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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金融风险

存保制度亟待推出

□本报记者 任晓

今年以来，防范金融风险被置于宏观调控、金融监管的重要位置。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士余日前在第十二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作《国务院关于加强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工作情况的报告》时表示，加快建立存

款保险制度，研究制定金融机构破产条例，对严重违法违规、经营不善导致资不抵债的金融机构依法实施市场退出。

在推进设立民营银行、加速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背景下，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已刻不容缓。 业内人士认为，建立存款保险

制度将加强对存款人保护，有助于防范风险和维护金融稳定，对商业银行财务影响不大。 权威人士说，在存款保险制度的

设计中，将借鉴有限赔付、差别费率和早期纠正机制等在国际存款保险制度实践中较为成熟的做法。

民营银行需存保制度约束

在日前举行的“2014首届民营银行论坛” 上，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局局长宣昌能表示，积极稳妥发展民营银行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江苏盐城射阳农商行看，推出存款保险制度刻不容缓。

此前，银监会相关负责人透露，根据试点方案要求，民营银行四种经营模式分别是：“小存小贷”（限定存款上限，设

定贷款上限）、“大存小贷”（存款限定下限， 贷款限定上限）、“公存公贷”（只对法人不对个人）、“特定区域存贷款”

（限定业务和区域范围）。 （下转A02版）

上半年主动股基跑赢大盘

158只新基金募集近1500亿元

□

本报记者 曹淑彦

截至6月27日，今年以来主动管理的

股票方向基金整体跑赢大盘；居全部基金

业绩前三名的分别为中邮战略新兴产业、

长城久利保本混合及兴全轻资产，上半年

收益均超过20%。

在新基金发行方面，根据金牛理财网

统计，上半年（截至6月27日）发行的158

只基金共募集1464亿元， 新发基金以权

益类基金和货币基金为主。在权益类新基

金中，混合型基金发行数量和募集规模较

大，分别为44只和408亿元。 货币基金成

为募集总额最多、 平均募集额最大的基

金，分别为537亿元和15亿元。

根据金牛理财网数据，上半年（截至

6月27日）， 主动股票型基金平均收益率

为-1.91%，约三成取得正收益。此类基金

业绩排名前五位的分别是，中邮战略新兴

产业、兴全轻资产、华商价值精选、工银瑞

信信息产业、浦银安盛红利精选，今年以

来 收 益 率 分 别 为 38.89% 、23.48% 、

18.52%、18.29%、17.81%。 混合型基金平

均收益率为0.23%， 约四成收益为正，排

名前三的分别是长城久利保本混合

（26.02% ）、 兴 全 有 机 增 长 混 合

（21.35% ）、 宝 盈 鸿 利 收 益 混 合

（14.14%）。 数据显示，主动股票方向基

金上半年业绩分化严重。领跑者中邮战略

新兴产业收益率接近40%，而业绩垫底者

今年以来亏损近20%， 首尾相差近60个

百分点。

受益于债市走牛，上半年债券型基

金业绩表现较好， 平均净值增长率达

5.41%，多数取得正收益，仅少数几只基

金收益率为负，主要是转债债基。 根据

金牛理财网数据，在债基中，收益率居

前的是新华安享惠金定开、金鹰元盛分

级债券、新华纯债添利债券，业绩均在

11%以上。

展望下半年市场，基金业人士认为，

资金面整体仍会较为宽松， 解禁股对市

场压力依然较大，A股不具有支撑市场趋

势性上涨的动力， 市场仍将维持结构性

行情。

从基金投资角度看，海通证券报告

指出， 股混基金下半年如果出现深跌，

则会有大幅反弹的机会；债券基金长线

有机会但短期会有波动；货币基金整体

的配置价值不及2013年，但作为管理工

具的意义仍在。 （相关报道见金牛基金

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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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市调整不会很快结束

