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释放住房需求或成楼市关注点

□本报记者联合报道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业内人士处获悉，经过近

期多轮调研与监测，有关部门认为房地产市场总

体上“供过于求” ，未来将侧重于“释放住房需

求” 。 此外，多个渠道的信息显示，为了配合新型

城镇化的发展需求，支持和鼓励合理自住住房需

求，有关部门将继续发挥好市场化手段的作用，研

究“继续改善居民住房消费的金融服务” 。

在释放需求的具体方式上，多位业内人士认

为，在限购层面，除一线城市外，限购政策松绑可

能成为趋势。 此外，应继续合理运用信贷、税收等

市场化手段。 此前诸多储备政策已在酝酿，不排

除下半年选择合适时机释放政策信号。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近期有关部门多次

赴地方调研，除调研棚户区改造和公租房建设之

外，还对房地产市场的整体状况进行了解。 上述

业内人士指出，在某次座谈会上，有关部门曾对

房地产市场形势做出判断， 即市场总体上出现

“供过于求” 的现象，未来将侧重于“释放住房

需求” 。

2011年限购政策的出台，目的被认为是“以

时间换空间” ， 即在暂时对需求进行抑制的情况

下，增加市场供应，并填补供需缺口。 来自国家统

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全国房地产销售面积

和销售额连续四个月下滑。同期，全国商品房待售

面积持续增加。从这一趋势来看，供需关系逆转的

形势已较为明确。

近期，多地传出松绑限购消息，算上此前或明

或暗调整限购的城市， 全国共有近20个城市对

“限购令”实施调整。 其中，随着呼和浩特明确发

文表示取消限购，使得松绑“限购令” 的行为从

“地下”转入“地上” 。为配合这一举措，不少地方

对于户籍政策实施调整， 从而释放更多的购房需

求。还有不少城市推出税收优惠，目的同样在于刺

激需求。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限购之外，信贷和税收政

策也有释放空间。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2020年）》提出，调整完善住房、土地、财

税、金融等方面政策，共同构建房地产市场调控长

效机制。 实行差别化的住房税收、信贷政策，支持

合理自住需求，抑制投机投资需求。

中国证券报记者获悉，继此前央行提出“优

先支持首套房贷款需求” 之后，有关部门已在研

究“继续改善居民住房消费的金融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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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7-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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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1407 528418 82564 2141.0 2162.4 2162.6

