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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季度基金持股市值

下降近五成

据Wind统计，一季度基金的持

股数量较去年四季度环比减少

466.10亿股， 持股市值环比降低了

6254.01亿元。

增量过会企业上市料有节奏进行

投行人士预计5月底才可能有新股上市

□

本报记者 顾鑫

证监会主板发行审核委员会定于30

日召开发审会，审核四公司首发申请。 有

观点称，这意味着下一步新股发行工作启

动和市场扩容压力加大。 对此，权威人士

表示，新股发行的启动还需要相关配套规

则发布之后才能进行，首先拿到批文的应

当是已过会的企业，未来增量过会企业的

上市预计会有节奏地进行，会从供需平衡

的角度出发考虑市场的承受能力。

近期难有新股上市

发审会即将召开，市场关注的焦点开

始转向新股发行的启动。 投行人士认为，

IPO启动的必要条件之一是新股发行相

关配套细则发布，预计这些配套规则最快

在4月底、5月初出台。此外，网下投资者备

案工作也需要一定的时间，照此推算，5月

底才可能会有新股上市。

据了解，3月底有关完善新股发行改

革相关措施发布之后，证券业协会向承销

商和询价机构下发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承销管理业务规范(2014修订版征求意见

稿)》。 在《征求意见稿》的基础上，证券

业协会还将制定配套文件 《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自主配售细则》和《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网下投资者备案管理细则》。

截至4月25日， 已有122家企业披露

招股说明书(申报稿)，预计2014年6月底

前，绝大部分在审企业可完成财务资料更

新和相关预先披露工作，但是发审会召开

的节奏与预披露应当并不一致。新的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审核工作流程包括受理、反

馈会、见面会、初审会、发审会、封卷、核准

发行等主要环节。发行监管部在正式受理

后即按程序安排预先披露。反馈意见已按

要求回复、财务资料未过有效期、且需征

求意见的相关政府部门无异议的，将安排

预先披露更新。

已过会企业料先上市

业内人士表示， 即使是进入发审会环

节的企业，在通过发审会以后，其上市进程

也应当排在目前26家已过会企业的后面。

截至4月25日，上交所已通过发审会

的企业有2家，分别为乔丹体育、中材节

能；深交所中小板企业有7家，包括木林

森、广东秋盛资源等；深交所创业板企业

有17家，包括浙江花园生物高科、西安天

和防务技术等。 按照有关规定，IPO在审

企业应向审核部门提交财务资料在有效

期内的预先披露材料并相应更新申请文

件后方可履行后续审核程序。

业内人士表示，对于市场扩容压力不

必过于担忧，未来新股发行的节奏应当会

考虑供需平衡。 此外，在审企业也未必都

能够顺利上市， 今年以来已有32家企业

终止IPO，其中4月份以来终止IPO的就达

到11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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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Comment

降低融资成本应在结构上下功夫

□

本报记者 张勤峰

当前，经济增速放缓与企业融资难、融

资贵问题并存。 降低融资成本对于减轻企

业财务负担，增强企业投资动力，促进经济

平稳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实施货币政策总

量宽松是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的常见做法，

但我国存量货币规模已较大， 整体经济的

杠杆率不低，潜在债务风险不小，不宜推行

一刀切式总量宽松政策。同时，经济金融结

构性矛盾突出， 推行总量宽松货币政策既

不适宜，效果也可能有限。 因此，降低企业

融资成本应该在结构上下功夫。

首先，应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适度宽

松和基本稳定，为银行资金成本下行进而

为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创造条件。近年来企

业融资成本居高不下，很大程度上源于银

行对自身负债成本上升的转嫁。在现行融

资体系中，商业银行往往是直接的或最终

的资金供给方，银行负债成本对于企业融

资成本具有重要影响。 近年来，利率市场

化与金融深化提高了银行负债成本，在高

额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与存贷比考核机制

作用下，银行资金运用也受到一定限制。

其次， 继续大力发展股票和债券融

资， 拓宽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的融资渠

道。 目前，除少数企业可以通过股权融资

和债券融资满足部分资金需求外，绝大多

数企业发展所需的中长期资金基本上依

赖于银行信贷资金。 健全多层次资本市

场，大力发展直接融资，降低权益融资门

槛，创新债券融资工具等，对拓宽企业特

别是中小企业融资渠道意义重大。

第三，也是更关键的是，应加强货币

信贷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协调配合，有针对

性地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

近段时间，政府出台了一系列财政金融政

策，包括运用开发性金融手段支持棚户区

改造、整合金融资源支持小微企业发展、

“定向降准”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三农”