□

本报记者 张敏

当前房地产市场低迷，量价齐跌的态

势为近几年来首次出现，房地产投资增速

也罕见地低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在此情

况下， 不少人寄望于救市政策来激活市

场，但在供需关系趋于平衡、内外经济环

境稳定的情况下，楼市调整期恐不会在短

期内结束。

从去年末开始， 房地产市场调整

就初现端倪，如今调整期已超过半年。

虽然去年年初， 我国曾出台调控楼市

的“新国五条”，但就市场表现来看，该

政策的效果并不明显。 国内外经济形

势相对稳定，由此可以得出，此轮房地

产市场的异动并未受到宏观经济和政

策环境的过多影响， 而是市场自发调

整的结果。

所谓的“自发调整”，主要体现在供需

关系和价格等市场要素上。 从供应端来

看， 经过多年的房地产投资高速增长，我

国房屋供应量大大增加。尤其在土地财政

和房地产经济的驱动下，不少城市出现供

大于求的情况，近几年频繁被曝出的“空

城”等现象，无一不是明证。

数据显示， 当前各大城市的库存量

均比以往有明显提高。 其中，武汉、青岛、

长沙等热点城市的去化周期已超过

20

个

月，而西安、杭州、天津的去化周期则超

过两年，北京的库存也在近期突破

8

万套

大关，为近两年的新高，市场过剩水平可

见一斑。

在需求端，由于产业配套不足、户籍

门槛阻碍，使得城镇化进程偏慢，需求增

速放缓。 很多二三线城市表现出“人口净

流出”，极大削减了购房需求。 同时，随着

市场调整的开始， 不少购房者转为观望，

进一步加剧了需求颓势。

价格因素同样成为市场调整的诱因，

尤其在一线城市。 （下转A02版）

A15

公司新闻

首届中国军工产融年会在山东举行

搭建交流平台 推动军民融合

6月28日，首届中国军工产融年会在山东省枣庄市举行。 本次

年会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中国船舶重工集团、中国电子科技集团、

深圳证券交易所联合主办，来自国家有关部委、科研院所、国有军工

集团、民营涉军企业和投资机构的200余名嘉宾参会，共同探讨如

何通过资本市场更好地推动军工产业改革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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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深度

好想你 大众化转身艰难

昔日以高档礼品示人的好想你枣，如今更多地以健康零食的形

象出现在消费者面前。 产品重新定位后的好想你公司，能否撬动休

闲食品万亿市场，突破成长瓶颈，渠道的转型成为关键中的关键。

通胀苗头显现 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

一边是美联储不时释放的“鸽派”信号，一边

是美国近期发布经济数据普遍良好。 关于美联储

何时加息的猜测近来成为国际金融市场热议的话

题，金融市场投资者的情绪因此坐上“过山车” 。

期货业遭遇“混业悖论”

业内人士认为， 期货公司在资金实力等方面

有先天不足，客观条件限制其介入证券、基金、信

托等业务。 面对混业，期货公司是发力还是借力，

是收购还是被收购，是坚守还是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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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

券商激辩A股

触底还是寻底

券商对投资时钟指针指向的判

断存在分歧。 市场正逐步从“危”转

“机” 已成部分券商共识， 但真正

“拨云见日”仍需耐心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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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信息

6月以来97只股票

创历史新高

统计显示，6月97只股票创出历

史新高， 而同期只有14只股票创出

历史新低，强势股数量是弱势股数量

的近7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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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要闻

吴晓灵：纯信息平台应是

P2P和众筹监管底线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

晓灵表示， 国内目前真正做到点对

点的P2P业务公司几乎没有。 对网

络借贷以及众筹融资监管， 纯信息

平台应是基本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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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

全国社保基金

年均收益率远超CPI

� � �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今日在中国证券报披露的2013年年

报显示，2013年，全国社保基金基金权益投资收益额685.87亿元，

投资收益率6.20％，超过同期2.6％的通货膨胀率。 自成立以来，全

国社保基金累计投资收益额4187.38亿元， 年均投资收益率

8.13％，超过同期2.46％的年均通货膨胀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