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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要闻

李克强：

完善支持实体经济各项政策

� � � � 7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

经济形势座谈会，听取部分中央企业、地方国企和民营企业负责人

的看法和建议。

李克强指出，营造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政府责无旁贷。要继续

下好简政放权“先手棋” ，为企业松绑。各级政府都要尽快出台实施

公开透明的权力清单制度，坚持放管结合，切实取消不必要的审批，

严厉打击假冒伪劣、侵犯知识产权等违法违规行为，推进公平公正

的监管执法，让市场主体敢说话、说真话。完善支持实体经济的各项

政策，多措并举、对症下药，有效降低融资和交易成本，减轻企业特

别是小微企业负担，促进比较充分的竞争，保护公平竞争。向民间资

本更多敞开准入大门， 使企业有更多投资选择、 更大发展舞台，让

13亿勤劳智慧中国人的创造力充分迸发。

■

今日视点 Comment

美国基因测序企业Illumina长期走牛

美国基因测序龙头企业Illumina （ILMN）股

价在过去12个月累计上涨134%，成为不折不扣的

大牛股。 Illumina长牛表现的背后，是市场对基因

测序应用前景以及该公司产品线的高度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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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百只股基面临集体加仓

证监会发布重新制订后的《公开募集证券投

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及其实施规定，股票型基

金最低仓位从原来的60%提高到80%。 据海通证

券测算， 一年内约155只股票型基金需加仓，170

亿元左右增量资金进入股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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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市场表格

CHINA SECURITIES JOURNAL

中国保监会指定披露保险信息

中国证监会指定披露上市公司信息

中国银监会指定披露信托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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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下半年

A股行情猜想

下半年货币政策料着力利率调控

□

本报记者 任晓

上半年金融、宏观经济数据将陆续公

布。 种种迹象表明，对经济走势不宜过度

悲观，下半年货币政策或稳中求“立”，在

保持总量稳定的同时加快利率调控框架

搭建，加大价格型工具运用力度。

经济走势对下半年货币政策大幅度

放松要求较低。我国经济是否真正企稳还

有待观察二季度经济数据及此后表现，但

从一些信息来看，目前不宜过度悲观。 一

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月初在湖南座谈时

强调“不能轻视经济的下行压力”，而不是

此前“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提法。二是央

行货币政策委员会

2014

年第二季度例会

认为，“经济金融结构开始出现积极变

化”。可以看出，当前货币政策至少没有面

临更大的放松压力，下半年政策较上半年

可能不会有大的调整，总体仍将趋稳。

从信用方面看，目前银行信贷能力有

所增强，总量宽松已成既定事实，全年新

增人民币贷款可能超过去年达

10

万亿元

左右，助推

M2

实现全年增速

13.5%

左右的

目标。由于前期定向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影

响规模较大且再贷款款项逐步释放，银行

信贷能力增强。

6

月新增信贷预计同比增

幅不低，下半年银行贷款投放节奏将先快

后缓。 （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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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

指数集体“跳水”

大宗商品“中暑”

7月以来，大宗商品市场出

现“中暑” 现象：CRB指数持续

下挫，累计下跌3.62%；BDI指

数结束6月末的小幅反弹重回

弱势，累计下跌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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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新闻

中兴通讯预计上半年

净利增长270%�

中兴通讯发布2014年半年

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预计上半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为10亿-11.5亿元，同比上升

222.57%-27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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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债券

季节性因素施压

流动性宽松受限

本周短期资金面或在存准退

款之后有所改善， 在财政存款季

节性增长压制下， 预计资金利率

下行幅度有限， 从7月下旬开始，

资金利率或再次面临上涨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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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视点

徐诺金：降税降息降准

释放经济增长潜力

应当用当期举措引导长期

预期，在当期政策的稳定性上下

功夫，走出“经济走弱，来点刺

激；经济走强，刺激退出” 的循

环。 为此，应当用“降税、降息、

降准” 的办法应对经济下行压

力，释放经济增长潜力。

12家企业获IPO批文

□

本报记者 刘兴龙

7月14日，证监会按法定程序核准了

12家企业的首发申请。 其中，上交所6家，

深交所中小板1家、创业板5家。 上述企业

及其承销商将分别与沪深交易所协商确

定发行日程，并陆续刊登招股说明书。

业内人士介绍，自6月初IPO“第二

季” 首批10家企业拿到批文后，目前已

有9家企业相继挂牌上市。 低发行价、低

市盈率、高比例回拨成为本轮IPO特点。

市场人士认为，新获准发行的12家企业

发行有望延续上述特点。 截至中国证券

报记者发稿时， 已经有9家企业发布

《首次公开发行招股意向书》， 分别为

三联虹普、康尼机电、天华超净、康跃科

技、艾比森、中材节能、会稽山、长白山、

川仪股份。

招股书显示， 中材节能主要从事余

热发电项目的投资、 技术开发及工程总

承包，开展合同能源管理，提供清洁发展

机制项目的开发方案及技术咨询等，此

次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8,000万股人民

币普通股（A股），发行的股票全部为新

股，不进行老股转让；三联虹普是国内首

家提供高品质锦纶聚合及纺丝整体技术

解决方案的工程公司， 此次首次公开发

行不超过1,334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不涉及老股转让事宜；长白山主要

经营长白山景区旅游客运业务， 首次公

开发行不超过6,667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A股）；康跃科技是一家集研发、制造和

销售增压器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是

国内主要的内燃机配套增压器专业制造

商之一，此次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1,667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

轻纺城14日晚间公告称， 公司参股

公司会稽山首次公开发行获证监会核准，

公司现持有会稽山10200万股，占其发行

前总股本的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