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信业

6月纳入营改增试点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消息，自6月1日起，

电信业纳入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 如提供基

础电信服务， 税率为11%； 如提供增值电信服

务，税率为6%。（赵静扬）

陈政高

任住建部党组书记

住建部5月4日消息，4月29日，中央组织部

副部长王尔乘到住建部宣布中央决定， 陈政高

任中共住建部党组书记， 免去姜伟新中共住建

部党组书记职务。（张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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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制造业PMI连续两月回升

□本报记者 顾鑫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和中国物流与

采购联合会近日公布，4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

指数（PMI）为50.4%，比上月微升0.1个百分

点，连续两个月回升，显示制造业保持平稳增长

势头。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高级统计师赵

庆河表示，市场需求有所回暖，推动PMI继续微

幅回升。 4月新订单指数为51.2%， 比上月上升

0.6个百分点，在构成PMI的5个分类指数中升幅

最大。新订单指数与生产指数的差值为近7个月

以来的最小值，表明供求矛盾有所缓解。企业生

产用原材料采购量继续增长， 采购量指数为

50.6%，为3个月以来的高点。不过，4月PMI回升

动力仍偏弱，制造业企业回升的基础并不稳固，

尤其是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走势偏弱。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陈鹄飞认

为， 与历年同期相比，4月制造业景气回升动力

偏弱。 二季度有望进入主动补库存的阶段。 4月

以来，日照港、连云港的煤炭库存增长，主要港

口的澳洲铁矿石库存回升，说明4月以来制造业

可能已陆续进入一轮原材料库存回补阶段。

4月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4.8%，环

比回升0.3个百分点。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副会长蔡进认为， 这反映了非制造业经济活

动延续增长势头， 服务业经营活动和市场需

求双双回升。

地产背景股东或助险企“拓土”

中小险企进军房地产料大施拳脚

□本报记者 李超

继生命人寿、 安邦保险举牌金地集团之

后， 安邦旗下的和谐健康保险举牌金融街再

次掀起波澜。 在市场人士看来，这一系列举动

已很难简单地用财务投资来解释。 过去几年

来，随着监管规则的调整，保险公司在房地产

领域探路的身影已日益清晰。 中国证券报记

者对保险公司股东背景进行梳理后发现，除

体量庞大的“国家队” 和合资、外资保险公司

外， 部分民营资本参与的保险公司也开始有

所作为，特别是在另类投资方面，挺进房地产

有望在近期成为一大投资趋势， 尤其是股东

背景深厚的中小型保险公司未来可能有更为

激进的举动。

部分股东具地产背景

中国证券报记者对183家保险公司的资料

进行梳理后发现，按股东结构划分，保险公司

可大致可分为银行系、国企系、合资、民间资本

主导等大类。 作为合资保险公司，在生命人寿

的6名主要股东（持股比例超过5%）中，第四

位为深圳市盈德置地有限公司。

就注册资本规模而言，与和谐健康保险站

在同一“起跑线” 上的保险公司中，相当一部

分公司具备房地产“血缘” 。 例如，和谐健康保

险的注册资本为21亿元， 华泰财险为20亿元，

民安财险为20.01亿元，农银人寿为20.33亿元、

华安财险为21亿元。 在华泰、民安、农银、华安

的主要股东中，均有股东具备房地产相关投资

背景。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统计，在所有保险公司

中，除外资企业外，有18.26%的公司的某些主

要股东存在一定房地产业务背景，且这些股东

在业内具备相当的影响力。

例如，农银人寿控股股东农业银行持股

51%，另有5家股东均持有9.8%的股权。 其

中， 北京中关村科学城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以土地开发和房地产建设为重点业务，兼

