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份工业企业利润增长加快

□本报记者 顾鑫

国家统计局4月27日发布的工业企

业财务数据显示，1-3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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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提

高0.7个百分点。 其中，3月份实现利润

总额5131.6亿元，同比增长10.7%，增速

比1-2月份提高1.3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工业司何平表示，3月

份利润增长加快的主要原因一是电子

行业的拉动，3月份，计算机通信和其他

电子设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63.4%，

而1-2月份同比下降14.1%； 二是受基

数较低影响，2013年3月份， 利润增速

为5.3%，是全年各月最低增速。

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徐高认为，

工业企业经营状况依旧弱势。 3月工业

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8.1%，仅较1、2

月略微提升0.1个百分点。 季调前后企

业利润率变化方向出现不一致，意味着

企业利润率是否出现好转还有待观察。

同月产成品库存的走势则表明，企业面

临的库存压力依然较大。

期指或维持震荡

25日， 股指期货早盘小幅震荡过后转跌，

IF1405报收2172.4点，创三周收盘价最低，显示市

场情绪仍然受到IPO重启预期的抑制。 1-3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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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提高0.7个百

分点，为去年10月过后的首度回升，或对短期形成

一定支撑。 然而由于经济基本面延续疲弱格局未

变，政策刺激空间可也并不大，近期现货市场大小

盘风格转换特征明显， 显示市场仍是资金场内的

腾挪，预计股指期货整体仍将维持震荡格局。

25日， 国债期货TF1406合约价格小幅高

开后窄幅震荡，整个交易日价格微涨0.03%，目

前价格贴近 5日与 10日均线 。 现货方面，

130015.IB、130020.IB收益率基本不变。短期融

资成本方面，截至14：30，隔夜质押式回购利率

不变，7天利率下降2个基点至3.51%，1月利率

不变，近期市场流动性有所收紧。 中国3月谘商

会领先指标月率增长1.2%，高于前值0.9%。 近

期公布的国内经济数据超出此前的悲观预期，

加上5年期国债140008.IB发行遇冷，近几个交

易日国债期货价格连续下跌， 不过目前价格处

在支撑位附近，可以考虑暂时观望，等待继续做

空的机会。（长江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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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科及以上学历，10�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

2、擅长资本运作，有较强的融资能力及管理能力；

3、具有广泛的人脉资源及出色的公关能力；

4、领导过 2�个以上上市成功经历者优先考虑。

投融资总监：

1、本科及以上学历，15�年以上投融资工作经验；

2、有较强的融资能力和资本运作能力；

3、熟悉各种资金筹集（融资），具有广泛的人脉资

源及出色的公关能力；

4、组织过 15�亿以上融资成功案例者优先考虑。

董秘：

1、 本科及以上学历，10�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

持有董事会秘书资格证；

2、熟悉企业上市流程，掌握上市公司相关法律

法规；

3、具备上市筹备规划工作经验，精通资本运作;

4、具有较强文字功底，组织过 2�个以上上市成

功经历者优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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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盛地热高薪诚聘

康盛地热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6�年，注册资本 1.96�亿元，主要从事地热发电、地热供暖、温泉旅游、水产养殖等

地热资源综合开发,是国内地热资源开发及综合利用规模最大的民营企业,公司计划近期上市。

商务部五举措扩大消费

□本报记者 倪铭娅

商务部网站27日消息，今年以来，我国国

内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实现良好平稳开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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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务部表示，结合当前消费形势，下一步

