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耿

卸任国泰君安总裁职务

国泰君安证券9日公布，上海市委组织部、市金

融党工委9日宣布国泰君安证券领导班子调整的相

关事项。日前陈耿因个人原因提出辞去国泰君安证

券总裁的申请，上海市委、市金融党工委表示，根据

市属国有企业领导人管理有关规定， 尊重个人意

愿，决定免去其国泰君安证券总裁职务，并按有关

法律规定办理免职手续；同时免去其党委副书记职

务。 陈耿担任国泰君安证券副董事长。（朱茵）

期指剧烈震荡

9日，股指期货日内呈现剧烈震荡，IF1406

全天收报2128.2点，上涨0.4点。 在K线形态上，

股指期货实体部分较短，上下影线较长，显示多

空争夺依然激烈。 虽然我们认为基本面的预期

修复可能存在一定空间， 经济数据仍将边际改

善，但从操作层面而言，多空激烈拉锯，博弈难

度大，建议以观望为宜。

（长江期货金融期货研究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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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专户、券商资管在银行间债市开户有望解冻

□本报记者 曹乘瑜 曹淑彦

消息人士表示，为了加强市场互联互通，消

除市场壁垒，监管层有意协调解决基金专户、券

商集合资管计划等非公募资管产品在银行间债

市开户的限制，近期正针对相关政策征求意见。

在去年债市整肃风暴核查丙类户过程中，

基金专户、 券商集合资管等乙类户和信托产品

等非公募资管产品均被暂停在银行间债市开

户。 业内人士表示，其后，相关资管产品的发行

受阻， 一些刚募集完成的基金专户和券商资管

计划无法开户， 只能通过转托管机制从交易所

市场投资债券，增加了交易成本。

此外， 消息人士透露， 监管层有意推动

资管机构获得同业拆借资格。 某大型基金公

司有关人士透露，几年前曾提议给予基金同

业拆借资格，但由于监管部门间的协调问题

而难以成行。 随着货币市场基金的规模呈爆

发式增长，它们对同业拆借资格的需求更为

迫切。

能源消费将设“天花板”

