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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7-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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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195 0 2149.2 2167.4 2167.2

IF1408 605189 88424 2146.0 2158.8 2156.8

IF1409 42509 51952 2148.0 2159.8 2158.0

IF1412 4528 9951 2165.4 2170.4 2168.6

5

年期国债期货行情

TF1409 2691 7614 92.898 93.000 92.998

TF1412 145 993 93.274 93.416 93.416

TF1503 2 8 93.662 93.648 93.654

合约代码 收盘价 涨跌 成交量 成交额 持仓量

IO1407-C-2200 0.1 -1 12,261 1,129,930 0

IO1407-C-2150 17 4.2 5,727 8,592,260 0

IO1407-C-2100 67.1 8.1 2,005 12,817,850 0

IO1408-C-2150 50 7.6 2,761 14,934,390 5,590

IO1409-C-2200 48.7 5.2 1,565 7,782,880 9,550

IO1412-C-2400 50 -92.2 510 2,843,630 4,622

IO1503-C-2000 460.8 128 41 1,240,740 48

IO1407-P-2000 0.3 -0.4 7,129 584,370 0

IO1407-P-2150 0.4 -7.3 4,298 1,521,700 0

IO1407-P-2100 0.2 -1.1 2,669 109,860 0

IO1408-P-2150 37.6 -1.4 3,015 11,922,050 5,388

IO1409-P-2150 54.6 6.5 853 6,494,300 1,416

IO1412-P-2000 22.2 4.3 528 1,536,330 7,618

IO1503-P-2400 682 0 1 68,200 21

期指冲高回落

7月18日沪深300指数低开冲高回落，成

交量较前一交易日放大。 期指主力合约

IF1408收盘报2158.8点，上涨10.8点。 股指期

货全天成交73.8万手，较前一交易日增加13.6

万手，持仓量减少8025手至15万手。 申万一级

行业指数中，食品饮料、房地产、家用电器板块

涨幅居前，而国防军工、传媒、计算机板块领

跌。国家统计局公布了全国70个大中城市住宅

价格指数数据，6月环比下跌的城市增加到55

个。 预计股指短期难以打破窄幅震荡的格局。

周一 IF1503合约上市交易， 挂盘基准价为

2168.6点。

7月18日，国债期货主力合约TF1409收盘

报93元， 涨0.092元， 成交2691手；TF1412报

93.416元， 涨0.074元， 成交145手；TF1503报

93.648元，跌0.052元，成交2手。受财政部2年期

国债招标流标影响，国债期货最低至92.7下方，

随后触底反弹。 第二批IPO启动，本周市场资金

面趋紧，不利于国债反弹。

7 月 18 日 ， 看 涨 期 权 虚 值 合 约

IO1407-C-2200下跌1点，成交12261手，成交

量较前一交易日大幅增加， 次主力月份看涨期

权平值合约IO1408-C-2150上涨7.6点， 成交

2761手。 看跌期权虚值合约IO1407-P-2000

下跌0.4点，成交7129手，次主力月份看跌期权

平值合约 IO1408-P-2150下跌1.4点， 成交

3015手。 （申银万国期货研究所）

贾康：财税改革配套方案即将公布

预计年内房地产税环境税无实质性动作

