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气东输三线

中段工程获批

□据新华社电

我国又一条途经7省的陆上能源大动

脉———西气东输三线中段（中卫—吉安）工程

日前获发展改革委正式批准投资建设， 项目总

投资为436.48亿元。

为了落实与中亚国家已签署的购气协议，保

障国家能源供应安全， 缓解国内天然气供需矛盾，

发展改革委正式批复同意这一工程。工程内容包括

1条干线、2条支干线。 干线起自宁夏中卫， 途经宁

夏、甘肃、陕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7省（区），止

于江西吉安，全长2016公里，共设置10座压气站；2

条支干线包括中卫—靖边联络线、株洲—衡阳支干

线，长度合计519公里，共设置1座压气站。

工程项目单位为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

公司与全国社保保障基金理事会、 北京国联能

源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宝山钢铁股份有

限公司、华宝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出资成立的中

石油西北联合管道有限责任公司。

期货市场运行监测监控

系统获科技奖一等奖

证券期货业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日前召开

第十次会议， 评选出中国期货保证金监控中心

“期货市场运行监测监控系统” 获第四届证券

期货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这是本届科学技术奖

评选出的唯一一等奖， 也是科学技术奖设立以

来期货类技术项目取得的最高奖项。

“期货市场运行监测监控系统”建设起步于

2008年初。在证监会的推动和各期货交易所的支

持下，各期货交易所与监控中心共同签署了《期

货数据及信息交换框架协议》。 2010年8月，该系

统建设正式启动。 该系统根据国内各期货交易所

实时交易数据进行实时分析和计算，实时展现全

市场运行状况， 对期货交易各环节进行跟踪分

析。 该系统具备完整的期货市场监测监控体系，

涵盖市场总体概况、实时监控、历史数据统计、风

险监测、违法违规查询、报警事件、市场及品种档

案、会员客户信息等内容，共包括10个功能大项、

40多个子项、130个功能点、150张图表。

“期货市场运行监测监控系统” 的建成标

志着我国期货市场的系统性风险防范能力和跨

市场监测监控水平迈上一个新台阶， 提升了市

场监测监控工作的自动化水平、定量化水平，既

为期货市场平稳健康运行提供服务， 也为期货

市场创新发展奠定了基础。（蔡宗琦）

期指持续走低

4日， 股指期货连续第4个交易日走低，

IF1406收报2125.2点，跌幅0.89%。 目前市场并

未对经济数据的边际改善显现博弈的兴致，操

作上短线或观望为宜。

4日， 国债期货9月合约继续扩仓上攻，增

仓754手， 成交量增至4829手 ， 尾盘收于

94.972，上涨0.31%。 7年期国债新债招标显示

市场配置热情高涨，期货市场强势特征明显，建

议继续看涨。（长江期货金融期货研究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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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交所建议丰富上市公司并购支付手段