调减雾霾严重地区和能耗大省能耗增量

□本报记者 赵静扬

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9日在第五届地坛论

坛上表示，为确保实现“十二五” 节能减排约

束性指标， 对未完成节能减排任务的地区，国

务院领导将约谈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人，并限制

新上高污染、高耗能项目。 同时，设置能源消费

特别是煤炭消费的“天花板” ，适当调减雾霾

严重地区和能耗大省能耗增量。

将开展节能评价考核

解振华表示，根据“十二五” 规划和中期

评估，“十二五” 前3年，我国能耗强度完成情

况滞后于时间进度，完成既定的目标还须付出

艰苦努力。 为强化节能低碳目标责任，我国将

开展节能和碳强度目标责任完成情况现场评

价考核，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对未完成

任务的地区，国务院领导将约谈地方政府主要

负责人，并限制新上高污染、高耗能项目。

为控制能源消费增量，我国将适当调减雾

霾严重地区和能耗大省能耗增量，适当调高经

济欠发达地区需求， 将能耗增量分解到各地

区，并加强预警调控和监督检查。 我国还将完

善能源价格政策、环保收费政策，加强对节能

低碳企业的财政支持和税收优惠政策，创新有

利于低碳发展的金融政策。

针对环保成效考核机制， 环保部规划财

务司司长赵华林在论坛上建议，把环境保护

作为基本公共服务纳入政府主要职责范畴。

首先，要加强政府环境保护职能，完善政绩

考核评价体系，把环境保护作为基本公共服

务纳入政府主要职责范畴， 实行用途监管、

建立完善严格监管所有污染物排放的环境

保护管理制度，实行排污许可证制度，建立

生态损害终身追究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其

次，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资源环境

价格改革和税费改革， 完善生态环境补偿，

发展环保市场。

京津冀推进生态环境治理

北京市统计局近期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

显示，北京市的空气质量受机动车尾气排放的

影响最明显。天津、河北受工业二氧化硫、二氧

化氮和粉尘排放的影响更为突出。

北京市副市长杨晓超在论坛上表示，北京

将以更宽广的视野切实加强与天津、河北的合

作。一方面，要加快工作机制的创新，完善区域

生态环境治理联动机制，加强大气污染联防联

控，共同推进防护林水资源保护、清洁能源使

用等项目建设， 加快构建区域生态环境屏障；

另一方面， 更加注重利用市场机制和金融手

段，积极发展环保市场，推行碳排放权制度，完

善碳交易试点，繁荣碳交易市场，使碳市场更

好地服务京津冀生态环境建设。

除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外，京津冀一体化还

将伴随城市功能分区以及产业布局等问题。河

北省保定市市长马誉峰表示，按照省委省政府

战略部署， 保定将规划建设白洋淀科技城，着

力建设京津冀地区融科技研发、产业发展和城

市服务等功能为一体的现代科技产业新城。

发改委：今年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宽松

□本报记者 王颖春

国家发改委9日会同煤电油气运保障工作

部际协调机制有关部门和单位， 共同召开

2014年全国电力迎峰度夏电视电话会议。 国

家发改委副主任连维良表示，今年电力供需形

势总体宽松，部分地区偏紧。 相关部门和单位

要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改善民生的大局出

发，千方百计解决好清洁能源发展和生产运行

中碰到的难题，为大气污染防治和雾霾治理作

出积极贡献。

会议提出， 加大城乡配电网投入力度，

积极引进社会资金参与电网薄弱环节的建

设改造， 着力解决好变压器和线路过负荷、

设备老旧等问题，努力化解电网施工中的矛

盾，切实改善供电“卡脖子” 现象。 深入开展

电力需求侧管理，充分利用价格杠杆引导用

户移峰填谷，强化技术支撑，完善调节功能，

促进电力供应平稳有序。 完善清洁能源发展

规划和电价政策，健全利益调节机制，加强

清洁能源消纳协调，切实用好清洁能源。 鼓

励尝试分布式光伏发电就近售电，改进并网

服务，加强屋顶资源协调，创新运行机制，推

动光伏发电又好又快发展。 积极推进电力用

户向发电企业直接购电试点， 规范交易规

则， 严格执行国家产业政策和节能减排政

策，严禁公用电厂违规转为自备电厂，切实

保障公众利益。

前四月部分省市财政支出增速慢于收入

财政存量资金尚待盘活

□本报记者 赵静扬

多位专家和业内人士表示，据不完全统计，

部分省市今年前4个月财政支出增速慢于收入

增速，财政结余较明显，财政的功能未能得到充

分发挥。 预计未来积极的财政政策将延续，但受

财政收入增速放缓影响， 支出规模会呈结构性

增长，继续向民生领域倾斜。

部分省市财政收快于支

财政部此前发布通知要求， 进一步加强财

政支出预算执行管理。 各级财政部门要加快下

达年初预算，用好以前年度结转资金，加快资金

审核支付。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表示， 虽然

1-4月全国财政支出同比增速与9.5%的预算增速

相当，但财政收入增速高达9.3%，显著高于预算增

速。从财政赤字角度来看，当前财政收支态势显示

今年积极财政政策的基调未得到充分落实。

地方财政部门的公开数据显示，1-4月，部分

省市的财政收入同比增速高于支出增速。 例如，1

至4月， 北京市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累计完成

1526.0亿元， 同比增长11.5%， 完成年度预算的

38.2%。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支出累计完成1287.2亿

元，同比增长27.4%，完成年度预算的32.3%。 1-4

月， 深圳市累计完成公共财政预算收入771.69亿

元，增长20.44%，完成年初预算的43.23%；完成公

共财政预算支出518.9亿元，增长17.87%，完成年

初预算的26.1%。无论是同比增速抑或完成年度预

算情况，财政收入均高于支出。

彭文生表示，财政存款快速增长，显示财政

支出的进度存在障碍，财政存量资金尚未盘活。

财政存款增速较高，财政存款快速增长，意味着

相当一部分财政支出并未及时转化为实物量的