□本报记者 王颖春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在2014中

国环保产业高峰论坛上透露， 财税改革的配套

文件即将公布， 预计年内房地产税和环境税都

无实质性动作。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

世锦在同一场合表示， 中国由高速增长向中高

速增长的转换过程还未完成， 房地产投资增速

下滑到一定程度后， 中国经济下行之底也就找

到了。 此轮地产下行并非是短期周期性拐点，而

是长期历史性拐点。

财税改革配套文件将出

据贾康透露， 财税改革的一系列配套文件

马上就要公布。具体内容包括，推进一系列预算

管理改革，提高透明度，实现全口径预算的完整

性。 在具体管理形式上，今年要编制三年中期滚

动预算，今后将逐步实现全覆盖；其次是中央和

地方财税管理体系的调整。 从完善立法开始明

确事权，把事权和预算操作支出科目打通，形成

协同运行可操作的一套事权明细单。 而新的预

算法通过后，地方自主发债在程序、风险控制、

信息披露、信用评级等方面，都将进入一个新的

层次。

今年在税制改革方面，将继续推进营改增，

争取一年多做到全行业覆盖； 其次是营改增之

后的地方收入资源税和房地产税有望成为地方

税的主力税种。但贾康强调，这一过程将是渐进

的。 预计新的配套方案将把消费税改革作为重

要事项做出部署， 使其成为地方收入的主要来

源之一。

他透露，今年环境税主要是推进立法，年内

不会有实质动作。房地产税同样是立法先行，但

截至目前房地产税尚未纳入人大立法工作计

划，因此年内将不会有实质性动作。

地产下行是长期拐点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在同一

场合表示， 中国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转

换过程还未完成，中国经济下行之底仍未探明。

在他看来， 以往中国经济高增长主要由高

投资带动。 在高投资当中，基础设施、房地产、制

造业投资占中国投资的80%-85%。 其中，制造

业投资是因变量而非自变量， 由基础设施投资

和房地产投资以及出口带动。

“中国的高投资要下来， 通俗解释就是基础

设施、房地产和出口三个靴子要落地。 ”刘世锦

说， 中国基础设施投资高峰期在2000年左右，近

几年比重逐步降低，出口增速也已经下降，因此唯

一尚未落地的靴子就是房地产。 这只靴子落地以

后，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底基本上也就找到了。

根据国研中心的研究结果， 此轮房地产出

现的拐点不是短期的周期性拐点， 是一个长期

的拐点。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当中，房地产

需求的峰值期已经出现， 今后将基本上走平甚

至逐步回调， 预计今后几年房地产投资维持在

5%的增速都会很困难，所以房地产已迎来历史

性拐点。

刘世锦认为， 中国经济如果短期内下滑速

度过快，政府还是要采取宏观调控措施。 但宏观

调控措施的目的是托底盘。 中国目前的需求潜

力还是比较大的， 问题是相当多需求的潜力受

到体制上的约束释放不出来， 所以至少有一部

分刺激应该和改革结合起来。

拿地越风光 卖房越艰难

市场低迷“地王”难解套

□本报记者 张敏

楼市低迷，整个行业都难言乐观，但有一批

“操盘” 者比任何人都焦急，他们所操盘的，正

是曾背负盛名的“地王”项目。

近日，2010年的北京“蓟门桥地王” 项目，

终于取得了预售许可证。但自2012年以来，北京

楼市的四个“地王” 项目，均因各种原因未能入

市销售。 这些“地王” 虽曾风光一时，如今却受

困于低迷的市场环境。分析人士认为，即便这些

项目能够入市销售，前景也不容乐观。

在此前的市场下行周期中， 曾出现过“地

王”项目“中招”的案例。 分析指出，尽管北京楼

市仍然存在供不应求的大背景，但房地产市场正

在告别狂热， 趋于冷静。 如何从高成本中“解

套” ，仍然是“地王”和高价地项目面临的难题。

主动减速

今年7月，位于北京蓟门桥区域的“保利海