研究推进优先股、定向可转债等新型支付方式

□本报记者 周松林

上海证券交易所4日发布的《沪市上市公

司2013年度重大资产重组专题分析报告》披

露，2013年，沪市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交易

活跃。 全年共有116家公司涉及重大资产重组

事项。 其中，36家公司完成重大资产重组，交

易金额合计1128亿元。 当年沪市不构成重大

的资产重组共发生332家次，较2012年度增长

23%；交易金额合计2624亿元，较2012年度增

长71%。

2013年， 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成后的沪市

上市公司市值得到大幅增长。 36家完成重组的

公司合计增加市值2023亿元，同比增长29%；平

均增幅为133%，较2012年完成重组公司的市值

平均增幅高49个百分点。 资产重组促进了企业

做大做强和行业整合， 有力地促进了产业集中

度的提升和结构的调整。

报告认为， 目前仍然存在部分制约性因

素，对进一步活跃并购重组市场形成了障碍，

如支付手段相对单一、并购融资方式有限。 亟

需研究推进优先股、 定向可转换债券等新型

支付方式，增强发行股价定价弹性，推动开展

股权投资基金、 创业投资基金、 产业投资基

金、并购基金等并购重组融资业务，以充分挖

掘利用资本市场进行并购重组的优势。 目前

虽然平均重组时间缩短， 但多部门审批时间

跨度仍较长。 从重组全过程来看，从停牌到完

成重组，平均每家公司需历时一年以上，仍存

在较大改进空间。 部分重组迎合市场炒作，内

幕交易仍是监管难点。 区域发展不平衡，中西

部及东北地区整体较弱。 应继续优化审批方

式，提高并购重组效率；丰富并购支付手段，

促进市场并购创新；继续支持跨境并购，提升

公司国际竞争力；大力推进监管转型，强化并

购重组事后监管。 （报告见A17版）

住建部：把价格作为楼市调控目标过于狭义化

城镇住房保障条例经过一定程序即可上报

□本报记者 张敏

住建部总经济师冯俊4日在国新办举行的

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当前房地产市场的大多数

统计指标仍在增长，虽然整体增速下降，但属于

正常的市场调节。 截至4月底，全国城镇保障性

安居工程开工286万套，基本建成125万套，分别

占全年目标任务的40%和25%， 与去年同期基

本持平。 截至4月底，各类棚户区改造开工建设

184万套。 根据年度建设计划，今年全国城镇保

障性安居工程新开工700万套以上，其中各类棚

户区改造470万套以上。

房价尚未进入拐点

近期多个地方的房地产市场“量价齐跌” ，

出现房价“拐点论” 。 对此，冯俊表示，所谓拐点

是指房价由涨转跌或由跌转涨的时点，当前的房

价只是涨幅收窄，尚未出现下跌状态，并非拐点。

他表示，当前楼市的大多数统计指标仍在增

长，只是整体增速在下降，但这并不等于负增长，

属于市场正常的调节。房地产市场调控主要目标

是追求供求平衡、市场平稳，把价格作为调控目

标过于狭义化。“现在房地产市场确实出现了一

定的分化，有些地方库存量过大，有些地方比较

短缺。 关于这个问题，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分类调控’的基本原则。对于库存量大，供过于