政府购买。 民族证券研究报告认为，随着一系列

定向“微刺激” 政策的推出，1-4月中央财政支

出速度明显加快， 而地方财政支出由于地方对

债务风险的关注，增速受到压制。

支出重点料向民生倾斜

部分地方近期出台财政支持政策， 稳定经

济增长。广东省近日出台的《关于财政支持稳定

经济增长的政策措施》提出，省财政在支持基础

设施建设、稳定外贸增长、扩大消费需求、促进

转型升级等方面，安排647亿元左右的资金。 围

绕投资、消费、外贸三大调控手段，重点加大对

交通、水利、环保等基础设施的投入，积极支持

扩大出口、促进进口和综合服务平台建设，以稳

定外贸增长，并加大对信息消费、广货网上行、

传统商贸服务业发展等的支持力度， 切实增强

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扩大消费需求。 同时，重

点支持重大产业项目建设、 企业技术改造和淘

汰落后产能、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促进产

业转移等。 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重点支持棚

户区改造、 农村泥砖房改造以及改善农业农村

生产条件。 贵州、四川近期也出台了类似措施。

民族证券认为， 在财政支出节奏放缓的同

时，民生支出的占比继续提升。 1-4月，狭义民

生支出（包括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

保障房支出）累计达15602亿元，占财政支出的

39.16%，创历年新高，反映出民生支出在财政支

出中的比重有增无减。

分析人士指出，1-4月，财政收支节奏与去

年大致持平，但民生支出的占比继续上升。 在目

前情况下， 中央和地方均会延续积极的财政政

策。但受财政收入增速放缓影响，支出难以全面

铺开，更多地体现为结构性增长，预计将更多地

向事关社会公平的民生领域倾斜。

台城制药IPO13日上会

三公司并购重组申请13日审核

证监会网站9日发布公告称， 主板发审委

定于13日召开2014年第82次发行审核委员会

工作会议， 审核广东台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的

首发申请。并购重组委定于13日召开2014年第

24次工作会议，审核并购重组申请人深圳浩宁

达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立思辰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和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三家公

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事宜。 （李超）

财政部代发今年首批

516亿元地方债

财政部近日发布通知，将于13日代理招标

2014年首批地方政府债券，代发债券的地区包

括甘肃、新疆、福建、广西和四川，总规模516亿

元，3年期和5年期各258亿元。（赵静扬）

光大银行发行

162亿元二级资本债券

光大银行9日在银行间市场招标发行162亿

元二级资本债券，招标利率区间为6.05%-6.45%，

期限10年。 本期债券募集的资金将用于补充光大

银行二级资本，提高资本充足率。（任晓）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送达公告

陈云卿先生：

因你在厦门宝拓资源有限公司 （下称厦门宝拓）任

职期间对厦门宝拓操纵“焦炭1209合约” 价格行为负有

责任，依据《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七十四条规定，我会

决定：对陈云卿给予警告，并处以3万元罚款。

因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行政处罚

决定书》（[2014]35号）。 请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我会

领取行政处罚决定书（联系人：赵迪 电话：010-88061308�

传真：010-88060140），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对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不服， 可在决定送达之日起

60日内向我会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决定送达之日起3个

月内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复议和

诉讼期间，上述决定不停止执行。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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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6-9�金融期货交易统计表

沪深300股指期权仿真交易主要合约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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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2366 90282 2126.0 2128.2 2126.8

IF1407 34889 27465 2118.6 2120.6 2118.6

IF1409 21675 41453 2129.0 2129.0 2128.0

IF1412 2179 5020 2142.2 2144.0 2142.6

5

年期国债期货行情

TF1406 42 95 93.804 94.080 94.070

TF1409 2191 7307 94.330 94.516 94.518

TF1412 23 228 94.848 94.882 94.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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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0 0.1 -0.1 50416 119 402680

