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业内人士建议多渠道

分流北京城市功能

中国企业联合会执行副会长孟晓苏25日在

“2014中国资本高峰论坛” 上表示，“京津双城

记”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具体抓手。

他表示， 要解决北京城市功能分流问题，需

要把政府机构挪出去，特别是中央政府机构。 建

议效仿国外惯常做法，在主城区之外建立中央第

二办公区或行政副中心。 大专院校也可以分流，

建议在京津之间选址建设大学城，把京津大部分

大专院校搬出现有市区，尽快在北京市东南方向

选址建设分校。（倪铭娅）

韩交所邀山东企业上市

韩国交易所近日与山东省商务厅、山东省金

融办在济南举办山东企业韩国上市说明会，向与

会的80多家企业伸出“橄榄枝” 。 山东省有关负

责人表示，正在积极推动与韩国深化地方经济合

作，资本市场交流是重要内容之一，将推荐有资

质的山东企业到韩国等海外市场上市融资，推动

与韩国在并购、融资租赁、小额贷款、商业银行改

革等金融领域的合作。（康书伟）

外汇局：以外汇期权为

重点丰富汇率避险工具

国家外汇管理局日前发布通知要求，以外汇

期权为重点丰富汇率避险工具，支持银行在普通

欧式期权和实需交易前提下，对客户开展买入或

卖出以及组合等多样化期权业务。增加货币掉期

业务的本金交换形式，丰富产品功能。同时，简化

市场准入，对各类衍生产品业务实行统一的一次

性准入管理， 降低外汇期权业务的准入门槛，下

放管理权限，简化银行分支机构准入管理，大力

推进简政放权。（任晓）

期指低位震荡

25日，股指期货全天呈疲弱状态，IF1407收

报2126.0点，下跌8.6点。 沪深300盈利缓慢下行

周期进行时决定了市场的弱势，而1.2倍的PB估

值低位又构成了一定的支撑，预计期指仍将维持

低位弱势窄幅震荡的格局。

25日，国债期货9月合约偏弱震荡，全天收

于94.468， 成交依然低迷。 预计26日期价围绕

94.40-94.50偏弱震荡，建议观望。

（长江期货金融期货研究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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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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1407 545547 118006 2130.8 2126.0 2124.4

IF1408 4436 3157 2135.0 2128.6 2126.8

IF1409 21373 50318 2138.2 2133.2 2132.2

IF1412 1398 7771 2150.0 2148.8 2146.6

5年期国债期货行情

TF1409 789 7307 94.502 94.468 94.486

TF1412 55 273 94.946 94.874 94.890

TF1503 0 3 - 94.990 94.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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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O1407-C-2150 41.4 -6.2 44128 18674 18153

