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监会三方面

推进券商创新发展

（上接A01版） 符合条件的证券经营机构

可以开发跨境跨市场、覆盖不同资产类别、采取

多元化投资策略和差异化收费结构与收费水平

的产品。 研究建立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

ITs） 的制度体系及相应的产品运作模式和方

案。拓宽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投资范围，允许投资

于未通过证券交易所转让的股权、 债权及其他

财产权利。

三是推进监管转型。转变监管方式，深化审

批改革，放宽行业准入，实施业务牌照管理。

甄别清理证券经营机构类审批备案事项。

进一步取消调整行政许可审批事项； 进一步调

整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并逐步予以废止；除法

定行政许可审批事项外， 禁止以任何名义或任

何方式实施或变相实施行政审批。

支持民营资本、 专业人员等各类符合条件

的市场主体出资设立证券经营机构， 进一步放

宽证券经营机构外资准入条件。 支持国有证券

经营机构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 支持社会保险

基金、 企业年金等长期资金委托专业机构投资

运营或设立专业证券经营机构。

张高丽在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协作机制会议上强调

通过区域协同发展统筹治理大气污染

□据新华社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副总理张高

丽15日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并

邀请长三角、 珠三角有关省市参加的大气污染

防治协作机制会议。他在讲话中强调，要深入贯

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大气污染防治

工作的重要部署，抓住机遇、改革创新、攻坚克

难，持续改善全国重点区域的空气环境质量。

张高丽在听取京津冀及周边地区6省区市

和上海市、广东省、环保部负责同志的发言后指

出，“大气十条” 出台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有关部门

和单位在建立协作机制、出台配套政策、开展集

中治理、强化专项执法、启动应急联动、动员群

众参与等各个方面，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

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已经有了一个好的开端。 今

年一季度， 京津冀13个重点城市PM2.5浓度同

比下降9.5％，PM10浓度下降8.3%，达标天数比

例提高了2.6个百分点，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的

空气质量也有所改善。 但解决大气环境问题是

一项长期、艰巨、复杂的任务，我们必须保持清

醒头脑，理性判断形势，坚定治理信心，锲而不

舍地抓好各项防治任务的落实。

张高丽指出， 要把治理大气污染和改善环

境生态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突破口，进

一步理清工作思路， 率先在大气污染协同防治

上取得进展， 通过区域协同发展统筹治理大气

污染。 要坚持统筹兼顾，把大气污染防治放在区

域协同发展全局中谋划设计， 与协同发展的各

项措施紧密结合， 努力实现区域环境质量整体

改善与区域协同发展同步。要坚持联防联控，更

好发挥大气污染防治协作机制作用， 加强协同

治理、统一措施行动。 要坚持改革创新，建立统

一的区域产业准入和环保政策体系， 为推动区

域产业升级和生态环境质量好转提供保障。 要

坚持科学治理， 加大先进治理技术和装备的研

发推广力度， 增强科技对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

支撑能力。 要坚持落实责任，建立以空气质量改

善为核心的目标责任考核体系， 通过严格考核

奖罚促进治理任务的落实。

张高丽要求，各地区、有关部门和单位必