商务部将着力抓好五项重点工作： 一是以信

息技术为手段，发展现代流通，促进便利实惠

消费。 大力发展网络消费，推进传统零售业转

型升级，促进线上线下深度融合；鼓励发展连

锁经营。 二是以便民利民惠民为宗旨，发展基

本生活服务业，扩大服务消费。 建设公益性的

家政服务信息平台， 健全社区生活消费服务

网点，完善乡镇基本生活服务网络，保障基本

生活服务需求。 三是以规范市场秩序为核心，

加大市场监管力度，促进安全放心消费。 加强

诚信体系建设，打击侵权假冒，加快肉类、蔬

菜、 中药材流通追溯体系建设， 净化消费环

境。 四是以强化信息引导为手段，增加有效供

给，促进新兴热点消费。 加强市场监测，及时

发布信息，引导生产和消费；针对生猪价格下

跌状况，开展猪肉收储工作，稳定市场供应。

五是以科学持续发展为目标， 发挥政策和舆

论导向作用，促进绿色循环消费。 推广绿色采

购，发展绿色流通，引导社会形成科学文明、

绿色低碳、可持续的生产模式、流通方式和消

费行为。

第三方移动支付迅猛发展

专家建议量化支付风险以鼓励创新

□本报实习记者 孙潇潇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日前发布《支

付清算蓝皮书： 中国支付清算发展报告

（2014）》。 报告显示，截至2013年获得《支付

业务许可证》 的第三方支付机构已达250家；

2013年第三方支付业务总体交易规模达到17.9

万亿元，同比增长43.2%。 而第三方移动支付市

场更是异军突起， 交易规模达到12197.4亿元，

同比增速达707.0%。

此前， 央行暂停二维码支付和虚拟信用卡

业务引起激烈讨论， 尤其是商业银行设定第三

方支付限额的规定争议不断。 针对如何平衡风

险与创新之间的关系， 专家提出了量化支付风

险以及分离交易、清算、结算环节等建议。

设定支付限额引争议

中国人民银行支付司副司长樊爽文表示，

设定第三方支付限额是处于支付安全的考虑，

并非为限制消费者消费。

支付机构提供的支付方式多样，包括通过

支付账户进行支付以及通过银行网端的快捷

支付方式。“支付账户的支付行为分为三类：充

值、消费和转账。 监管措施所限制的只是消费

和转账。 只是用支付账户来进行的这部分，并

没有像舆论所反映的那样是限制大家消费。”

樊爽文说。

业内人士表示， 设置限额的目标是为了保

证支付的透明度、确定支付机构的定位、减少备

付金以及反洗钱等。“有些第三方支付机构存有

如此大量备付金，涉及到这么多人的财产，资金

的安全性是我们必须考虑的。 支付限额的措施

不一定是最优的， 更好的措施还有待深入思考

研究。 ” 樊爽文说。

第三方机构是否有严重的支付风险，业界

看法不一。“第三方支付已承诺如果客户资金

丢失， 他们百分之百赔付， 为什么还要设限

额？ 监管层表示他们担心万一额度太高，第三

方支付机构会赔不起。 ” 中央财大中国银行研

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说。

郭田勇认为， 单纯由于支付行为发生支付危

机，全球乃至历史上都较为少见。 只有在战争状态

下，其他国家把本国支付系统打乱，才可能发生支

付危机。“所谓支付的危机主要由于金融机构的其

他业务， 比如由于发放贷款或其他信用危机而导

致。 而第三方支付机构并没有贷款业务。 ”