顾高技术投资与开发、金融及保险等业务；

中国希格玛有限公司以房地产、 金融和科

技为主要投资方向； 上海安尚实业有限公

司从事实业投资、风险投资、股权投资和房

地产投资。

房地产业内人士表示，一方面，虽然目前

房地产行业处于调整期，但险资恰恰希望在此

时寻找投资机会；另一方面，如果在保险公司

尤其是中小型保险公司的主要股东中，有股东

具备房地产投资经验，则可以利用其既有资源

助力保险公司对房地产业的“试水” ，为保险

公司的投资决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意见。

另类投资加码房地产

随着监管规则的调整，保险公司对房地产

领域的投资一直在推进，近期对房地产上市公

司的举牌体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结果。

从2012年起，保险公司投资房地产的苗头

显露。2013年，投资规模出现一轮飙升。保险公

司一方面将部分自用房地产转为投资性房地

产，另一方面通过购置楼盘、股权投资和与房

地产商合作的方式增加对房地产的持有量。

2013年，泰康人寿、新华人寿、太平人寿、合众

人寿、国华人寿、幸福人寿等多家保险公司对

房地产投资的总规模超过百亿元。

进入2014年，养老地产成为保险公司新一

轮房地产投资的重要方向，合众人寿、中国平

安均大力推进相关项目。 同时，生命人寿、安邦

保险举牌房地产上市公司。

今年2月，保监会发布的《关于加强和改进

保险资金运用比例监管的通知》明确，保险公

司权益类资产、不动产类资产、其他金融资产、

境外投资的账面余额占保险公司上季末总资

产的监管比例分别为不高于30%、30%、25%、

15%。 深圳某保险公司人士表示，这为险资投

资不动产提供了更宽广的操作空间。 此前，一

些保险公司已着手研究房地产投资的方案，但

考虑到短期内行业的现状，不会在这一领域配

置大量资金。 不过，如果以30%的占比上限估

算，仍可为投资组合方案设计和长远的投资回

报率测算提供比较乐观的预期。

上述房地产业内人士认为，举牌现象可视

为保险公司通过另类投资的方式深入挺进房

地产行业的“号角” 。 总体来看，今年保险公司

和房地产“亲密接触”是大概率事件。 一方面，

大型保险集团自主投资房地产的力度增强；另

一方面，中小型保险公司通过股权投资亦步亦

趋。“未来保险公司肯定是各有各的道，中小公

司的动作将更有戏剧性。 ”