须进一步突出重点、攻坚克难，以钉钉子精神

推动大气污染防治措施的落实。 要抓好重点行

业综合整治，扎实推进火电、钢铁、水泥等行业

淘汰落后产能、压减过剩产能，加大重点企业

环保技术改造力度，确保如期达到新的排放标

准。 要抓好清洁煤替代，加强煤炭质量监管，减

少高硫、高灰份劣质燃煤散烧。 要抓好机动车

尾气治理，重点整治黄标车、老旧车、重型柴油

车等重污染车辆，提高油品质量等级，优化城

市交通路网，大力发展公共交通。 要抓好电动

公交车等新能源车推广， 加快配套设施建设，

探索市场化推广模式。 要抓好秸秆综合利用和

秋冬季禁烧， 积极发展秸秆综合利用产业，做

到既改善环境，又促进农民增收。 要抓好宣传

教育，推进环境信息公开，进一步动员组织广

大群众支持、参与大气污染防治，为建设美丽

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做出贡献。

支付清算协会：建立

P2P网贷行业白名单

□本报实习记者 孙潇潇

在15日举行的“2014中国金融论坛” 上，

中国支付清算协会副秘书长王素珍建议， 可参

考目前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对于银行间市场

发债、 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对于私募基金的管

理方式，对P2P网贷机构实行自律登记，建立行

业白名单，奠定自律管理的基础。 同时，建议设

计P2P网络借贷行业统计指标体系， 建立网贷

登记平台，实现信息共享，共同防范行业风险。

金融IC卡降级交易将逐步关闭

□本报记者 任晓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印发《关于逐步关闭金

融IC卡降级交易有关事项的通知》，决定在全国

范围内统一部署逐步关闭金融IC卡降级交易工

作，以全面提升银行卡安全交易水平。

《通知》称，目前金融IC卡已成为商业银行

新发行银行卡的主流，应用环境已趋成熟。 现阶

段逐步关闭金融IC卡降级交易， 可充分发挥金

融IC卡所具有的安全优势， 避免由于金融IC卡

降级交易可能产生的伪卡欺诈风险， 为2015年

我国银行停止新发行磁条卡奠定基础。 从6月份

起，将在上海、广州、成都、北京、贵阳、宁波等城

市启动ATM关闭金融IC卡降级交易试点； 从8

月份起，在湖北省、山西省、重庆市、福建省、安

徽省、 湖南省等省市启动POS终端关闭金融IC

卡降级交易试点；8月底前全国ATM关闭金融

IC卡降级交易；10月底前全国POS终端关闭金

融IC卡降级交易， 各商业银行应根据自身实际

于年底前关闭在其他线下渠道终端上的金融IC

卡降级交易。

截至一季度末， 银行系统共布放1030万台

POS及57万台ATM，其中99%的终端已可受理

金融IC卡， 商业银行累计发行金融IC卡达7.2亿

张， 金融IC卡已在全国多个城市的公共服务领

域得到广泛应用，覆盖公共交通、文化教育、医

疗卫生、社会保障、城市管理等。

一季度， 全国新增金融IC卡占新增银行卡

的比例为72.2%，金融IC卡已成为银行卡发卡主

流。 同时当季末金融IC卡卡均存款余额是磁条

卡的1.22倍，金融IC卡开始被越来越多的持卡人

所熟知和使用，金融IC卡安全、便捷等优势逐步

显现。

期指重回震荡平台

15日，股指期货震荡走低，重新回到前期

震荡平台。早盘阶段，期指试图维持平稳震荡状

态，然而11时过后由于券商、有色等权重板块

的拖累，主力合约IF1406开始逐步走低，全天

收报2136.6点，下跌0.94%。 股指期货四份合约

合计持仓量148715手，再创历史新高，反映投

资者利用期指进行避险的需求仍然较高。 在消

息面上，A股日均开户数创7年来新低， 显示现

货市场人气低迷。房地产需求面受抑制，拖累了

开发商的库存去化速度并对房价构成压制。 期

指重返前期平台可能预示反弹夭折， 回归弱势

震荡。

15日，国债期货维持震荡偏弱格局；进出

口银行新债中标利率虽优于预期， 但投标倍数

趋弱，近期现券市场的强势有所弱化。在技术面

上，空头依然掌握主动权，建议16日短空应对。

（长江期货金融期货研究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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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外贸稳定增长若干意见公布