IO1406-C-2200 12.8 -1.0 35493 5037 50523

IO1406-C-2250 7.2 0.6 34083 2482 29845

IO1407-C-2200 42.3 -9.2 10622 4710 10695

IO1408-C-2300 33.9 -5.5 6058 2181 2869

IO1409-C-2300 74.2 -13.2 1354 945 7531

IO1406-P-2050 9.3 -4.5 32692 3047 19086

IO1406-P-2000 4.9 -1.5 26524 1326 21581

IO1406-P-2150 48.5 -1.6 24161 10927 20442

IO1407-P-1950 17.3 -1.6 6292 1040 5951

IO1408-P-2000 35.7 2.4 4100 1439 3228

IO1409-P-2200 23.6 -5.4 961 1430 5762

李小加：沪港通方案避免资金大进大出

□本报记者 蔡宗琦

港交所行政总裁李小加9日在清华大学五道

口金融学院演讲时指出，沪港通是内地循序渐进

开放资本市场的一大创新，其方案设计遵循谨慎

的原则，充分考虑各方因素和风险，避免资金大

进大出。

他表示， 沪港通的股票结算与资金交收将

通过本地结算所先在本地进行对减， 然后再以

净额方式与对方结算所作最终结算， 避免资金

大进大出，控制资金跨境流动风险，降低对银行

资金池造成的冲击。 沪港通采用离岸人民币支

付， 最大程度地降低对在岸人民币市场和在岸

外汇储备的影响， 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步

伐。 同时，结算交收全程封闭，实现风险全面监

控， 两地监管机构基本沿用各自现有法律与监

管规则，以最低制度成本实现最大市场化运作。

双方设计的结构高度对称， 使得双方利益高度

一致，收入平均分享，实现互利共赢。 他同时指

出，在初期设立门槛是为了确保平稳运行，但所

有额度均是买卖对减后的净额度。也就是说，沪

港通一旦进入买卖常态后， 所能支持的交易量

实际上会远远大于额度数量，未来可灵活扩容、

扩量、扩市。

新三板股票转让异常波动应于次一转让日披露

□本报记者 蔡宗琦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9日发布的股

票异常转让实时监控指引（试行）明确，股转系

统对挂牌公司股票的转让过程进行实时监控，

并依法对实时监控中发现的异常情况及行为实

施自律监管。在实时监控中，如果发现股票价格

异常波动、 股票转让行为异常或做市商报价与

转让行为涉嫌违法违规， 可以采取公告转让双

方基本情况和转让相关信息、电话问询、要求提

交书面承诺、出具警示函、暂停转让、限制证券

账户交易、向证监会报告等措施。

指引规定，股票转让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

属于异常波动， 挂牌公司应当于次一转让日披

露异常波动公告：在协议转让方式下，股票当日

换手率超过10%或连续3个转让日换手率累计

超过20%；在做市转让方式下，股票连续3个转

让日涨跌幅累计超过50%；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

公司认定的其他情形。 如果次一转让日无法披

露， 挂牌公司应当向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申

请股票暂停转让，直至披露才能恢复转让。

对于采取协议转让方式的股票，投资者买卖

如出现下列情形之一，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于

次一转让日进行公告：一是成交价格较前收盘价

变动幅度超过50%，二是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

认定的其他情形。 对于采取做市转让方式的股

票，如果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相关做市商应及时

向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报告， 并说明情况：当

日成交量加权平均价较前收盘价变动幅度超过

20%；当日最高报卖价、最低报买价较前收盘价

变动幅度超过30%；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或做

市商认为需要报告并说明情况的其他情形。

四大行A股创年内新高 大象独舞提振效应几何

（上接A01版）其次，悲观预期边际改善有

利于银行股行情纠偏。目前来看，有关信托兑付

危机、房地产市场调整、钢贸不良资产的消息对

于银行股的扰动有限， 银行股并未出现大幅调

整， 这可能意味着股价已经基本反映了此前大

部分悲观预期。 考虑到银行股前期调整主要源

于投资者的悲观预期， 在市场悲观预期得到纠

偏的情况下，银行股的反弹键也被按下。

最后，银行股的低估值使资金配置价值凸

显。目前银行板块整体市盈率为4.7倍，工商银

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的市盈率

大体维持在这一数值上下， 考虑到其盈利水

平，银行股的估值在A股处在低位。 即便放眼

全球，A股银行板块的估值依旧低廉。 国泰君

安证券指出， 主要国家和地区可比时期银行

板块的平均市盈率在12.06倍， 显著高于A股

银行板块4.7倍的估值。 上周小盘股再度掀起

“成长潮” ，不过资金参与题材炒作的心态明

显趋于谨慎， 以创业板为代表的小盘成长股

也出现“一涨一跌” 行情。 在四大行股价创年

内新高的带动下， 不排除资金回流主动配置

银行股的可能。

四大行反弹难提市场人气

纵观沪深股市今年的行情， 银行股特别

是四大行的反弹由于幅度相对有限， 对于市

场整体的带动作用受限， 大盘未能借此走出

盘局。

2012年12月初至2013年2月初， 银行股触

底反弹，上演了大象跳舞的一幕，申万银行指数

累计上涨47.85%， 成为带动大盘强势反攻的重

要力量，沪综指一度上冲至2444.80点的阶段高

点。 2013年6月，银行间货币市场在资金供需关

系不均衡、融资难度较大的情况下，各期限资金

利率急剧飙升，频繁刷新历史新高。 在“钱荒”

肆虐下，恐慌情绪不断蔓延，申万银行指数累计

下跌15.62%， 银行股的大幅下跌带动沪综指快

速下挫，沪综指一度出现单日百点下跌，最低下

探至1849.65点。 由此来看，2013年银行股的行

情直接影响了沪深股市走向。

今年5月以来，银行板块，尤其是四大行对

于市场的影响则相对有限。 一方面，虽然四大行

5月以来反弹幅度相对较大，不过沪综指依旧维

持在2000点-2050点窄幅震荡， 四大行的反弹

未能拉动沪深股市走出盘局；另一方面，四大行

在反弹期间量能并未有效放大， 银行板块的成

交额整体维持在30亿元-40亿元之间， 显示资

金参与热情有限，而同期沪市的成交额也在500

多亿元附近徘徊。由此来看，四大行的反弹并未

带来市场人气的回暖。

分析人士指出，目前利率市场化、金融脱媒

化和不良资产增长等中长期利空因素尚未落

地，虽然短期的悲观因素有所出清，不过中长期

的利空因素依然是银行股估值修复的天花板，

其后市反弹空间受限。此外，在缺乏增量资金入

场的背景下，银行股由于盘子较大，现有的存量

资金很难助推银行股走出趋势性行情。 总体而

言， 既然把本轮银行股的反弹定义为估值修复

行情，其对于市场的影响力可能较弱，对于市场

的积极影响不宜过分夸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