两

地沟通。 ” 一家在香港设立分支机构的中型证券

公司负责人表示，“目前掌握的情况是， 由于技

术门槛并不高，不会对券商范围做太大限制。 ”

联合公告对沪港通圈定每日交易上限，对

此业界存在较多疑惑。 消息人士表示，日交易额

度应指的是类似“轧差” 后的额度，即每日买卖

之差不能超过联合公告指出的上限， 以保证人

民币的流入、流出量基本平衡。

部分细节仍待明确

中信证券国际经纪业务主管尚巍同时是中

信证券股票销售交易部行政负责人。 他表示，开

展沪港通业务仍有待有关部门确认一些细节问

题。 其中，虽然联合公告明确“交易结算活动遵

守交易结算发生地市场的规定及业务规则” ，但

在内地进行港股推销时是否应按照香港市场要

求考取牌照？ 香港开户时有关于反洗钱等在内

的诸多要求， 在沪港通启动时是否需要投资者

遵守？

瑞银证券中国证券业务总监夏阳认为，沪

港通推进的力度超出了市场预期， 但还有很多

问题和细节需要确定：

首先， 除了现在普遍理解的个人投资者和

机构直接开户做交易的模式外， 是否允许券商

直接将其设计成一些产品进行打包、 推荐？ 其

次，以往推出QFII、QDII等产品时监管部门均有

较多限制，沪港通业务是否不存在这些限制？

沪港通能否热销

QFII开放多年来，额度递次上调，但目前额

度并未用完。QDII自推出后盈利状况不佳。沪港

通开通后，总计高达5500亿元的额度能用完吗？

“QFII额度没有用完有三个因素。 ” 尚巍表

示， 一是取决于投资者对内地市场的预期，“前

段时间很多声音唱空中国， 最近又开始有人唱

多，QFII又开始变得热销” ；二是QFII有很多制

度上的限制，审批谨慎，加上对主权基金等大额

资金的税收制度没有明确， 制约了海外投资者

进来； 三是流动性问题， 每天存在大量换汇限

制。“所以沪港通的额度能否用完更多取决于细

则如何制定，如果能够解决流动性问题，未来仅

A股纳入MSCI指数就会存在巨额被动交易，需

求量将快速增多。”此外，如政策允许，对冲基金

将会乐于参与沪港通业务。

尚巍表示，对于内地资本市场，客户还有很

多投资需求， 比如投资衍生品等沪港通可能做

不到，未来金融开放还会继续。 “我认为下一步

比较有意义的是先放开两地金融产品互认，可

以让大家互相交叉销售， 这一渠道打开意义重

大，更有利于囤积在香港的资金投向内地。 ”

主板发审委委员拟增市场买方投资者代表

□本报记者 倪铭娅

证监会23日表示， 证监会第十五届主板发

行审核委员会即将任期届满， 为保证发行审核

工作正常进行， 证监会正在进行发审委例行换

届工作。依照相关规定，自即日起就拟任委员候

选人向社会公示。

为落实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相关要求，本

次主板发审委换届在委员来源方面作了调整，

大幅增加市场买方的投资者代表。 增加了来自

公募基金管理公司的委员数量，新从全国社保

基金理事会、保险公司从事投资管理的专业人

员中选聘委员， 并从上市公司董秘中选聘委

员。 新增来自香港证监会和香港交易所的委员

各1名。

根据证监会发审委办法， 发审委委员由中

国证监会的专业人员和中国证监会外的有关专

家组成，由中国证监会聘任。主板发审委委员为

25名，部分发审委委员可以为专职。其中证监会

的人员5名，中国证监会以外的人员20名。 发审

委委员每届任期一年，可以连任，但连续任期最

长不超过3届。证监会表示，换届后，发审委委员

的代表性和专业领域更加广泛， 有利于促进新

股发行体制改革的顺利推进。

4

月

23

日，新华社党组成员、副总编辑慎海雄在活动启动仪式上致辞。 新华社图片

回收闲置土地可优先

用于养老服务设施用地

国土资源部23日发布的《养老服务设施用

地指导意见》提出，闲置土地依法处置后由政

府收回的，规划用途符合要求的，可优先用于养

老服务设施用地。（张敏）

人民币贬值提前对冲资金流入压力

□本报记者 任晓

受国内经济增速下滑等因素影响， 今年以

来人民币已贬值逾

3%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资金

有重回新兴市场之势。

3

月外汇占款环比大幅度

增加有外贸转为顺差的因素， 但整体仍反映出

跨境资金净流入的特征。 美日欧主要经济体继

续维持现行政策或推出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

将使得全球流动性继续维持较充裕局面， 国内

面临新一轮资本流入压力， 为人民币汇率增添

新变数。 从这一角度而言，贬值为未来一段时间

资金流入压力做出提前对冲。

当前美国经济复苏的态势较显著， 美联储

已进入削减

QE

规模轨道， 但在关键的加息问题

上依旧按兵不动。 如耶伦所说，在美联储看来，

目前通胀率长期徘徊在低位带来的通缩风险要

大于由于过度增发货币而带来的通胀风险。 因

此，只要不出现目前预见不到的变化，美联储的

零利率政策至少会在年内持续。

欧日央行有继续实施量化宽松的可能。 欧

洲经济仍处于长期低迷中。 欧洲央行在

4

月的声

明中已显示出对通缩威胁的正视， 应不会放任

通缩的发生。 此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

拉加德呼吁欧洲立即出台债券购买等特殊货币

政策措施， 欧央行行长德拉吉也表态不排除出

台进一步刺激措施。 今年以来乌克兰的动荡局

势则进一步恶化了欧盟经济前景， 加大了欧央

行推行量宽政策的可能性。

日本新一轮量化宽松也有箭在弦上之势。

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日前表示，面对

4

月消费

税上涨的冲击已准备好扩大量化宽松刺激，并

且不需要看到完整的数据表明增税冲击究竟有

多大。 而

3

月日本贸易赤字创新高，增大日央行

加推量化宽松政策的可能性。

此外，监测机构称，资金近期重回新兴市

场。 市场人士认为，除资金外溢因素外，因为经

过长期宽松货币的影响，各个发达市场估值都

已高到一个让投资者忐忑不安的水平。 以美国

为例，

2013

年是美国股市自

1995

年以来表现最

好的一年。 相较而言，不少新兴市场股市的估

值则显得偏低，成为吸引资金流入的一个重要

因素。

在仍然宽松的全球流动性环境下， 未来一

旦资金加速涌入国内， 将再度为人民币带来升

值压力。 但今年国内经济不容乐观，投资增速面

临下滑，出口萎靡不振，经济增长难以承受较大

幅度的人民币升值。 从这一角度看，目前人民币

贬值可以为未来资本流入的冲击提供“缓冲”。

■

今日视点 Com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