实施细则有望陆续推出

□本报记者 倪铭娅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支持外贸稳

定增长的若干意见》。 业内人士表示，在当前稳

增长压力较大的情况下， 预计相关部门将尽快

制定实施细则并陆续推出。

支持服务贸易和加工贸易

在支持服务贸易发展方面，《意见》提

出，充分利用现有专项资金政策，加大对服务

贸易发展的支持。 结合“营改增” 改革范围的

扩大，对服务出口实行零税率或免税，鼓励服

务出口。 鼓励政策性金融机构在业务范围内

加大对服务贸易扶持力度， 支持服务贸易重

点项目建设。

中国证券报记者获悉，商务部正在推动出台

扩大服务出口的指导意见，着力培育服务出口的

国际竞争力。 同时，制定《重点服务出口领域指

导目录》，为财政、税收、金融等扶持政策提供支

持。 商务部服务贸易司司长周柳军日前透露，商

务部将出台新一轮服务外包促进政策。推动出台

加快发展服务外包产业的指导意见，启动《中国

国际服务外包产业发展规划2016-2020》 的前

期工作。 利用出口信贷促进服务外包产业发展，

尽快推动出台所得税政策，完善技术出口贴息政

策，争取加大对技术出口企业的支持力度。

除支持服务贸易外，《意见》提出，保持货

物贸易稳定发展， 修订加工贸易禁止类和限制

类商品目录，完善加工贸易政策，创新加工贸易

模式，加大加工贸易梯度转移力度，形成沿海地

区转型升级、内陆地区有序承接的新格局。

目前，商务部正在会同有关部门抓紧研究制

定《加快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的若干意见》，推

动我国外贸由大到强的跨越。商务部研究院院长

霍建国此前表示，外贸稳增长的政策重点是要强

调新的竞争优势，商务部的重点工作也需落在培

育外贸增长的新优势上， 鼓励企业进行市场开

拓，提高产品附加值，推进贸易平台和国际营销

网络建设，提高抗击外部风险和竞争的能力。

出口退税机制料调整

中国证券报记者获悉， 有关部门已就如何

加大中央财政对出口退税负担较重地区的补助

征求意见，预计补助标准将尽快发布，中央与地

方的出口退税机制将出现新变化。

《意见》提出，加大中央财政对出口退税负

担较重地区的补助力度， 进一步加快出口退税

进度，确保及时足额退税。 业内人士表示，新的

出口退税补助标准旨在降低地方财政负担。 出

口退税机制9年来未变，导致一些地区出口退税

负担不均衡，部分地区财政负担较重。 国务院提

出加大中央财政对出口退税负担较重地区的补

助力度， 有助于缓解一些地方财政压力过大的

问题，保证企业的出口退税及时足额到位。

对于《意见》提出的“适时扩大融资租赁货

物出口退税试点范围” 问题，业内人士表示，商

务部正会同其他部门积极研究制定适合国情的

融资租赁政策。 商务部积极协调财政、税务部门

出台了支持融资租赁发展的差额纳税政策，解

决融资租赁企业税负较高的问题； 在天津开展

融资租赁出口退税政策试点； 在上海自贸区试

点项目子公司政策。 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副巡

视员张蜀东此前表示， 商务部积极推动融资租

赁立法纳入全国人大立法项目。

证监会投护局局长李量：

不断研究完善建立优化投资回报工作体系

□本报记者 倪铭娅

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局长李量15日表示，

证监会正不断研究完善建立优化投资回报的

工作体系。 有的部门已经研究措施，如发行部

推进IPO和再融资摊薄权益的填补披露措施，

上市部正在研究促进上市公司分红和进行市

值管理的措施。

李量是在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公司、

美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公司和加拿大投资者保护

基金共同发起的， 由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

公司主办的“创新与发展，投资者保护———我

们共同的事业”国际研讨会上作上述表态的。

李量表示， 国内正研究建立资本市场投资

者适当性管理制度，制定《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办法》。 目前已成立了一个多部门的工作小组，

正在研究形成法规框架，争取《办法》今年内出

台。此外，证监会正在为推进投资者投诉解决而

建立“对外一站式，对内有分工”的工作机制。

对于市场关注的投资者赔偿基金问题，李

量表示， 投资者赔偿基金运作时应成立资金管

理委员会或理事会， 约定涉及有关主体投资者

风险的补偿， 用于先行赔付。 基金实行自律管

理，有关规则由监管部门监督。赔偿资金来源可

包括发起人认缴募集的份额、社会捐赠资金、会

费份额、可支配交易经手费份额、发行股票或债

券申购冻结资金利息收入份额等。同时，要扩大

投资者保护基金公司的资金使用范围。

央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局局长焦瑾璞：

适时修订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管理办法

□本报记者 倪铭娅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局局长

焦瑾璞15日在“创新与发展，投资者保护———

我们共同的事业” 国际研讨会上表示，央行金

融消费权益保护局正在积极促进金融消费权

益保护的相关法规制度出台，适时修订《中国

人民银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管理办法》，

推动《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评估办法》、《进

一步加强金融机构金融消费者教育的指导意

见》等文件出台。

焦瑾璞表示， 今年央行金融消费权益保

护局将联合多个部门重点围绕银行卡等热点

领域开展专项检查， 依法处理违法违规行为

并尝试多种检查结果披露方式； 确保上半年

金融消费权益保护信息系统上线试运行；完

善对金融消费纠纷投诉公开披露的方式方

法，进一步探索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适时选

择2至3个省份试点建立省级金融消费纠纷第

三方解决机制。

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小幅上升

一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15.94%

□本报记者 陈莹莹

银监会近日发布的一季度监管统计数据显

示，截至一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6461

亿元，较年初增加541亿元；不良贷款率1.04%，

较年初上升0.04个百分点； 商业银行流动性比

例46.29%，较年初上升2.26个百分点；存贷款比

例65.89%，较年初下降0.18个百分点；人民币超

额备付金率2.53%，与年初持平。

整体风险抵补能力较强

银监会表示， 从一季度起新增披露商业银行

正常类和关注类贷款余额及比率。截至一季度末，

商业银行正常类贷款余额599671亿元， 占比

96.46%；关注类贷款余额15553亿元，占比2.50%。

目前银行业整体风险抵补能力较强。 一季

度， 商业银行实现净利润4276亿元， 同比增长

15.94%；平均资产利润率1.40%，同比上升0.03

个百分点； 平均资本利润率20.80%， 同比下降

0.21个百分点。

银行业针对信用风险计提的减值准备较充

足。 一季度末， 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余额

17680亿元，较年初增加941亿元；拨备覆盖率

273.66%，较年初下降9.05个百分点；贷款拨备

率2.84%，较年初上升0.02个百分点。

银行业资本充足率维持在较高水平。 一季

度末， 商业银行加权平均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10.04%，较年初上升0.09个百分点；加权平均一