德公园” 项目获批预售证，预售价为9.7万元/平

方米，为今年新入市住宅的最高单价。 至此，酝

酿了4年之久的“蓟门桥地王”项目终于入市。

该项目预售证的获批，正在使其他的“地

王” 项目感受到压力。 中国证券报记者调查发

现，2013年以来，北京楼市的“地王” 项目，目前

尚无一个入市。

2012年7月11日，中赫置地以总价26亿、单

价4.2万元的成本拿下北京万柳地块，成为当时

的单价“地王” 。项目曾在去年年中和今年年初

多次传出入市的消息， 但直到如今仍未最终入

市。有分析认为，该项目12万-15万元/平方米的

单价水平，使之无法获取预售证。

2013年7月3日， 懋源地产以17.7亿元的总

价，竞得北京丰台夏家胡同地块，剔除保障房面

积后，楼面地价达到4.58万元/平方米，成为北京

单价“地王” 。 据了解，该项目仅仅处于规划设

计的前期阶段，尚未动工，入市时间无法确定。

2013年7月24日，中粮地产以23.6亿元总价

拿下孙河地块，剔除保障房，商品房部分楼面价

高达4.84万元/平方米。 但在同区域的其他项目

陆续入市后，该项目仍无入市消息传出。 项目负

责人表示，项目的规划设计尚未完成，入市时间

和价格均未确定。

2013年9月4日，融创力压竞争对手，以总价

43.24亿元拿下农展馆地块，楼面价折合7.3万元

/平方米，成为全国“地王” 。 据悉，该项目正处

于建设阶段，但入市时间和价格均未确定。

分析人士认为，“地王” 项目难以入市的主

因有二：一是由于定价太高，无法获批预售证；

二是由于市场低迷，企业自发放缓了开发节奏。

其中，后者被认为是主要因素。

审慎择时入市

众多“地王” 项目之所以主动放慢步伐，很

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北京楼市曾有“前车之鉴” 。

2009年12月， 远洋地产以48.3亿元的价格

拿下亦庄新城“地王” ，折合楼面价18000元/平

方米。2011年9月，地王项目“远洋天著” 正式入

市，共推66套房源，拟售均价为40000元-47000

元/平米。 但两个月后的11月，项目再推76套房

源，拟售均价为32000元-44000元/平米，比第

一次开盘下调了不少。

尽管如此，项目的成交情况仍然不佳，不仅

开盘一个月“零成交” ，而且半年之内成交情况

尚不足50%。 项目的成交价格远低于预售均价，

仅比拿地时的楼面价高出8000元/平方米左右，

可谓“贴地飞行” 。

无独有偶，2010年3月以27500元/平方米

单价诞生的“大望京地王” ，同样遭遇类似的情

形。尽管项目最终售罄，但销售周期过长曾一度

给企业带来不小的资金压力。

这两则案例在北京房地产界广为流传。 业

内人士指出了两点原因：入市时机不佳（恰逢楼

市调控后的市场低迷期）、项目定价过高（土地

成本较高所致）。

“拿地时越风光，卖房时压力越大。 ” 北京

某知名房地产项目策划人向中国证券报记者表

示，市场变化难以预料，项目很难做到准确“踩

点” 。 加之“地王” 项目会沉淀大量资金，因为

一个高价地项目而拖累企业发展、 甚至拖垮企

业的现象屡见不鲜。

如今房地产市场的低迷态势， 比2011年有

过之而无不及。 且土地成本比此前两年有大幅

提高，使得项目定价愈加高企，难以通过预售审

批。该人士指出，最近两年诞生的“地王”项目，

面临的市场环境要复杂和艰难得多， 审慎入市

也是情理之中的选择。

调整或持续

尽管市场低迷，但“保利海德公园” 项目的

入市，仍被视为给高端住宅市场带来好消息。 多

数受访者认为，今年下半年，北京“限价令” 开

闸将是大概率事件。 这也意味着，不少“地王”

项目将获得入市的机会。

但对于这些项目的前景， 多数业内人士并

不乐观。“今明两年，北京豪宅市场有风险。”世

联行执行董事刘春岩向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现有的信贷、税收等政策倾向于照顾刚性需求，

对高端住宅购房者不利。

刘春岩还认为，近些年来，由于配建制度

的存在，北京诞生多宗高价地，同时也加剧了

豪宅市场的竞争压力。因此，“除非特别好的地

段，否则‘地王’ 项目的溢价空间很小，销售压

力很大。 ”