领域的信贷支持力度等，基本上可以归结

为差别化的政策，目的在于引导金融资源

向符合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特定

领域倾斜， 切实降低相关企业的融资成

本，在调结构中稳增长。

除了在资金供给上下功夫之外，可

辅以结构性的需求调控， 坚决控制不合

理资金需求，允许违约风险可控释放，优

化金融资源配置， 引导资金流向最需要

的地方。

总体看，“总量稳定、结构优化”将是

未来一段时间货币政策的基本取向，降低

企业融资成本应从结构上下功夫。如果未

来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可供货币当

局选择的手段还包括：定向放松贷存比等

监管约束；在限定银行资金运用的基础上

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由央行直接或间接开

展资产购买计划提供定向流动性支持；推

进保障房建设等重要基建领域的 “非标”

转标；继续推动专项债券发行等。

逾1700家公司拟现金分红

上市银行股息率居首

□本报记者 于萍

上市公司2013年年报披露接近尾声。截至4月27日，两市已有超过1700家公司推出现金分配方

案，其中上市银行则凭借着5.73%的平均股息率领跑其余行业。

银行股息率居前

根据同花顺iFinD数据统计，目前披露现金分配方案的上市公司中，有149家公司2013年全年

股息率超过3%，其中有45家公司在5%以上。

统计显示，目前安源煤业在2013年股息率排名中居于首位。 该公司2013年年报拟每股派现0.5

元，按照2013年年末公司股价4.25元计算，股息率达到11.76%，这也是目前两市中唯一一家年度股

息率为两位数的公司。 紧随其后的是内蒙华电和上汽集团。 其中，内蒙华电拟每股派现0.3元，股息

率为8.8%；上汽集团拟每股派现1.2元，股息率为8.49%。

在股息率排名前20位的上市公司中，有8家银行跻身其中。 工、农、中、建四大行股息率全部在7%

以上。浦发银行、交通银行、中信银行、光大银行股息率也均超6%。总体来看，14家推出现金分配方案

的银行平均股息率达到5.73%，领跑其他行业。（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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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牌潮起

各路资本逐鹿A股市场

近期产业资本密集举牌， 有的与被举牌公司

的重组计划撞车，有的上演激烈的股权之争。各路

资本似乎欲借A股低迷时间窗口， 变身为上市公

司业务和股价的“拓荒者” 。

外汇期货三辩

人民币汇率波动增强了外贸企业希望外汇避

险工具创新的呼声。从国际市场经验看，推出外汇

期货势在必行， 但目前国内对推出外汇期货的态

度、时机和路径选择方面尚存争议。

A05

机构天下

寻找“错配”机会

宏观对冲基金收益常翻番

金融工具的日渐丰富， 给国内宏观对冲基金提供了发展的沃

土。 这种既需要宏观视野，又需要对每个资产类别有深刻了解的对

冲策略，技术含量非常高，是聪明人比拼的战场。 国内宏观对冲基

金的兴起虽然还不到五年，但是已然流传着不少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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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新闻

强力刺激预期落空

弱势震荡几成惯性

分析人士表示， 政治局会议强调坚持现有的财政货币政策基

调，再次修正了此前市场高涨的政策预期。在目前经济增速惯性下

滑的背景下，各类潜在的利空冲击如影随形，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政

策刺激，那么市场的筑底周期会拉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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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要闻

商务部五举措扩大消费

商务部认为，从当前情况看，2014年消费市场虽然存在一些压

力，但也面临诸多有利因素。 总体判断，2014年消费市场平稳发展

的态势不会发生根本改变，随着国家一系列扩大消费政策措施逐步

发挥作用，消费市场增速将逐步企稳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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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要闻

3月工业企业

利润增速加快

1-3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实现利润总额12942.4亿元， 同比

增长10.1%， 增速比1-2月提高0.7

个百分点。 其中，3月实现利润总额

5131.6亿元，同比增长10.7%，增速

比1-2月提高1.3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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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与观察

王建：以大调整大改革

对抗经济下行压力

经济增速下行从2011年算起，

已经持续三年。但今年一季度数据说

明， 经济增速下行还远没有结束，并

且很可能在年底就“破7” 。 生产过

剩危机正在逼近，亟待推进更有效的

城市化政策， 同时缩小收入分配差

距，以大调整与大改革对抗经济下行

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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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新闻

正和股份拟自筹资金

收购马腾公司

正和股份董秘樊辉接受中国证

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公司先期投入

资金完成马腾公司股权的交割，既体

现出大股东的资金实力和对上市公

司业务平台的呵护，也表明了正和股

份向油气领域转型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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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财经

欧洲央行年内“开闸放水”几率大

欧元区存在的结构性调整不到位、通缩威胁严重等问题不容忽

视。 由于其它措施难以很快见效，预计欧央行今年内将再度放松货

币政策，以刺激经济增长和抑制通胀率下滑。

A13

商品期货

现货紧俏

铜博士短线反攻

在国储局收储的利好刺激下，铜价迅速走出3月初连续大跌的

阴影，国内外铜价双双大涨。 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的知情人士

表示，国储局收储消息基本属实，但目的不在稳定市价，而是为提振

处于低迷期的中间商的信心。 其规模尚不确定，但足以影响市场上

短期铜供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