求的城市， 要执行好首套房贷款的相应优惠政

策，目的是满足自住型的、改善性住房需求；对于

供求矛盾比较突出、 房价上涨压力较大的城市，

要加快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的供应，形成有效

供给，继续遏制投资投机型需求，也要增加共有

产权住房的供应。 ”对于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始

终要坚持保护消费需求、遏制投资需求的原则。

作为楼市调控长效机制的重要方面，个人住

房信息系统的联网工作颇受关注， 冯俊表示，这

项工作正在进行中，由于需要将很多纸质信息变

成电子化信息，各个城市的信息系统、程序、格式

不一样，还需要统一，因而需要一段时间。

针对近期多个城市酝酿取消限购的做法，

冯俊表示， 目前未听说任何城市公开取消限购

政策。 限购对百姓的自住需求没有影响，只是对

投资需求有限制。

多管齐下解决棚改资金问题

冯俊表示， 国务院法制办从3月28日开始就

《城镇住房保障条例》向全社会征求意见，为时

一个月。现在根据征求意见的情况以及再次听取

专家意见，正在对条例进行修改。 在不太长的时

间内，经过一定的程序，该条例即可上报国务院。

住建部未来一段时间的重要工作包括：完

善住房保障顶层设计， 出台 《城镇住房保障条

例》，推进住房保障法制化、规范化；坚决把抓建

成、促入住作为首要任务，加快推进保障房建设

和棚户区改造，完成各项建设任务；下大力气推

进各类棚户区改造，依法依规做好征收补偿、安

置、资金筹措、质量监管、公平分配等各项工作；

切实抓好保障房后续管理，在准入、使用、退出

等方面建立规范机制， 努力实现住房保障公共

资源公平善用。

冯俊表示，棚户区改造面临最大困难是资金

压力。解决这一问题需从5个方面着手：加大各级

财政的支持力度、加大金融支持力度、支持通过

发行企业债筹集资金、鼓励和吸引民间资金投入

棚户区改造、通过商业运作模式以丰补歉。

针对共有产权住房试点，冯俊表示，共有产

权住房在一些城市已做过， 很多问题需通过试

点来解决，目前一些地方已开始准备做方案，尽

可能地使试点工作制度更完善，弊端更少。

A股弱势寻底抑或曙光在前

券商策略纠结“微刺激”转向

□本报记者 顾鑫

中信证券近日发布的下半年投资策略报告

提出，A股市场整体将呈现弱势寻底走势。 国泰

君安发布的研究报告则提出， 政策宽松正得到

各方面确认，增长趋稳的证据更直接，这两个因

素将共同触发市场估值提升。 市场到底是要继

续寻底，还是已确认底部并迎来曙光？分析人士

认为，券商策略多空分歧的背后其实是对“微刺

激” 是否已发生转向的纠结。 尽管当前“微刺

激” 正在加码，但政策刺激力度到底有没有迎来

拐点，券商的看法并不一致。

多空分歧明显

中信证券研究报告认为， 当前中国改革进

入推进期，经济进入增长速度换挡、结构调整阵

痛、前期刺激消化三期叠加的“新常态” 。 未来

宏观流动性基本平稳或略有收紧， 短端无风险

利率变化不大， 对于股市估值影响较大的是风

险溢价。 在基本面弱平衡向下打破与风险持续

释放影响下，市场风险溢价上行仍将持续。

安信证券发布的研究报告提出， 市场下跌

趋势仍将延续。 具体而言，制造业PMI数据的短

期扰动不能反映实际经济运行， 并且从历史上

看，PMI与股票走势的相关性并不强。 5月高频

经济数据表现疲弱，房地产销量增速继续下滑，

房价松动迹象进一步显现，投资压力仍将持续。

A股上市公司一季度净利润增速已从去年全年

的14%下降至8%，并将进一步下滑。

同时，市场上不乏乐观的声音。 国泰君安发

布的研究报告提出， 政策与增长预期同时转向

积极，推动市场恐慌情绪改善。 5月官方和汇丰

PMI同时回升，幅度超出市场预期。 通胀可能在

5月明显上升至接近3%的水平， 有助于改善市

场对增长端的认识和预期。

纠结政策转向

政策到底有没有转向是券商策略出现分歧

的一大关键因素。 对于“微刺激” 是否转为“强

刺激”或“中刺激” 、政策刺激是否显效，券商存

在一定分歧。

国泰君安报告认为，5月30日的国务院常务

会议为“微刺激”政策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政策内

涵。 在信托和委托贷款下降的条件下维持稳定的

货币信贷增长，意味着自5月起信贷和债券融资需

出现明显扩张以填补原有空缺。 预计二季度社会

融资总额有望不再负增长， 从而有效缓解市场恐

慌情绪。 同时，市场流动性水平将进一步宽松。

中金公司研究报告也提出了类似观点。 报

告称， 政府已意识到经济下滑的压力并努力采

取措施，有助于提升市场情绪。如果经济数据证

明经济下滑势头未得到明显遏制， 不排除在年

中附近出现更大力度的政策改变。 目前市场估

值仍在低位，个股层面的吸引力也在增强，更大

力度的政策和改革将带来更明显的上升空间。

中信证券报告认为， 促转型与稳增长的政

策目标博弈将贯穿全年， 稳增长的需求决定政

策的力度，促转型的背景影响政策工具的选择，

而促转型将始终是政策的重心。 政策转向与制

度改革一样重要，在以长带短、以改求稳的政策

风格下，不会出现政策强刺激。 一方面，稳增长

政策主要依靠财政与投资微刺激发力； 另一方

面，货币政策全面放松可能性很小。

关注衰退型宽松投资框架

虽然券商对于市场走势的判断存在分歧，

但对于看好的板块和投资机会仍有一定的共

识。 综合各券商及相关市场人士的观点，中国证

券报证券研究中心认为， 衰退型宽松的投资框

架值得关注。 地产仍是逻辑的起点，地产投资增

速中枢向下，宏观经济下行风险仍较大，利率长

期看跌的逻辑未变。 在政策上，央行去年底推出

的唱备借贷便利（SLF）为货币利率封顶，近期

央行又通过再贷款减少长债供应， 从而压低长

端利率。 未来利率下降将延续，资产、负债端利

率继续下降，直到经济见底。 同时，房地产行业

低迷给A股上市公司带来盈利风险。

因此，A股投资可以遵循两条选股思路，一

是基于高分红、业绩稳定的类固定收益品，如以

电力为代表的公用事业； 二是在地产下行周期

中，规避盈利下调风险较大的板块，寻找盈利下

调风险相对较小的消费性行业，包括医药、电信

及科技、食品饮料等板块。

中国证券报证券研究中心认为， 下半年市

场支撑因素来自制度改革。 4月沪港通带来蓝筹

股的脉冲行情并非孤立事件， 而是改革进程中

的重要一环。 后续制度变革将包括国企改革、A

股纳入MSCI新兴市场指数、个股期权等。

IPO预披露企业增5家

证监会4日发布第32批共5家IPO预披露企

业信息。 其中，2家拟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3家

拟在上交所上市。同日，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

召开2014年第77次会议，内蒙古大中矿业股份

有限公司首发申请获通过， 东方电气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可转债申请获通过。 （顾鑫）