IF1408 40534 24840 2142.6 2162.8 2161.8

IF1409 28516 52214 2142.0 2165.2 2164.6

IF1412 2393 8279 2155.0 2177.0 2176.2

5

年期国债期货行情

TF1409 898 7506 93.786 93.596 93.602

TF1412 26 650 94.092 94.000 94.012

TF1503

—

6

—

94.320 94.266

合约代码 收盘价 涨跌 成交量 成交额 持仓量

IO1407-C-2150 26.7 7 5,586 11,345,120 23,342

IO1407-C-2200 11.5 3 5,518 5,091,590 18,706

IO1407-C-2250 7.2 4.7 5,283 3,120,080 16,045

IO1408-C-2200 31 1.3 997 2,978,220 8,005

IO1409-C-2200 59.7 31.1 4,335 29,828,870 8,993

IO1412-C-2200 113.7 21.1 662 6,733,630 8,629

IO1503-C-2200 30.4 -30.1 326 2,031,790 446

IO1407-P-2100 2.9 -6.2 5,635 2,519,600 11,978

IO1407-P-2150 12.4 -17.8 4,688 7,845,020 9,703

IO1407-P-2000 0.4 -1.2 3,376 460,560 10,647

IO1408-P-2150 36.2 -19.5 695 3,004,060 4,641

IO1409-P-2000 10.2 -1.5 615 492,870 7,932

IO1412-P-2000 22.9 -6.2 308 714,220 7,367

IO1503-P-2300 670 209.3 70 4,648,140 119

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增长8.8%

专家预计财政政策刺激力度将加大

□本报记者 赵静扬

财政部14日发布的数据显示，1至6月全国财

政收入746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6048亿元，增

长8.8%。6月份，全国财政收入13461亿元，比去年

同月增加1084亿元， 增长8.8%。 全国财政支出

16522亿元， 比去年同月增加3418亿元， 增长

26.1%。 其中，中央财政本级支出2017亿元，同比

增长12.3%；地方财政支出14505亿元，同比增长

28.3%，继5月份继续保持高增长速度。 专家表示，

预计未来几个月将有更多宽松政策出台， 下半年

财政政策刺激力度将加大。

下半年增幅有回落压力

6月份，全国财政收入13461亿元，比去年同月

增加1084亿元，增长8.8%，较上月增长1.6个百分点。

其中，中央财政收入5477亿元，同比增长5.8%；地方

财政收入7984亿元，同比增长10.9%。全国财政收入

中税收收入10805亿元，同比增长5.1%。本月中央财

政收入延续上月的低增长态势，主要受增值税下降

以及出口退税增加等因素影响；地方本级收入增幅

东部高于中部，中部高于西部。

在税收收入中，6月份国内增值税2924亿元，

同比下降0.5%， 扣除营改增转移收入后下降

4.5%。 财政部表示，今年以来增值税低增长，主要

受工业生产增速放缓、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下降、

扩大营改增试点范围增加进项税抵扣三项因素影

响， 本月增值税增幅由正转负与去年同月增值税

收入基数较高有较大关系。

相较之下，6月份与房地产相关的部分税收

收入增长较快。 其中，土地增值税526亿元，同比

增长23.7%； 耕地占用税436亿元， 同比增长

35.6%； 城镇土地使用税235亿元， 同比增长

35.3%。 而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中，国有土地使用

权出让收入增速回落至7.3%。

1至6月全国财政收入74638亿元， 比去年同

期增加6048亿元，增长8.8%。其中，中央财政收入

34327亿元，同比增长6.2%，比预算增幅7%低0.8

个百分点；地方本级财政收入40311亿元，同比增

长11.1%。 全国财政收入中税收收入64269亿元，

同比增长8.5%。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入21129亿元，

同比增长26.3%。 财政部表示，下半年受经济下行

压力仍然存在、 扩大营改增增加减税以及去年收

入基数逐步提高等因素影响， 中央财政收入增幅

仍有回落压力，地方财政一些省份增收困难。

财政刺激力度或加大

和财政收入规模相比，6月份全国财政支出增速

继续5月份较高增长势头。 6月份， 全国财政支出

16522亿元，比去年同月增加3418亿元，增长26.1%。

其中， 中央财政本级支出2017亿元， 同比增长

12.3%；地方财政支出14505亿元，同比增长28.3%。

全国财政支出重点项目预算执行进度加快。

此外，1至6月累计， 全国财政支出69154亿

元，比去年同期增加9440亿元，增长15.8%。其中，

中央财政本级支出10812亿元，同比增长13%；地

方财政支出58342亿元，同比增长16.4%。 广发期

货认为，近期各省的刺激措施陆续出台，下半年预

计各地稳增长措施进一步升级加大。

瑞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认为，宏观政策未

来一段时间可能将延续“微调”模式，预计未来几

个月将有更多的宽松政策出台，虽然这些措施仍将

被冠以“微调”或“促进改革”而非“强刺激” 。

股指反弹至震荡区间上沿

7月14日， 沪深300现货指数早盘小幅震

荡，午后呈单边上扬走势，成交量大。 股指期货

主力合约 IF1407收盘涨23.6点或1.10% ，报

2162.4点。股指期货市场全天成交59.99万手，较

前一日略有增加，持仓量下降至16.79万手。 申

万一级行业指数中，汽车、食品饮料、有色金属

板块涨幅居前，仅国防军工、传媒、采掘板块三

个板块小幅下挫。股指反弹后，技术上再次面临

震荡区间上沿压力。

7月14日，国债期货主力合约TF1409收盘

报93.596元， 跌0.172元或0.18%， 成交898手；

TF1412合约报94元，跌0.15元或0.16%，成交

26手。 国债期货小幅回调，主要受到一级市场

的影响，资金面上偏向于宽松，市场趋于理性，

国债期货价格处于震荡盘整阶段。

伴随沪深300现货指数的上涨， 股指看涨

期权平值合约IO1407-C-2150上升7点，成交

5586手； 远期合约方面， 看涨期权虚值合约

IO1409-C-2200上升31.1点， 成交4335手，投

资者可能对股指后市走势较为乐观。 看跌期权

虚值合约 IO1407-P-2100下跌6.2点， 成交

5635手，远期合约成交量较低。

（申银万国期货研究所）

证监会抓紧研究制定上市公司市值管理意见

□本报记者 倪铭娅

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部巡视员、 副主任赵立

新日前在“2014年第2期上市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研修班” 上表示，证监会支持和鼓励上市公司做

优做强。 证监会正在抓紧研究制定上市公司市值

管理意见和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修改工作。下一步，

证监会将继续贯彻好中央、 国务院关于证券市场

改革的相关部署，狠抓落实，推动相关政策尽早出

台落地，为上市公司的发展提供更好的市场环境。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党委书记、 执行副会长姚