仲量联行近日发布的报告也认为， 受困于

经济增速放缓，高端物业的升值空间有限，不仅

上半年成交量低迷， 未来一段时间的市场前景

也不看好。

近几年来，北京土地市场火热异常。2010年

诞生的两宗“地王” ，单价均不超过17000元/平

方米。 但3年之后，“地王”门槛已跃升至7万元/

平方米大关。土地成本的提升也推动房价“水涨

船高” ，并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市场购买力。

分析人士认为，年初出现的降价现象，证明北

京楼市正在出现自发调整， 市场继续上涨的动力

不足。 且由于市场供应的逐渐增加， 供需缺口缩

小，使得本轮调整有可能持续较长时间。 因此，过

去两年诞生的高价地和“地王”项目，将可能受困

于低迷的市场环境而难以“解套” 。过去曾享有的

“地王”光环，甚至可能成为企业的负累。

沪深两市ETF两融余额再创新高

南方A50上周再现大额申购

□本报记者 曹乘瑜 李菁菁

Wind数据显示，上周，RQFII-ETF方面，

南方A50再现大额申购， 上周共收获1.41亿份

的净申购。 自7月初至7月18日，南方A50已经

有7.05亿份的净申购。

上交所深交所ETF方面， 交易所数据显

示， 融资融券再创新高。 截至7月17日， 两市

ETF总融资余额较前一周再增10亿元，至

422.77亿元。 ETF总融券余量为3.42亿份。

ETF两融再创新高

沪市ETF总体周融资买入额为23.30亿

元， 周融券卖出量为12.41亿份， 融资余额为

375.56亿元，融券余量为1.56亿份。 其中，上证

50ETF融资余额为137.91亿元， 融券余量为

3947万份；华泰柏瑞沪深300ETF融资余额为

207.03亿元，融券余量为0.95亿份。

深市ETF总体周融资买入额为5.71亿元，

融券卖出量为4.71亿份， 融资余额为47.21亿

元，融券余量为1.86亿份。 其中，深证100ETF

融资余额为10.15亿元，融券余量为1.01亿份。

Wind数据显示，A股ETF也有多只出现

净申购。上周，易方达深证100ETF和易方达创

业板ETF的净申购分别达到2.87亿份和1.56亿

份。 此外，景顺长城的中证医药卫生ETF、中证

TMT150ETF和中证800食品饮料ETF分别获

得了6.28亿份、5.94亿份和2.69亿份的净申购。

但华泰柏瑞沪深300ETF被赎回2.35亿

份，7月份以来， 华泰柏瑞沪深300ETF的净赎

回达到4.75亿份。 嘉实沪深300ETF前几周虽

然有明显的净申购， 上周也被赎回0.59亿份，

华夏上证50ETF和南方中证500ETF分别被赎

回0.86亿份和0.78亿份。

上周A股基金小幅减仓

基金研究机构的数据显示， 上周A股基

金有微幅减仓。 根据万博基金研究中心的数

据，截至2014年7月18日，主动型股票方向基

金的平均仓位为79.25%，与历史仓位比较来

看处于中等偏低水平， 其中主动减仓0.13个

百分点。

德圣基金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由于近期

创业板同时面临政策和中报业绩风险考验，基

金经理继续小幅减仓规避股指调整；上周几乎

无加仓基金。 虽然蓝筹股略有表现，但在经济

转型、制度变革的大背景下，趋势性行情难现，

基金经理并未表现出做多热情。

好买基金的数据显示， 在行业配置方面，

上周机械和轻工制造等板块均呈现加仓态势；

电力及公用事业、银行和食品饮料等防御性板

块遭受较大幅度减持，反映了公募基金持仓的

进攻性有所加强。

6月公募基金遭净赎回3558亿份

□本报记者 曹淑彦

根据基金业协会最新公布的证券投资基

金市场数据，截至6月底，公募基金规模达3.6

万亿元， 净值规模较5月底减少3123亿元，份

额缩水3558亿份，赎回主要源自货币基金。 6

月份非公募资产环比增长了约90亿元。

截至2014年6月底， 我国境内共有基金管理公

司93家，其中合资公司48家，内资公司45家；取得公