通过量化风险来鼓励创新

针对第三方支付的相关问题， 如何解决创

新与风险之间的矛盾，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

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杨涛建议， 下一步工作

重点应将支付系统的风险量化。

“量化支付系统的风险才能判断第三方支

付清算体系究竟有多少风险，而不是各说各话，

根据主观感受来泛泛定性风险。 这样不仅提高

大家对支付风险的重视， 同时也避免了对风险

的不必要的恐惧。 ” 杨涛说。

他表示，风险量化有四个步骤。 第一，识别

支付系统的风险的种类和来源。 第二，鉴别出

风险类型后， 结合风险的特点和中国国情，借

用已成熟的金融分析模型进行量化分析。 第

三，应对和处理支付风险。 第四，公开披露支付

系统风险。

第三方支付交易、清算、结算环节的分离也是

预防风险的手段之一。报告指出，应促使第三方支

付的交易与清算、结算环节分离，由主要的第三方

虚拟账户提供商、银行等作为发起人，成立新的、

适应网络支付清算特定的跨行转接清算组织。

“支付既然是商业性、服务性的产业，就一

定要鼓励创新， 提高支付效率。 监管是有必要

的，但监管不能以遏制创新、降低效率为代价。

监管的容忍度还有待提高。 ” 郭田勇说。

国家信息中心预计

二季度经济增长7.4%左右

□本报记者 卢铮

国家信息中心28日在中国证券报独家发布

的报告预计，今年二季度我国经济将增长7.4%

左右，居民消费价格上涨2.3%左右。 建议加快

推进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 适度灵活运用稳健

的货币政策，以城镇化为抓手扩大内需潜力，加

快国有企业、 要素市场、 财税金融等领域的改

革，管理好合理增长预期，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健

康发展。

报告指出，经济下行既有积极的财政政策

扩张力度不够、 稳健的货币政策宽松力度不

足的原因，更是深化改革、调整结构等主动调

控的结果， 我国经济运行仍将处在合理增长

区间。 先行指数平稳略降态势表明，二季度我

国经济仍会延续稳中趋降的走势， 初步预计

二季度我国GDP将增长7.4%左右， 工业增加

值增长9.1%左右。 我国物价总水平延续温和

上涨态势，既没有明显的通胀压力，也不会出

现通货紧缩。 预计二季度居民消费价格将上

涨2.3%左右，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将下跌

1.1%左右。

报告同时认为，当前经济运行的下行压力

明显，房地产市场出现了调整的风险，地方政

府融资平台进入还债高峰， 化解产能过剩面

临下岗失业难题，而这些苗头性、倾向性问题

相互交织、相互传导将导致金融风险上升。 报

告建议，应加快落实积极财政政策，灵活运用

稳健货币政策。 加快拨付棚户区改造、中西部

地区铁路、城市轨道交通、地下管网改造等建

设项目资金。 加快盘活财政资金存量，重点用

于民生领域和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 同时，

加强短期流动性调节， 必要时可适度下调存

款准备金率， 积极引导商业银行降低信贷资

金成本，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服务。

（报告见A16版）

鄂尔多斯式“抵债”