峰表示， 近期证监会主席肖钢带队到中上协进行

了调研，对中上协成立两年多来“以会员需求为

导向，以自律规范为核心” 所做的大量工作给予

充分肯定。肖钢指出，中上协的会员组成不仅具有

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的特点，而且还具有跨

市场的特点， 与其他行业性协会相比具有其特殊

性。 证监会将继续支持中上协坚持会员自治的方

向，履行自律监管的职能，实现更好规范发展。 姚

峰表示， 培训是促进提高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水平

的重要形式，也是协会服务会员的重要方式。董事

长、总经理研修班是根据证监会统一部署和《上

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 的相关规

定，受证监会上市部委托，由中上协和上市部联合

举办的。

据了解，研修班期间，受商务部委托，中上协向参

加培训的上市公司征求了正在修订的《外国投资者

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管理办法》的意见。 该办法涉及

上市公司切身利益，是上市公司引入外资股东的重要

法规，参会学员根据各自公司所属行业特点，不同股

权结构等提出了宝贵意见，对法规的进一步完善发挥

了重要作用。

■ 本报截稿消息

金银期价盘中大跌

受企业财报利好等因素影响， 市场风险情

绪升温，美欧股市14日早盘显著走高。 与此同

时，黄金价格大幅下挫。 截至北京时间14日22

时， 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主力期货价格下跌

2.25%至每盎司1307.4美元， 白银期货价格下

跌2.26%至每盎司20.98美元。

分析人士认为， 实物黄金需求仍然不及预

期，近期金价上涨很大程度上受到投机驱动，在

连涨六周后，投资者选择获利了结。高盛分析师

杰弗瑞·柯里预计到2014年底黄金价格将跌至

每盎司1050美元。（杨博）

国开行争取全年发放

棚改贷款逾4000亿

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胡怀邦近日在该行二

季度工作会上指出，截至6月末，全行资产总额

9.9万亿元， 贷款余额7.5万亿元， 比年初增加

5029亿元；不良贷款率0.55%，连续37个季度控

制在1%以内。 胡怀邦表示，国开行加快住宅金

融事业部开业运转，完善国开行集团架构，扎实

推进流程再造，向管理要效益。 另外，打好支持

棚改攻坚战，争取全年发放贷款4000亿元以上，

确保棚改好事办好，提高棚改资金使用效率。

国家开发银行行长郑之杰表示，今年以来，

国开行发挥开发性金融优势和作用， 稳步推进

国开行改革发展和经营管理各项工作。 在支持

棚改方面，力度持续加大。上半年国开行新增承

诺棚改贷款6760亿元，是去年同期的18倍；发放

2195亿元， 其中4月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以来发

放1949亿元，同比增长433%，支持新增建筑面

积约2.5亿平方米，惠及棚户区居民213万户。 在

服务重点领域方面，取得显著成效。

上半年国开行新增人民币贷款4737亿元，

发放铁路贷款623亿元， 新型城镇化领域贷款

6832亿元，新增中西部和东北老工业基地贷款

占比63.7%， 发放环保及节能减排贷款1009亿

元， 战略性新兴产业贷款973亿元， 文化贷款

218亿元，惠农贷款133亿元，水利建设贷款500

亿元，扶贫贷款1199亿元，养老贷款3.23亿元。

在国际业务方面，继续稳步推进。上半年国开行

发放重大项目贷款163.6亿美元，占当期全部外

汇贷款发放的40%。郑之杰表示，国开行下半年

要加强统筹调度，加大对棚改、新型城镇化、产

业转型升级、民生领域、国际合作等重点领域的

支持力度，做好资金筹集，提升综合金融服务水

平，强化经营管理，提高运行效率，严格风险管

控，巩固一流经营业绩。（陈莹莹）

李克强：完善支持实体经济各项政策

向民间资本更多敞开准入大门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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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出席。

会上，中国通用技术集团贺同新、中建总公司

易军、交通银行牛锡明、格力集团董明珠、东方希

望集团刘永行、搜狐公司张朝阳等，谈了对当前经

济形势的看法和企业面临的难题。 李克强认真倾

听，与大家深入讨论。

听到企业反映近期经营状况和发展环境有所

改善、出现一些积极变化，李克强说，今年以来，我

国经济负重前行、迎难而进，在形势错综复杂、下

行压力较大的情况下， 各方面包括广大企业按照

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经过奋发努力，经济运

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市场预期向好，深化改革、调

整结构、改善民生都有新的进展，显示了中国经济

的巨大韧性、增长潜力和回旋余地。我们对经济能

够实现中高速增长和持续健康发展充满信心。

一些企业在发言中讲到， 目前生产经营仍有

不少困难。 李克强指出，企业是经济的基本细胞，

是市场主体。企业兴则经济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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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克强强调，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向中高