IO1407-C-2300 7.6 -5.4 24586 2501 16800

IO1407-C-2100 62.8 -15.2 5986 3789 12733

IO1408-C-2250 17.8 -3.9 4235 989 3300

IO1409-C-2200 49.1 -26.9 1073 715 6253

IO1412-C-2400 68.0 -2.1 358 232 3891

IO1407-P-2000 9.1 3.3 2889 329 11321

IO1407-P-2050 16.7 -0.3 2323 441 9853

IO1407-P-1950 3.6 -1.2 2282 115 8525

IO1408-P-1950 12.2 -4.2 1997 494 3127

IO1409-P-2000 33.5 -6.4 1061 427 6937

IO1412-P-2400 296.8 -8.5 1363 4300 2666

丝路经济带总体规划编制料加快推进

油气管道建设或先行

□本报记者 倪铭娅

中国证券报记者近日获悉，丝绸之路申遗成

功后，沿线省份正在加快推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

设规划的步伐。 此前相关部门已就丝绸之路经济

带总体建设规划征求相关省份的意见，预计在对

意见稿进行修改和完善后，相关部门将很快对总

体规划再次征求意见。

相关人士表示，丝绸之路经济带除在国家层

面出台顶层设计外，相关省份也将制定各自的规

划，明确功能定位。 目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已确

定推出“五中心三基地一通道” 建设，同时积极

推动建立“中国-中亚自由贸易区” 。宁夏正争取

成为中海自贸区先行区。 在以能源合作为“丝绸

之路经济带” 主轴的背景下，预计油气管道建设

将先行。

新疆建设“五中心三基地一通道”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5月底召开的第二次中

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以通道建设为依托扩

大对内对外开放。 加强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发

展现代物流，立足区位优势，建设好丝绸之路经

济带核心区。

新疆自治区商务厅综合处处长黄平晁日前

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新疆在丝绸

之路建设中的定位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 为

实现核心区功能，新疆已提出“五中心三基地一

通道” 建设规划。“五中心”指将新疆建设成为丝

绸之路经济带上重要的交通枢纽中心、商贸物流

中心、金融中心、文化科技中心、医疗服务中心；

“三基地” 指大型油气生产加工和储备基地、大

型煤炭煤电煤化工基地和大型风电基地；“一通

道”指国家能源资源陆上大通道。

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最关键的着力点是一

个“通”字。 新疆自治区发改委主任张春林认为，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实质是通道经济带。 道路交通