□本报记者 张昊

“黄金换汽车，白银换房子，”鄂尔多斯商人

何军（化名）说。

何军曾经在鄂尔多斯做过房地产生意，像

很多鄂尔多斯人一样， 两年前当地民间借贷链

条的断裂至今还深刻影响着他的生活。身为“债

城” 的一名商人， 何军也欠下了一笔不菲的债

务。 由于债权与债务的环环相扣，从去年开始，

鄂尔多斯人开始尝试用 “抵债” 的方式削减债

务。“别人欠我的钱，我也欠别人的钱，我把别人

给我抵债的东西，再拿去抵债，我的债务就减轻

了，”何军说。

自发的抵债行为， 在削减债务的同时实际

上是鄂尔多斯民间财富的蒸发。最初，用来抵债

的物品是白酒。内蒙人嗜酒，鄂尔多斯人也不例

外。当时很多酒厂都在鄂尔多斯开设办事处，用

库存的白酒换取当地的豪车。 由于鄂尔多斯很

多豪车主人也陷入债务之中， 价格并不十分透

明、“流动性” 又较好的白酒成为不错的抵债标

的。 但也正是由于白酒的价格特点，当地的执法

部门叫停了用白酒抵债的行为。

何军想到的新的抵债物品是贵金属。 “我感

觉黄金白银的流动性也不错，适合抵债。 黄金可

以换车，白银可以换房子。 ”房地产泡沫破灭之

后，鄂尔多斯遍地都是无人居住的房子，所以已

经没有人愿意用黄金换房子了。 因此，流动性好

一点的汽车就可以换黄金，房子只能换白银。 举

例而言，用

50

万元买入一批白银工艺品，分成几

份之后可以抵掉至少

100

万元的债务。 这样一来

何军就减掉了

50

万元的债务。

但是何军遇到的问题是，与白酒相比，黄金

和白银的价格又都太透明了。 事实上，鄂尔多斯

式的抵债，不过是用价格不透明的商品去抵消比

商品本身价值更高的债务，如果商品的价格太透

明，就不太适合“抵债”。特别是房子，由于房子太

多了，目前鄂尔多斯的房子有价无市，绝大多数

鄂尔多斯家庭都拥有多套房产，没有人愿意买房

子，更没有人愿意房价下跌。“我打算用房子换白

银工艺品，白银的价格是公开的，但是加入了加

工费的白银工艺品标价就可以高一些。 ”何军正

打算去深圳批发一批白银算盘和白银长命锁。

此前以“羊煤土气”闻名的鄂尔多斯正在经

历着一场巨变， 在民间借贷最为兴盛的时候，很

多鄂尔多斯本地人并不需要工作，每个月收到的

利息足以让他们丰衣足食。 民间借贷危机出现

后，越来越多的鄂尔多斯人又回到了用劳动换取

报酬的状态。 大批的外来务工人员离开鄂尔多

斯，本地人也开始打工赚钱。何军介绍，现在的鄂

尔多斯人都不怎么打麻将了，甚至很少在饭店吃

饭，街边的很多饭店因此关门。 如今鄂尔多斯街

头的豪车较此前的鼎盛时期减少了

70%

。

对于鄂尔多斯人而言， 残酷的现实只能适

应，这似乎是他们唯一的选择。“不管是债主还是

债务人，大家该想的办法也都想了，现在只能接

受事实。 ”何军自己估计，目前鄂尔多斯尚待清理

的民间三角债至少也有

2000

亿元的规模，未来这

些债务只有随着时间的发展来慢慢清理。

在鄂尔多斯，像何军一样寻找抵债商品的并

不在少数，另一位鄂尔多斯商人陈锋（化名）正打

算用此前自己收藏的玉器抵消他的债务。 陈锋

2008

年去云南旅游时花费

100

多万收藏了一批玉

器，现在陈锋想把这些玉器都用来抵债。“我听说

黄金有价玉无价，最近几年翡翠都升值了，债主

上门来要钱，现在我有的也只有这些啦。 ”

通过置换抵债的最终效果还无从评估，何

军表示， 经过一年的置换他的债务规模有所降

低，但陈锋对此并没有抱很大的希望。

十只私募产品完成备案

□本报记者 曹乘瑜

根据基金业协会官方网站的公示信息，截至

2014年4月27日，已经有10只私募基金产品备案

完毕，他们分别是：上海重阳投资的“重阳A股阿

尔法对冲基金” 、东航金控的“东航金融种子一

号资产管理计划” 、上海耀之资产的“上海耀之

堂庭宏观收益基金” 、上海富舜投资的“富舜投

资-共赢3号基金” 、“富舜投资-共赢2号基金”

和“富舜投资-共赢1号基金” 、北京乐瑞资产的

“乐瑞宏观配置基金” 、上海世诚投资的“上海世

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季和稳健套利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上海世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诚祥主

题投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和“上海世诚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诚明对冲策略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

信息显示， 这十只基金的备案时间跨度从

3月28日到4月21日，从公示表上，可便捷地查

询到基金管理人的登记编号、注册资本、高管姓

名和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的工作履历等信息。信息显示，同期已登记的私

募基金管理人已达683家。

深圳证监局加强

证券公司风险管控

□本报记者 张莉

深圳证监局日前组织辖区证券公司召开风

险管理培训会，邀请证券监管机构、自律组织和

中介机构对证券公司全面风险管理和流动性风

险管理进行授课。 深圳证监局要求各证券公司

认真抓好 《证券公司全面风险管理规范》和

《证券公司流动性风险管理指引》的贯彻落实，

从人员、制度、系统、资源支持等各个方面建立

健全全面风险管理体系， 提升整体风险管理水

平，切实防范包括流动性风险在内的各项风险。

深圳辖区17家证券公司决定建立内控联

席会机制，加强深圳证券公司在风控、合规、稽

核等业务领域的沟通与交流， 促进信息与资源

共享， 并进一步畅通证券公司与监管部门之间

的互动交流， 就证券公司在发展中遇到的普遍

性问题、疑难问题进行研讨，探讨防范行业创新

发展中的重大风险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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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４４４５６ ６９９９０ ２１８４．２ ２１７２．４ ２１７１．８

ＩＦ１４０６ ４０９３２ ３８４５２ ２１７０．０ ２１５７．８ ２１５６．８

ＩＦ１４０９ １１２３１ ２２３４１ ２１５２．８ ２１４０．８ ２１４０．０

ＩＦ１４１２ ７５４ ７５７ ２１６７．０ ２１５４．２ ２１５３．８

５年期国债期货行情

ＴＦ１４０６ ６８８ ３６６４ ９２．５３８ ９２．５５２ ９２．５４８

ＴＦ１４０９ ２３ ４１４ ９２．９４６ ９２．９４０ ９２．９５４

ＴＦ１４１２ １ ３８ ９３．１５６ ９３．１５６ ９３．１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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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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９．２ －３．９ ５３２７１２１ ３３１１１８８ ４６９６２８