股东资本实力受关注

针对保险公司股东对公司投资风格的影

响，某中型银行系保险公司人士对中国证券报

记者表示，有银行背景的保险公司本身就有显

赫的资本光环，其他一些合资公司或有国企作

为大股东的保险公司在资本运作方面也有明

显优势。 例如，能源、金融、交通运输等行业的

国企如果与其他类型的公司共同持股某家保

险公司，客观上对保险公司把控风险、理顺投

资思路有很大的帮助。

和谐健康保险横空出世的举牌行动，使得

一些此前并不引人注目的保险公司背后的股

东资本实力受人关注。 中国证券报记者发现，

多家地方企业控股的保险公司背后凝聚的潜

在推动力量不可小视，这些保险未来可能存在

大施拳脚的空间。 例如，在百年人寿（辽宁大

连）、北部湾（广西南宁）、长城人寿（北京）、

安诚财险 （重庆）、 安华农业保险 （吉林长

春）、国元农业保险（安徽合肥）等公司的主要

股东中，都有地方房地产投资建设机构和金融

企业的身影。

多位保险公司人士表示，房地产行业确实

可以作为保险公司下一步投资的参考标的之

一，但目前举牌上市公司的现象还很难说明保

险行业整体的投资偏好，尤其是一些已形成鲜

明的投资风格或受主要股东影响较大的保险

公司，在其他领域的投资也存在调整的可能。

险资“举牌红利”待检验

□本报记者 李超

金地集团近期“过山车” 般的走势为跟

风险资举牌概念股的投资者上了一堂风险

教育课。 4月以来，受险资举牌增持的利好消

息推动，金地集团股价持续上涨。 28日，金地

集团披露， 公司2013年实现净利润36.09亿

元，同比下降2.92%；今年一季度实现净利润

0.49亿元，同比下降73.65%。 其后，公司股价

连续两天跌停。

另一家被举牌的地产公司金融街预计上

半年业绩不容乐观。 公司4月30日发布的业绩

预告称，预计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同比下降约30%-50%。 公司一季度实现

净利润2.68亿元，同比下降30.91%。

市场人士表示，投资者在追逐险资“举牌

红利” 的同时，还应综合考虑被举牌上市公司

的业绩、行业基本面等多方面因素的风险。

保险资管人士表示，就保险公司自身的投

资行为而言，从近期一些保险公司高举高打的

行为来看，其举牌行为的账面利润能否落实仍

有待观察。 保险公司通过不断挖掘合适的投资

品种，可以在短期内获得超额账面利润，但其

成本不容忽视。

上交所处理上市公司年度业绩预告违规行为

□本报记者 周松林

一些上市公司预告业绩与2013年年报披露

业绩反差较大的情况逐步浮出水面。对此，上交

所高度重视，快速反应，明确了相关违规行为的

类型化处理标准，加强一线监管，近期对部分公

司年度业绩预告违规行为进行了集中处理。

上市公司应在每一年度结束后， 对该年度

业绩情况进行预计， 变动幅度达50%以上或发

生盈亏方向变化的，应当在次年1月底前进行披

露。 上交所发现10余家公司预告差异过大、5家

业绩预告大变脸、2家达到预告标准但未提前预

告。 上交所已启动自律监管程序，将对相关公司

和责任人予以相应的纪律处分或监管措施。

上交所明确了违规行为的类型化处理标准，

以保证同类案件得到相同处理，确保监管执法与

违规行为的性质、情节以及危害程度相适应。 标

准区分了未披露、逾期披露、预告差异过大、预告

变脸等主要情形， 在此基础上综合考虑各种主

观、客观因素及具体情节。在今年发现的案例中，

三峡新材实际业绩增长幅度低于预告增长幅度

约120%，可能导致投资者重大误解，违规性质情

节严重，将对其予以纪律处分。 有公司在报告期

发生重大资产重组，导致业绩大幅变动，但由于

对规则理解不到位而未做预告，违规情节以及市

场影响相对较轻，将予以监管关注。

违规行为类型化处理标准的另一项重要内容

是明确业绩预告违规行为责任人的认定标准。 上

交所结合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具体实践， 在综合考

虑公司内董事、高管的身份、职责、专业背景等差

异的基础上， 确定了违规行为责任人范围和担责

标准。在处理上，通常推定董事长、总经理、财务总

监、 董秘、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召集人为相关责任

人，有证据证明其已勤勉尽责的除外。如有明显证

据证明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及其相关会计师存在过

错的，还将对相关机构和个人予以追责。

深市公司去年净利同比增长17.34%

□本报记者 梅俊彦

深交所消息，截至5月4日，在深市1578家上

市公司中，有1577家披露了2013年年报或年报

数据。 2013年度， 深市上市公司共实现净利润

3236.65亿元，同比增长17.34%。 深市上市公司

营业收入稳步增加，利润增长由负转正，现金分

红力度进一步增强。 主板蓝筹创新发展继续领

跑，支撑市场平稳运行；中小板助力结构转型凸

显成效，领军企业已成规模；创业板创新特征突

出，正成为新经济晴雨表。