的互联互通是首要的。 在通道建设上，新疆将进

一步完善以中通道为主轴、北通道和南通道为两

翼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通过交通大通道和枢纽

项目建设，构建联通整个“丝绸之路经济带” 的

铁路、公路、航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国家实施

向西开放战略和引领“丝绸之路经济带” 建设奠

定良好基础。

新疆自治区发改委等部门起草的“丝绸之路

经济带框架下促进新疆对外开放与经济发展规

划” 提出，下一阶段重点任务是充分发挥新疆地

缘区位优势，加快构建联通内地与中亚、西亚、南

亚以及欧洲、非洲的铁路、公路、航空、管道综合

交通运输体系，全面提升新疆在丝绸之路经济带

中国际大通道和交通枢纽作用。

陆路跨境油气管道建设路线确定

业内人士称，丝绸之路经济带有极其丰富的

内涵， 能源合作成为事实上最为现实和迫切选

择。 在丝绸之路的西端和北部是世界瞩目的全球

油气资源富集区。 其中，哈萨克斯坦是全球第11

大油气资源国，土库曼斯坦天然气蕴藏量位居全

球第四位，里海沿岸的伊朗、阿塞拜疆以及北部

的俄罗斯等国均为油气资源大国。

加快油气管道建设已成为推进丝绸之路经

济带建设的首要任务。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相关

部门获悉， 为了提高管道运输在进口油气输送

中的比重， 陆路跨境油气管道建设路线目前已

基本确定。

业内人士透露，陆路跨境油气管道建设路线

包括：建设中亚天然气管道C线、D线，建设西气

东输三线、四线、五线工程，建成轮南-吐鲁番、伊

宁-霍尔果斯等干线及天然气管道。同时，加快建

设中哈原油管道二期工程，国内配套建设独山子

-乌鲁木齐原油管道；探索建设新疆喀什-巴基斯

坦伊斯兰堡-伊朗油气运输通道， 适时启动前期

工作；启动中俄东线、西线天然气管道建设。

同时，中国与中亚地区的能源和资源合作的

长远规划也基本明晰。

业内人士表示，在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

的基础上， 我国将加快发展对阿富汗的出口贸

易，探索与欧美国家及周边国家共同参与阿富汗

能矿资源开发， 积极研究和推动在阿富汗建材、

家电、农业等领域的投资，逐步扩大在阿富汗承

包工程业务。 同时，扩大对塔吉克斯坦援助规模，

鼓励企业积极参与塔吉克斯坦经济开发区建设，

加强农业、机械、冶金、采矿、基础设施建设、轻工

和食品工业等领域的合作。 积极参与吉尔吉斯斯

坦矿产资源开发，扩大中吉农业、电力、交通、通

讯领域的合作，继续扩大对吉援助规模。 推动落

实中哈非资源经济领域合作规划，推动发展基础

设施、通讯、高科技、加工贸易等。

加快建立自由贸易区

中国证券报记者获悉，在就丝绸之路经济带

建设规划征求意见的过程中，多个省份提出加快

建立自贸区的意见。

黄平晁表示，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规划意

见稿中，新疆已向相关部门提出加快建立“中国

-中亚自由贸易区” 的意见。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蒋平安代

表民革新疆区委会提出，新疆要积极推进“中国

-中亚自由贸易区” 建设。 他表示，新疆要建设成

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核心区，在新疆建立“中

国-中亚自由贸易区” ，发挥前沿、载体、过渡带、

桥头堡及重要受益区的作用，吸引外资，增强竞

争力，实现新疆的跨越式发展。

蒋平安建议， 中国-中亚自由贸易区可以参

照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模式， 尽快启动建立

中国-中亚自由贸易区的前期工作。以中国-亚欧

博览会为平台，以乌鲁木齐市为永久会址，在条

件成熟时，推动建立中国-中亚自由贸易区，并逐

步扩展到俄罗斯、巴基斯坦、印度等国家。

此前召开的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

议提出， 加快协商和推进中国-海湾阿拉伯国家

合作委员会自由贸易区建设。 目前宁夏正在争取

成为该自贸区的先行区。

全国人大代表、 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

李建华表示， 宁夏自古就是丝绸之路上的商埠

重镇，在与丝路沿线地区的交流合作方面，有区

位地缘、能源资源、内陆开放和人文等优势，这

些年与阿拉伯国家和世界其他地区国家的交流

合作已有很好的基础。 宁夏将按照国家战略布

局，抓住机遇，发挥优势，把宁夏建成丝绸之路

经济带战略支点上的重要节点。 要把宁夏的投

资发展环境打造得在西部最优、比东部更优，使

宁夏成为投资发展洼地、企业发展福地、干事创

业基地。

此前，宁夏一直在争取成为中海自贸区的先

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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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刺激”加码 多地出台稳增长措施

□本报记者 李香才

黑龙江省近日出台稳增长措施， 计划在铁

路、民航、水利等领域投资3000多亿元。四川省成

都市也出台稳增长的22条措施， 以稳定投资、促

进消费、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分析人士表示，“微

刺激” 加码，稳增长措施有望进一步出台，下半年

经济有望企稳，但下行压力依然存在。

多举措稳增长

受能源工业负增长等因素影响，黑龙江省经

济增速回落，下行压力加大。 针对这一问题，黑龙

江省政府日前出台65项措施，计划投资3000多亿

元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黑龙江省的稳增长措

施涉及铁路、公路、民航、水利、能源、保障性安居

工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 根据黑龙江省

公布的信息，黑龙江今明两年在铁路方面将合计

投资530亿元，涉及的项目包括：续建哈齐客运专

线，牡绥铁路扩能改造，同江跨境铁路大桥，开工

建设哈佳快速、哈牡客运专线、牡丹江至佳木斯

环线等一批重点铁路项目，实施哈尔滨既有站改

造工程。 在重点水利工程建设方面，黑龙江今明

两年将投资494亿元， 实施三江干流、8条主要支

流治理和界河防护工程； 实施三江平原灌区、尼

尔基引嫩扩建配套灌区和松花江干流沿岸灌区

农业灌排工程；实施节水增粮、农村饮水安全、水

土流失治理和中小河流治理工程； 实施鸡西、七

台河市引水和穆棱奋斗水库等引水蓄水工程。

四川省成都市日前出台关于促进当前经济

平稳增长的22条措施，从稳定投资、促进消费、推

动经济转型升级等多方面提出具体措施。 在稳定

投资方面，成都将加快项目实施、保障项目用地、

发挥财政资金的投资引导作用、鼓励企业加快投

资、加快保障房建设。 在促消费方面，成都将优化

房地产政策， 促进居民首套房和改善性住房消

费，加快住房公积金贷款发放进度，优先满足公

积金缴存者首次购房贷款需求，并积极支持人才

住房消费。 成都还将通过支持工业提速增效、加

快服务业发展、提高农业产业化质量、支持中小

微企业发展、鼓励企业“走出去” 、引导金融支持

实体经济等措施进一步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此外，中国证券报记者从多个地方政府官方