ＩＯ１４０５－Ｃ－２１５０ ８２．２ －５．０ ２５３５９６３ ２２０８１６７ ２２７８３７

ＩＯ１４０５－Ｃ－２２５０ ３８．３ －４．２ １０９５８６２ ４６１０７３ ２１４９６６

ＩＯ１４０６－Ｃ－２７００ １１．２ ２．３ ３０６３１３ ２０３４２９ ６７２３

ＩＯ１４０７－Ｃ－２２００ １４６．８ １２．２ １９６９２７ ２８７４５４ １０６４

ＩＯ１４０９－Ｃ－２２００ １７１．２ ２．６ ４０８７６０ ５７６７３４ １７７０

ＩＯ１４０５－Ｐ－２１５０ ４９．３ ６．５ ２６６９８７７ １１０３０４６ ２１２０６０

ＩＯ１４０５－Ｐ－２２００ ７２．７ ２．０ １８３７６９７ １１６３２９１ １２９２０９

ＩＯ１４０５－Ｐ－２２５０ １０３．２ ７．１ １２７８２７７ １１６６８３４ ６８１４３

ＩＯ１４０６－Ｐ－１９００ １６．４ －３．８ ３３９０１ ５７４５ ７９１５４

ＩＯ１４０７－Ｐ－２２００ １２５．０ －１２．７ ３０１１７１ ３９０８８６ １５６０

ＩＯ１４０９－Ｐ－２１００ １２７．９ １３．０ ５７３０２２ ６４８２１５ ３０３３

辽宁股交中心

市场发展指数发布

中证指数有限公司日前正式发布中证辽宁

股交中心市场发展指数。 该指数由3个一级指

标、11个二级指标、7个三级指标组成， 从市场

容量、市场交易、市场服务三个维度对辽宁股交

中心市场发展建设进行综合评估和分析。 具体

指标包括企业数量、会员家数、开户投资者数、

金融资产规模、累计股权融资额、累计私募债融

资额、企业转板数量（包括转主板数量和转新

三板数量）等。 该指数代码为H30350，基日为

2013年12月31日。（周松林）

上市银行股息率居首

（上接A01版）此外，铁路

运输、石油开采、高速公路等行

业 2013年平均股息率位于前

列。 除内蒙华电外，几家电力公

司如华能国际、华电国际、国电

电力、 京能电力的股息率也都

在5%以上。

此前，广汇能源已经发布A

股首份非公开发行优先股的预

案，发行采取浮动股息率，票面

股息率不高于公司最近两个会

计年度的年均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业内人士认为，优先股

启动后，国内银行股有望成为发

行优先股的主体。优先股股息率

与上市公司股息率水平息息相

关，股息率较高的公司更具备发

行优先股的能力。除了大型银行

外，电力行业、交通运输行业也

都凭借着较高的股息率水平，有

望成为优先股发行标的。

现金分红比例提升

在监管层大力推进现金分红

的带动下， 近年来上市公司分红

积极性大幅提升。统计显示，目前

上市公司2013年年报现金分红

总金额达到6908.9亿元， 现金分

红比例为31.4%， 呈现稳步提升

的态势。

目前， 贵州茅台是每股现金

分红最为慷慨的上市公司， 拟每

10股派送43.74元（含税）。此外，

洋河股份、格力电器、泸州老窖、

大商股份、上汽集团等10家公司

每10股的派现金额也都在10元

以上。

按监管层的要求，上市公司

董事会应当综合考虑所处行业

特点、 发展阶段、 自身经营模

式、 盈利水平以及是否有重大

资金支出等因素， 安排现金分

红比例。

可以看到， 由于分红与再融

资挂钩等因素的制约，2013年有

不少公司在利润下滑的基础上仍

推出派现方案。 林海股份2013年

年 报 的 现 金 分 红 比 例 达 到

2726%， 公司拟10派0.5元 （含

税）， 共计派发现金股利1095.6

万元， 而公司实现净利润40.2万

元， 同比下降18.38%，2013年累

计 可 供 股 东 分 配 的 利 润 为

3428.32万元。

此外，三精制药、国电南自、

圣莱达、 顺荣股份等多家公司尽

管业绩下滑， 依然推出了现金分

配方案。业内人士认为，监管部门

出台多项规定鼓励上市公司现金

分红，已取得了一定成效。

物流业已成国民经济发展支柱产业

□新华社记者 高敬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运行

调节局副局长王慧敏在２７日举行的

“中国国际物流发展大会” 上说，近些

年我国物流业保持了持续快速发展的

良好势头，行业规模、服务能力都显著

提升，物流业已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支

柱产业。

王慧敏介绍，今年一季度，我国社

会物流总额增长了

８．６％

， 物流总费用

增长

８．１％

，物流业增加值增长

６．３％

。

■

记者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