2013年度，深市主板、中小板和创业板公司

净利润分别增长26.65%、5.18%和10.48%。在经

历了2012年的净利润下滑后，2013年有129家

公司亏损，平均亏损2.16亿元。 亏损公司数量虽

然比2012年增加17家，但平均亏损额小于2012

年的2.86亿元。 2013年净利润增长超过50%的

公司有242家，比2012年增加68家。

2013年，深市1577家上市公司实现营业总

收入56674.61亿元， 同比增长11.71%， 其中主

板、 中小板和创业板增长率分别为8.85%、

16.30%和23.99%。 3年间主板、中小板、创业板

公司平均营收规模分别增长36.17%、53.04%和

56.97%， 对应的年复合增长率分别为10.84%、

15.24%和16.22%。

2013年深市共1171家公司推出现金分红

预案， 较2012年增加16家； 分红公司数量占比

74.30%，较上年增加1.02个百分点；涉及分红金

额933.48亿元，同比增加2.23%；剔除亏损公司，

有233家公司股利支付率超过50%。截至2013年

年报，885家公司连续3年以上分红。

（全文详见中证网www.cs.com.cn）

央行调查统计司司长盛松成指出

余额宝如按20%缴存准 收益率将降1个百分点

□本报记者 任晓

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司长盛松成日前

撰文指出， 余额宝等对应的货币市场基金存入

银行的存款不缴纳存款准备金， 而这部分存款

的合约性质以及对货币创造的影响与一般企业

和个人的存款并无不同， 余额宝等货币市场基

金投资的银行存款应受存款准备金管理。 其他

非存款类金融机构投资银行存款也应参照货币

市场基金实施存款准备金管理。

如果银行吸收的货币市场基金协议存款受

存款准备金管理， 银行这部分资金成本将明显

增加，并将直接导致余额宝收益的下降。假定余

额宝-增利宝基金投资银行协议存款的款项缴

存20%的准备金， 按照该基金协议存款利率

（6%） 和我国统一的法定存款准备金利率

（1.62%）计算，余额宝的年收益率将下降约1个

百分点。 基金存入银行的款项不受存款准备金

管理是余额宝获取高收益的一个重要原因。

他表示，事实上，对货币市场基金存入银行

的存款实施准备金管理并非开同业存款缴存准

备金的先例。目前，我国保险公司存入银行的协

议存款就包含在银行“各项存款” 统计口径中，

需要缴存准备金。

除保险公司和货币市场基金外， 我国还有证

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金融租赁公司、银行表外

理财等多种非存款类金融机构， 这些机构存放在

银行的同业存款与货币市场基金存款性质相同，

目前也没有受法定存款准备金管理。因此，其他非

存款类金融机构在银行的同业存款与货币市场基

金的存款本质上相同，按统一监管的原则，也应参

照货币市场基金实施存款准备金管理。

期指多方信心不足

4月30日， 在现指收盘后的15分钟内，

IF1405出现一波小幅跳水， 单边快速下跌9.4

点。这反映股指期货多方信心不足，为规避小长

假期间的不确定性，较集中地在尾盘平仓离场。

四份合约全天持仓量下降3120手，IF1405报收

2147.0点。 预计市场整体将维持偏弱格局。

同日，国债期货主力合约TF1406继续惯性

上冲； 受近期较悲观的金融市场情绪和债市一

级市场招标火爆影响，期价日内走势坚挺，但在

前期高点92.80附近亦可观察到较大阻力。期价

短线偏强但价位已偏高， 建议投资者以观望为

主。（长江期货金融期货研究小组）

IPO预披露企业

再添25家

证监会于5月4日公布第十批25家IPO预披

露企业，包括中国核能电力等，其中12家拟在

上交所上市，5家拟在中小板上市，8家拟在创

业板上市。 目前已有211家企业披露招股说明

书申报稿，证监会已连续10个工作日集中公布

IPO预披露企业名单。

4月30日，证监会公布第九批30家IPO预披

露企业，包括读者出版传媒等，其中15家拟在

上交所上市，6家拟在中小板上市，9家拟在创

业板上市。（毛万熙）

再融资排队项目

逾两成涉房企

证监会4日发布的再融资申请企业最新信

息显示，共有160个排队项目，其中36个涉及房

地产业，占比达22.5%。

在160个排队项目中， 已过发审会的有19

项；已反馈的有84项，其中涉及房地产业的项目

最多； 已受理的有51项， 其中21项涉及房地产

业，涉及北京首都开发、格力地产、深振业等企

业；有6个项目处于中止审查状态。（毛万熙）

3月公募基金规模

下降824亿元

根据中国基金业协会数据，截至3月底，公

募基金规模达3.5万亿元，非公募基金规模达1.3

万亿元。 3月份公募基金规模下降824亿元，一

季度累计增加4687亿元。

与去年末相比，一季度公募基金份额规模增长

5595亿份，净值规模增加4687亿元，规模增长主要

来自货币基金，货币基金份额共增加逾7000亿份。

一季度非公募资产增长465亿元。（曹淑彦）

公募基金名称

首现“结构化”