中海自贸区谈判有望加快推进

宁夏争取成为先行区

□本报记者联合报道

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

会议定于6月5日召开。 中国证券报记者获悉，

“丝绸之路经济带” 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建设将成为此次会议的重点。作为推进“一带一

路” 建设的重点内容之一，中国—海湾合作委员

会自由贸易区（简称“中海自贸区” ）谈判有望

加快推进。 业内人士表示，此次部长级会议的召

开有利于推动中海自贸区谈判尽早重启并达成

共赢协定。 宁夏作为中阿经贸合作的支点，正在

争取成为该自贸区的先行区。

业内人士表示，“一带一路” 战略构想为中

国与“一带一路” 交汇处的阿拉伯国家之间的

合作提供了新前景， 为双方互利共赢提供了新

机遇，成为新时期提升中阿关系的新引擎。 中海

自贸区是加快推进“一带一路” 建设的重点。该

自贸区谈判涵盖货物贸易、 服务贸易和经济技

术合作等领域。

在面向阿拉伯地区开放方面， 宁夏已先行

一步。此前，宁夏一直在争取成为中海自贸区的

先行区，并且在与阿拉伯国家的经贸合作中，宁

夏具有独特优势， 阿拉伯语人才和天然的亲缘

关系更加强化了其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支点

地位。 目前阿联酋阿布扎比投资基金拟在宁夏

固原投资建设生态休闲旅游度假项目， 新加坡

淡马锡、马来西亚清真食品集团、阿联酋主权投

资基金拟在宁夏吴忠规划建设清真食品工业园

项目， 阿布扎比主权投资基金参股宁夏煤制油

项目等重点合作项目。 宁夏至阿拉伯世界的空

中“丝绸之路” 建设正如火如荼，银川机场开放

了对阿联酋的第三、四、五航权，同意阿联酋航

空公司开通迪拜经停银川至郑州的航线。 宁夏

将河东机场定位为中国面向阿拉伯国家的门户

机场， 允许阿拉伯国家在银川机场或综合保税

区设立货运枢纽与转运中心。

白皮书建议加强

上市公司内控法制建设

迪博企业风险管理技术有限公司近日发布

的《中国上市公司2014年内部控制白皮书》建

议，加强内部控制法制建设，强化上市公司内部

控制监管力度。

白皮书称， 为确保内部控制能够得以有效

执行、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能够真实准确、投资者

的利益能够得到切实维护， 建议监管机构进一

步加强内部控制法制建设，并借鉴美国的《萨

班斯法案》，强化对隐瞒内部控制缺陷、虚假披

露内部控制有效性以及发生内部控制信息披露

违规的相关管理人员的监管和处罚力度。

2012-2014年，披露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

上市公司占比逐年上升。 2012年仅0.16%上市

公司披露内部控制重大缺陷，2013年上升至

0.36%，2014年上升至1.50%。 内部控制重要缺

陷的披露比例也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 2012年

仅0.76%的上市公司披露了内部控制重要缺

陷 ，2013 年 上 升 至 1.62% ，2014 年 上 升 至

2.18%。（顾鑫）（白皮书见A16版）

沪深300股指期货行情

成交量 持仓量 开盘价 收盘价 结算价

IF1406 560374 104577 2139.2 2125.2 2121.4

IF1407 14874 21053 2131.0 2116.0 2112.6

IF1409 15174 40046 2142.4 2127.4 2124.6

IF1412 1684 4362 2159.0 2142.8 2138.8

5年期国债期货行情

TF1406 75 149 94.494 94.636 94.574

TF1409 4829 7886 94.688 94.972 94.952

TF1412 80 239 95.076 95.292 95.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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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O1406-C-2200 19.5 -11.4 27967 6138 51178