级资本充足率10.04%， 较年初上升0.09个百分

点； 加权平均资本充足率12.13%， 较年初下降

0.06个百分点。

小微贷余额同比增长18.9%

一季度末， 银行业金融机构涉农贷款余额

21.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用于小微企业的

贷款余额18.46万亿元，同比增长18.9%；用于信

用卡消费、 保障性安居工程等领域贷款同比分

别增长42.9%和23.1%，以上各类贷款增速均高

于同期各项贷款平均增速。

银监会方面表示，一季度，银行业继续大力

发展绿色信贷，支持化解产能过剩，进一步完善

差别化信贷政策，优化信贷结构，将增量贷款和

盘活的存量贷款优先用于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

结构调整升级的行业和项目， 不断加强对“三

农” 、小微企业和民生等经济社会重点领域和薄

弱环节的金融服务。

银行业资产和负债规模稳步增长。一季度末，

银行业金融机构境内外本外币资产总额159.5万

亿元，同比增长12.89%。 其中，大型商业银行资产

总额69.0万亿元，占比43.23%，同比增长8.95%；股

份制商业银行资产总额28.6万亿元，占比17.90%，

同比增长14.19%。 银行业金融机构境内外本外币

负债总额148.7万亿元，同比增长12.54%。其中，大

型商业银行负债总额64.2万亿元，占比43.20%，同

比增长8.68%；股份制商业银行负债总额26.9万亿

元，占比18.06%，同比增长1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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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135 18915 2165.6 2147.4 2147.8

IF1406 430906 97198 2153.6 2136.6 2135.2

IF1409 9371 30996 2142.8 2124.8 2124.0

IF1412 777 1606 2150.2 2133.8 2132.8

5年期国债期货行情

TF1406 824 1748 93.000 92.900 92.914

TF1409 1486 2285 93.498 93.434 93.446

TF1412 13 78 93.806 93.674 93.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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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0 0.6 -3.1 3015362 32692 312953

IO1405-C-2200 3.9 -13.6 2095450 188147 566890

IO1405-C-2150 20.7 -30.2 67829 18693 379042

IO1406-C-2350 33.0 -4.6 65828 22069 17078

IO1407-C-2050 282.4 0.6 12757 34505 3068

IO1409-C-2000 281.2 -17.1 123064 333794 2472

IO1405-P-2150 12.0 2.1 12564 1476 257195

IO1405-P-2050 0.1 0 8155 189 518637

IO1405-P-2200 53.2 13.8 7884 3110 154415

IO1406-P-2050 41.3 -4.7 257716 117035 8231

IO1407-P-2150 105.0 -28.8 716921 868866 2827

IO1409-P-2100 95.2 -0.4 123929 120970 3377

4月新增外汇占款

创8个月新低

中国人民银行15日公布，4月份金融机构

外汇占款增长1169亿元，创8个月新低。

招商证券宏观研究主管谢亚轩认为，4月外

汇占款回落的原因主要包括： 企业和居民对汇

率预期发生显著改变，持汇意愿显著提高；美联

储政策保持退出节奏，国际资本流动基本稳定；

跨境人民币对外净支付对外汇占款有放大作

用， 一季度该因素对每月外汇占款的贡献均超

过千亿元。 目前投资者对外汇占款的回落有充

分的预期，对流动性的影响相对较小。（任晓）

中国结算新三板登记

结算业务细则19日实施

中国结算15日表示，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交易支持平台和登记结算系统将于19

日正式在北京上线运行，此前公布的《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登记结算业务实施细则》将于19日

正式实施，届时《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过渡期登记结算暂行办法》将废止。（李超）

IPO预披露企业增8家

证监会15日发布第19批共8家企业的预披

露信息。 其中，江苏申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美

联钢结构建筑系统（上海）股份有限公司、江西

国泰民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天味食品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拟在上交所上市， 北京品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众鸿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四川日机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新光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拟在创业板上市。 加上此前已

披露的328家，目前共有336家企业发布了预披

露信息。（李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