端水平迈进，归根到底要靠企业。当前经济平稳运

行，但仍面临很多风险和挑战，下行压力和困难在

一段时期内会持续存在， 要有清醒认识和应对准

备。面对世界经济纷繁复杂、全球竞争日趋激烈的

局面，企业不能坐等观望，而要抢抓机遇、敢闯敢

试、主动转型。 当前一些企业逆势增长，充分说明

抓紧促改革、调结构、推动转型升级才是摆脱困境

的根本出路。各类企业都要着力改革创新，运用新

技术，发展新产业，培育新业态，在闯市场中不能

仅靠价格竞争、更要靠质量取胜，在市场搏击中强

筋健骨，提升竞争能力，努力冲出传统发展方式的

“重围” ，实现提质增效的“新生” ，在稳增长、促

改革、调结构、惠民生中作出新贡献。

二季度中小企业

发展指数环比下降

中国中小企业协会14日发布数据显示，

2014 年 二 季 度 中 国 中 小 企 业 发 展 指 数

（SMEDI）为94.1，比一季度下降1.8点。 分行

业指数和分项指数下降的面有所扩大， 其中

分行业指数3升5降， 分项指数2升6降。 经济

仍然存在下行压力， 预计中小企业发展指数

近期升幅不会太大。

据介绍，二季度工业指数由升转降，由上

季度上升0.8点转为二季度下降2.5点。 而房

地产业指数降幅最大， 行业总体运行指数下

降4.6点，商品房销售面积指数下降5.0点，反

映资金状况的流动资金指数下降7.1点。

中国中小企业协会表示， 当前经济运行总

体平稳， 随着国家对有关政策进行适时适度预

调微调，推动政策落地生根，经济运行中的积极

变化有所增多。 但是中小企业处于市场竞争的

弱势地位， 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生产经营

面临的困难更多一些， 尤其是企业对于宏观经

济稳中向好的信心尚待加强。 （刘国锋）

市场人士认为

信用债评级大面积上调令人难以信服

□本报记者 王辉

在信用债发行资质不断下沉、 宏观经济增速

放缓与地方政府“卖地财政” 压力持续交织的背

景下，6月中旬以来，沪深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中心等机构相继进一步收紧了针对低评级信