IO1406-C-2150 38.0 -12.2 19823 7938 27015

IO1406-C-2300 4.6 -3.1 18824 902 23757

IO1407-C-2250 40.8 -5.3 5946 2355 8897

IO1408-C-2150 99.6 -8.6 3000 3030 2766

IO1409-C-2100 183.2 24.9 4953 9422 5660

IO1406-P-2000 10.1 0.9 20946 2130 21785

IO1406-P-2050 19.3 2.8 14445 2746 17981

IO1406-P-2100 36.4 4.9 13407 4838 27879

IO1407-P-2150 96.4 9.6 6072 5738 3219

IO1408-P-2050 63.1 4.8 2777 1706 3118

IO1409-P-2300 231.5 3.6 3404 7586 2104

国泰君安：

陈耿提出辞去总裁职务

国泰君安证券4日发布公告称， 陈耿因个

人原因提出辞去公司总裁职务， 继续担任公司

副董事长。 此事目前正在报上级主管部门和公

司董事会审议批准。 公司高管的职务变动不会

影响公司上市申请。 证监会最新公布的拟上市

公司审核情况显示，国泰君安目前仍处于“已

受理”状态，保荐机构为银河证券。（朱茵）

上海国资改革料提速

（上接A01版）6月4日，上海建材集团旗下棱

光实业、 耀皮玻璃两个上市公司发布公告继续停

牌。5月20日，两公司均发布国有股无偿划转公告：

上海建材集团拟将其持有的棱光实业71.93%的

股份全部无偿划转至国盛集团， 将所持耀皮玻璃

的2.57%的股份向国盛集团进行无偿划转。

5月30日，上海地产集团旗下中华企业因重

大事项停牌， 引发市场对上海地产国企深化整

合的猜测。

5月29日，百视通和东方明珠因重大事项双

双停牌，上海文广系或又有大调整。

5月8日，兰生股份公告，拟在贸易板块的4家

全资子公司中，选择一家作为改制平台，以经营管

理团队、 业务骨干为主出资设立一家或数家有限

合伙制企业作为员工持股企业，试水员工持股。

上海国资国企流动平台将实质性启动。

兴业证券研究报告称， 上海国资国企改革

推进速度非常快， 国企集团层面改革及涉及上

市公司层面改革密集推出， 优势行业重组整合

做大做强、国资大力度退出传统产业、优质公司

积极引入战略投资者等改革特点明显。 在各国

企改革方案审核评级工作结束后， 上海市国资

国企改革势头可能将更猛。

较强的改革意愿

上海国资监管部门将对国企改革方案进行

A、B、C三个级别评定。上海国企人士称，A类意

味着改革方案基本获监管部门认可， 可按既定

改革方案推进， 其他两类意味着方案尚需不同

程度的修改。

对国企改革方案进行评级， 从侧面反映了

上海各国企改革面临的复杂情况。 有望成为本

轮国资国企改革第一批试点单位的华谊集团，

在确定改革方向后，目前正在做资产梳理工作。

华谊集团在确定核心资产上市后， 面临的最大

难题是未上市资产整体性和独立性。 作为老牌

化工企业， 华谊集团部分项目存在土地产权关

系不清晰等问题。 这样的情况无疑将影响集团

改革方案审核评级。

至于国资监管部门对国企改革方案评级标

准，业内存在着很多猜测。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

到，相关国企对评级标准并未完全了解，评级标

准的确立更多是在监管部门层面。 目前国企将

改革方案上报上海市国资委后， 能做的是等待

国资委审核意见， 同时开展与改革相关的资产

梳理及人员调整等工作。

分析人士认为， 上海国资监管部门在对国

企改革方案进行审核时的大体标准可基本确

定， 在与上海国资国企改革20条及其他相关政

策确定的改革方向保持一致的同时， 将考虑具

体国企战略定位、 业务转型发展乃至上海市产

业升级等一系列问题。

上海某国企高层人士表示， 企业改革方案

在3月末上报国资委后，经近两个月审核，已拿

到审核结果，企业改革方案被评为A级，企业将

根据上报方案推进改革。

上海国资监管部门对国企改革方案的评

级，将成为影响改革进程关键因素。一家上海浦

东新区区属国企人士坦言， 上海国资国企改革

步调目前仍由监管部门掌握， 大多数国企都有

改革意愿，也有改革积极性，但在改革可行性及

改革大方向掌控上， 企业没有也不可能有完全

的自主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