根据证监会最新公示，4月4日至4月24日，

5只创新基金产品的募集申请获得受理， 分别

是嘉实的趣理财结构化债券型基金和上证50

多空分级发起式货币市场基金、 博时的月月盈

短期理财债券型基金、 富国的中证移动互联网

指数分级基金、天弘的瑞利分级债券型基金。基

金分析人士表示， 以往只有券商资管产品和私

募产品中才有“结构化基金”的提法，其产品设

计与公募的分级基金类似， 但从来没有公募基

金在名称中使用“结构化”字样。（曹乘瑜）

注册制提上日程 发审委职责料生变

（上接A01版）此外，证监会表示，还要新增

来自香港证监会和香港交易所的委员各1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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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今年证券法修法已列入全国人大法

工委重点工作，估计最快今年底明年初能够修改完

毕。 随着证券法及一系列配套文件修改出台，注册

制有望在明年推出。 有的观点据此推断本届发审委

有可能是最后一届，其实，无论是否是“最后的”发

审委，未来发审委职责发生变化却是必然的趋势。

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邓舸此前表示， 自1993

年证监会设立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以来， 发审

委在贯彻“三公” 原则，通过专业把关提高上市

公司质量和整个发行审核公信力方面， 发挥了

应有作用。 注册制条件下发审委的职能定位如

何调整，还需进一步研究。 他表示，注册制改革

实施需要一个过程，并以证券法修改为前提。在

过渡期内， 发审委将落实以信息披露为中心的

改革要求，继续严格依法履职。

有分析人士表示，此前证监会在新股改革意见

中表示，不再对拟上市公司盈利等做实质判断。 但

是，最新的规则显示，拟上市公司对财务信息披露

将更严格。 这说明，本届发审委对拟上市公司信披

和中介要求更高，未来排队公司恐怕很多会撤单。

分析人士称，随着注册制改革推进，预披露

制度在IPO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将更加凸显。在新

股发行改革中“受理即披露” 的预披露制度的

启动， 使拟上市公司将更多接受来自舆论和投

资者的审视。 对中介机构、发行人而言，各尽其

责、避免造假上市的压力大幅提升。预披露时点

提前正是给市场各方更多博弈时间， 让各利益

主体在信披基础上寻求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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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327 67540 2157.0 2147.0 2155.0

IF1406 21082 40558 2147.6 2133.8 2140.8

IF1409 4538 22209 2130.0 2117.4 2123.2

IF1412 332 793 2144.0 2132.8 2136.6

5

年期国债期货行情

TF1406 891 3403 92.716 92.824 92.799

TF1409 90 489 93.070 92.160 93.163

TF1412 14 45 93.266 93.320 93.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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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0 85.9 12.9 4833998 3649101 392088

IO1405-C-2200 71.3 16.6 1982818 1048836 617407

IO1405-C-2400 12.8 3.8 1770868 217681 555938

IO1406-C-2700 12.4 3.8 1126013 123504 425914

IO1407-C-2100 190.0 15.6 317373 602699 317373

IO1409-C-2100 162.0 -25.1 40523 80146 1950

IO1405-P-2100 30.2 -3.0 1888409 556730 252938

IO1405-P-2150 51.9 -4.1 1766314 902665 270641

IO1405-P-2200 81.2 -3.8 908757 687456 141988

IO1406-P-1900 17.2 0.4 397361 61314 78991

IO1407-P-2350 298.9 -29.9 19936 54236 763

IO1409-P-2300 339.2 25.6 29475 84869 10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