用债品种的监管。 然而，在此期间，伴随着信用债

市场监管的进一步趋严， 大量信用债的信用评级

却被上调。 对于这些“时点微妙” 的评级上调行

动，一些市场人士提出质疑。一位固定收益资深交

易人士指出， 发债主体与机构投资者双方的利益

驱动， 应该是近阶段信用债评级异常大面积上调

的最大幕后推手。

信用评级上调成风

今年5、6月份以来， 随着各类发债主体上年

年报和本年度上半年业绩预告的陆续公布， 评级

机构对于信用债市场的跟踪评级工作， 与往年一

样进入高峰期。 而在年初信用债市场刚刚打破刚

性兑付的“违约元年” ，近阶段大量发债地方政府

融资平台公司， 以及多个经营基本面并未出现明

显好转的发债实体企业， 其信用债主体评级和债

项评级却普遍被大面积上调。

来自WIND的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7月10日，

今年以来跟踪评级发生正面评级行动的发债平台

公司合计53家，其中51家为主体评级上调、2家为

展望上调， 而在此期间发生负面评级行动的发债

平台公司却仅为一家。

就最近几周的情况来看， 在高风险低评级信

用债“戴帽限购” 、去除质押资格等监管新政出台

之后， 相关信用债的信用等级上调行动似乎有增

无减。 来自招商证券的一份最新统计数据显示，7

月第一周信用债市场共计出现37项评级调整行

动，包括33项上调行动和4项下调行动。 当周合计

26家发行人主体评级被调整。 其中，25家上调，仅

有1家下调； 而当周31只涉及评级调整的个券中，

有多达29只上调，仅2只下调。此外，中金公司根据

不同口径给出的统计数据也显示，7月第一周信用

债市场共单独公告43�项评级调整行动，其中评级

负面行动数量也仅为8项。

利益驱动或为幕后推手

对于近期信用债评级大面积的上调， 结合

此前监管机构不断收紧针对低评级信用债品种

的监管，一些市场人士对此表示出质疑。有分析

人士指出，在宏观经济增速下行压力不减、房地

产市场大概率周期性下行的背景下， 地方政府

债务问题严峻和城投平台信用资质下滑已是公

认事实。在此背景下，以城投债为代表的地方政

府平台债，其信用评级近期被大面积上调，难以

令人信服。

与此同时，在产业债方面，低等级高收益债券

的信用评级，似乎也没有充分的上调理由。来自国

泰君安的统计数据显示，当前69只到期年收益率

超过8%的高收益公司债中，有41只已公布中报业

绩预告， 其中上半年净利润同比明确增长的债券

只有14只。 这显示出高收益债发行主体业绩改善

程度， 要明显弱于已发布中报业绩预告的所有上

市公司整体。

对此， 固定收益资深交易人士进一步指出，

发债主体与机构投资者双方的利益驱动，是导致

近阶段信用债评级异常大面积上调的最大幕后

推手。 从发债方来看，在地方政府债务主体本息

偿付压力居高不下的背景下，相当多的融资平台

“借新还旧” 已难以避免。 为控制和压缩未来的

发债成本，“旧券” 评级的上调显然 “势在必

行” 。而另一方面，对于作为重要潜在买家的机构

投资者而言，随着低评级信用债“戴帽限购” 、去

除质押资格等监管新政的出台，大规模持有低评

级信用债的机构，也同样非常期待相关债券信用

资质的改善。

在现有信用评级由发行人付费的制度下，评

级机构上调相关信用债评级， 对于利益相关方而

言似乎“皆大欢喜” 。 但对于整个债券市场而言，

显然是弊大于利。

外汇局放宽

境外融资资金使用限制

促进跨境投融资便利化，切实服务实体经

济发展，国家外汇管理局

１４

日发布《国家外汇

管理局关于境内居民通过特殊目的公司境外

融资及返程投资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拓宽资金流出渠道，放宽境外融资资金使用限

制。

通知称，放宽境外融资资金使用限制，取消

“境内居民从特殊目的公司获得的利润、 红利

及资本变动外汇收入应于获得之日起

１８０

日内

调回境内” 的强制性调回资金规定，允许境外

融资及其他相关资金留存境外使用。

在拓宽资金流出渠道方面， 通知允许境内

居民购付汇用于境外特殊目的公司设立及境外

营运资金等， 同时取消境内企业对特殊目的公

司境外放款的限制。

通知在精简管理环节、 简化业务材料方面

做了相应安排。 包括调整境外特殊目的公司登

记范围， 只对境内居民直接设立或控制的境外

特殊目的公司进行登记， 取消原有境外特殊目

的公司设立登记、 融资登记和融资变更登记等

手续；对境内居民个人办理境外投资外汇登记，

仅要求提供标准化、格式化的申请表、资金合法

性承诺、身份证明及相关真实性证明材料。

通知所称“特殊目的公司” ，是指境内居民

（含境内机构和境内居民个人） 以投融资为目

的，以其合法持有的境内企业资产或权益，或者

以其合法持有的境外资产或权益， 在境外直接

设立或间接控制的境外企业。（据新华社电）

下半年货币政策

料着力利率调控

（上接A01版）财政政策逐渐发力，已与货

币政策形成联动效应。 财政支出加快使近期财

政存款倾向于投放。 有机构测算，

6

月财政支出

加快可能使当月财政存款投放

3000

亿至

4000

亿

元， 是

6

月财政存款增量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此， 今年财政存款投放的节奏可能会发生变

化，到年底时财政存款增量可能会低于往年，因

为财政支出节奏提前， 这一变化也将对信贷投

放产生影响，政策需提前做好准备。

下半年货币政策或稳中求 “立”。 其中的

“立”将体现于央行搭建利率调控框架。目前，货

币政策调控方式从直接调控逐步向间接调控转

变。 随着未来利率市场化、信贷规模放开，央行

需考虑如何运用货币政策引导市场利率。

在国内宏观金融环境中， 央行在进行货币

数量调控时容易引发利率大幅波动， 进而影响

金融市场稳定。央行只有更多转向利率调控，才

能更好地稳定市场对利率变化的预期， 确保金

融市场稳定及经济平稳运行。

国际金融危机后尤其是今年外汇占款增长

趋势性减缓为央行利率调控创造条件。 基础货

币不再被动投放， 使央行获得更多货币政策主

导权， 再贷款工具及酝酿推出的补充抵押贷款

的运用在“定向输血”的同时本身也可起到利率

引导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