网站获悉，四川省政府此前出台《促进当前经济

稳增长的十六条措施》，贵州省政府下发《关于

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实施意见》， 广东省政

府印发支持外贸稳定增长实施方案。

经济下行压力犹存

今年4月和6月， 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两次定

向下调存款准备金率。 国信证券认为，结合5月

以来持续发力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来看， 稳增长

的逻辑没有变化， 底线仍是就业。 从中长期来

看，在保持就业大致平稳的同时，将逐步引导和

下调增速预期，给改革和转型创造更多空间。 强

调坚守底线的重要性意味着， 随着三季度经济

下滑压力加大，稳增长措施将进一步升级。 华泰

证券认为，一季度经济数据公布后，一系列的定

向调控措施陆续出台， 旨在使经济增速保持在

合理的运行区间内。 近期的经济数据企稳，表明

这些定向措施很可能开始发挥作用。 这些措施

具有相当的持续性， 预计在中短期内将使经济

企稳态势得以延续。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认为，1-5月的投

资数据表明，投资累计同比增速仍在下滑，显示

经济下行压力仍较大。 投资增速继续下滑的原因

包括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明显下降、制造业投资

仍然不振、民间投资增速有所下滑。

安信证券认为，考虑到目前房地产市场的销

售情况， 房地产投资可能仍有进一步回落的压

力，而制造业投资较难在短期回升。 三季度投资

的内生动力仍较弱， 需要基建投资维持较高增

长。 在保增长和出口回暖的支持下，三季度经济

增长可能企稳。 从长期来看，纯粹依靠政府支持

的经济企稳是无法持续的，未来经济可维持的改

善仍需要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的筑底回暖。

二季度银行贷款需求指数下降

更多银行家认为货币政策适度

□本报记者 任晓

中国人民银行25日发布的二季度银行家问

卷调查报告、 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报告和企业家

问卷调查报告显示， 二季度银行贷款需求指数

下降； 未来3个月内准备购房的居民占比为

14.4%，较上季低0.6个百分点；出口订单指数

较上季上升。 50.9%的银行家认为当前宏观经

济“正常” ，47.3%认为“偏冷” ；认为货币政策

“适度” 的银行家占比为72%，较上季提高5.8

个百分点。

二季度贷款总体需求指数为71.6%， 较上季

下降6.6个百分点。 分行业看，制造业贷款需求指

数和非制造业贷款需求指数分别为63%和62%，

较上季分别下降4.7和3.8个百分点； 分规模看，

大、中、小微型企业贷款需求指数分别为57.9%、

64.9%和72.9%， 较上季分别下降2.4、4.8和4.6个

百分点。

央行当天发布的二季度城镇储户问卷调查

报告显示，63%的居民认为目前房价“高，难以接

受” ，比上季降低1.3个百分点；34.2%的居民认为

目前房价“可以接受” ；2.8%的居民认为“令人满

意” 。 对于下季房价，21.2%的居民预期上涨，

50.3%的居民预期基本不变，15.1%的居民预期下

降，13.4%的居民称“看不准” 。未来3个月内准备

购房的居民占比为14.4%， 较上季低0.6个百分

点，较去年同期高0.4个百分点。

在物价和收入方面， 二季度56.5%的居民认

为物价“高，难以接受” ，比上季上升0.7个百分

点；83.3%的居民认为收入“增加” 或“基本不

变” ，低于上季2.6个百分点。

央行当天发布的二季度企业家问卷调查报

告显示，二季度出口订单指数为49.7%，较上季上

升4.3�个百分点， 较去年同期下降0.2个百分点。

18.6%的企业家认为出口订单较上季增加,62.3%

认为持平，19.1%认为减少。

36.1%的企业家认为宏观经济 “偏冷” ，

62.2%认为“正常” ，1.7%认为“偏热” ；企业家信

心指数为64.9%， 较去年同期上升1.1个百分点，

较上季下降2.1个百分点。

5月底险资投资

股票和基金占比下降

保监会25日公布，截至5月底，在保险资金

运用余额中， 银行存款23329.66亿元， 占比

28.14%，4月底为28.31%；债券35588.46亿元，占

比42.93%，4月底为42.89%； 股票和证券投资基

金8141.13亿元，占比9.82%，4月底为10.08%；其

他投资15847.94亿元， 占比19.11%，4月底为

18.72%。 保险业资金运用余额达82907.19亿元，

较年初增长7.85%。（李超）

万科H股上市首日

较B股最后收盘价涨7%

万科H股25日登陆港交所， 开盘报13.54港

元，盘中一度跌至12.84港元附近，随后迅速企稳

回升，收报13.28港元，较B股最后交易日收盘价

12.41港元上涨7%。当天万科A股收于8.13元，上

涨0.49%。（徐学成）

广西组织上市公司

与投资者网上交流

广西证监局25日组织 “广西上市公司投资

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 。广西证监局局长万钧

指出， 从2012年辖区首个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

日到现在，广西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取得很

大进步，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明显提高，与投

资者的交流渠道更加顺畅，与投资者的沟通意愿

和能力显著增强，强化了投资者回报。（周海东）

国务院：引导部分产业向中西部有序转移

（上接A01版） 会议指出， 顺应经济发展规

律，引导东部部分产业向中西部有序转移，对于促

进区域梯度、联动、协调发展，带动中西部新型城

镇化和贫困地区致富，拓展就业和发展新空间，推

动经济向中高端水平跃升，具有重大意义。要突出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做好政府引导，

让调结构和稳增长、惠民生互为助力。一要营造承

接产业转移的良好“硬环境” 和“软环境” 。 加大

薄弱环节投资力度，加快改善中西部交通、信息、

能源等基础设施，强化财税、金融等服务，做好人

才开发和产业配套。二要发挥市场主导作用，注重

政策引导， 促进东部地区产业创新升级和生产性

服务业发展， 推动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加工组装产

能向中西部转移。结合“一带一路” 和长江经济带

等建设，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三要发挥资源禀赋和

区位优势，强化资源型产业布局导向。有序推进西

部煤炭和现代煤化工、西南水电、北方风电、沿海

造船等基地建设。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除

热电联产外禁止新建燃煤发电等高耗能高污染项

目。四要深化产业国际合作。在西部地区建设向西

开放产业平台，支持优势企业到境外开拓市场。五

要实施差别化区域产业政策，切实保护环境，节约

集约用地用水。 通过产业转移和布局优化促进中

国经济提质升级、行稳致远。

IPO“第二季” 新股首秀四大猜想

（上接A01版）考虑到首批新股在首日将受

到大量炒新资金的追捧而大概率集体连续涨停，

能够成功买到新股的资金料将有限，在这种情况

下，不少资金可能会转而投向次新股尝试分一杯

羹，新股的辐射效应或再度显现。 次新股、影子股

乃至新股所属板块都将大概率受到炒新热潮的

正面刺激，市场活跃度也有望被有效提升。

不过，随着新股渐渐褪去“新” 意且新股发

行渐成常态，预计市场关注的焦点将重新回归至

基本面，新股的估值优势将对次新股的走势形成

压力，辐射效应也会逐步趋弱。

猜想三：主板指数缩量横盘

今年年初的IPO重新开闸引发了市场的极大

热情，沪深主板市场、中小板、创业板等均出现了

较大幅度的反弹。 而今指数横盘震荡已经近两个

月时间，政策环境频吹暖风。 有投资者认为，此时

新股开闸，且前期打新解冻资金的逐步回流，可能

使得市场如年初般走出一波反弹行情。

不过，分析人士指出，当前的市场环境与年

初相比发生了一些变化。首先，此前IPO经过两年

的停顿， 而此次重启前仅短暂停顿了几个月，而

且后期新股上市将逐步称为常态，预计能够激发

的市场热情不如上次；其次，与上批新股相比，本

月内启动申购和上市的新股数量很少，而且质地

和题材都较为一般， 预计在前期的短暂炒作后，

对老股的映射效应将十分有限，因而对指数的带

动作用也较为有限。

由此预计，短期内新股热潮将使得大量的市

场资金被新股和次新股所吸引，市场活跃度将增

大，但其他热点大概率暂时被冷落，因而主板指

数料难以出现大起大落，将继续保持缩量横盘态

势；创业板和中小板短期内有望受到新股辐射而

有所表现。 中期来看，当前经济面中房地产产业

链下行的制约力量空前，而场内资金不太倾向于

布局周期股，因而中小盘个股的机会大于指数的

机会。

猜想四：资金利率保持高位

在前期打新期间，入围机构数量大增，且不

少机构为了避免申购报价被剔除，按照网下申购

数量上限申报，甚至超额申购，因此资金利率出

现了大幅波动。 伴随IPO重启后首批新股全部完

成网上网下申购，并陆续迎来资金解冻，近期交

易所市场资金面逐步恢复平稳。 不过，打新潮刚

落炒新潮又将起， 鉴于新股申购中签率普遍较

低，不少投资者积极备战炒新大战。

不仅如此，6月末资金面正面临年中大考。 尽

管总量宽松仍是常态，但本周到期正回购规模环

比大幅缩水， 且央行周二进行了180亿元28天期

正回购操作，这意味着本周公开市场的净投放不

会大幅放量。 值得关注的是，周三银行面临着存

款准备金补缴，叠加上市银行年度分红、理财产

品大量集中到期和银行季末存款考核等行为，将

使得本周资金面难以宽松。

由此，预计市场资金面再现波动为大概率事

件。 总体看来，未来新股发行将成为常态，打新炒

新热潮将使得交易所市场融资需求维持高位，未

来交易所回购利率的绝对水平和波动幅度可能

会继续高于银行间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