募基金管理资格的证券公司3家； 管理资产合计

51240.77亿元，其中管理的公募基金规模36118.22

亿元，非公开募集资产规模15122.55亿元。

6月份基金份额缩水主要是因为货币型

基金，货基遭遇净赎回3276亿份，其次为债

券型基金，份额减少了142亿份。

全部关键期限国债31日起开展预发行试点

□本报记者 周松林

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公司日前发布《关于关键期限国债开展预发

行（试点）交易有关事项的通知》，宣布从7月

31日起全部关键期限国债将在上交所开展预发

行交易。

此前，6月6日财政部、人民银行和证监会三

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关键期限国债开展预发行

试点的通知》（财库〔2014〕72号），将国债预

发行券种由7年期国债扩大至全部关键期限（1、

3、5、7、10年期）， 并明确交易场所做好相关业

务技术准备后即可开展关键期限记账式国债预

发行交易。

国债预发行交易试点始自2013年。 2013年

3月，上述三部委发布《关于开展国债预发行试

点的通知》，明确以7年期国债作为试点品种。 9

月， 上交所和中国结算联合发布 《国债预发行

（试点）交易及登记结算业务办法》，从2013年

10月份开始对每月发行的7年期国债预发行交

易进行试点，目前共进行了十期7年期国债的预

发行交易试点。 总体来看，预发行交易结算机制

顺畅，风险控制比较完善，初步显示价格发现功

能，为此次全面扩大试点奠定了基础。 据了解，

目前已有包括银行、证券、保险和基金等多类机

构均已参与了国债预发行交易。

据介绍， 国债预发行扩大试点涉及各期限

履约保证金比例的确定。 《国债预发行（试点）

交易及登记结算业务办法》规定，履约保证金比

例由上交所和中国结算确定并向市场公布。 根

据最新发布的《关于关键期限国债开展预发行

（试点）交易有关事项的通知》，未来预发行交

易履约保证金将按照国债关键期限设置不同的

保证金比率，1年期关键期限国债预发行的履约

保证金比率为1%，3年期为2%，5年期为3%，7年

期为4%，10年期为5%。 其中7年期国债预发行

保证金比例从原来的10%下调为4%，有利于降

低参与国债预发行的成本， 提高机构投资者参

与国债预发行市场的积极性。

根据财政部发布的关键期限国债的发行计

划，8月份以后还将有18期关键期限国债发行，

平均每月进行国债预发行交易的券种接近4期，

较之原来每月1期的频率大幅增加，国债预发行

交易的连续性显著增强， 这也有利于提高机构

投资者参与国债预发行市场的兴趣。

再审P2P

(上接A01版)

P2P监管

谢平认为，P2P监管的理念和方式与传统

金融机构业务监管完全不同， 它实际上有点像

信息监管。

谢平说：“对这个东西，国内有两个地方可

以作为很好的参照。一个是公安部，对网络监管

特别有效。还有一个就是国务院信息办，对那些

不良信息监管很有效。 ”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张承

惠认为， 对P2P进行合理监管应有六个方面的

考虑。 首先，对P2P不能像对银行那样进行宏观

和微观审慎监管，有资本金的要求、存贷比的杠

杆要求。 说到底，P2P平台是中介机构，而且它

利用互联网技术分析和管理风险， 同银行的传

统管理风险技术是有本质差别的， 不能参照银

行模式监管P2P行业。

其次要防止欺诈， 切实保护金融投资者利

益。 这是一个核心原则。

第三是反洗钱。 防止利用资金池进行违法

违规操作。 这种监管可能不一定直接对P2P的

机构监管， 可能是通过跟它合作的第三方机构

进行相关监管。

第四是规范。 至少有两个方面：一是对P2P

公司日常经营指标要有全国统一标准。 现在一

直没有行业标准， 每个公司制定自己的一套规

则，或者学其它公司，或者自己从实践中进行摸

索，但是就行业健康发展来说应有统一标准。比

如说违约率用什么样的标准计算， 现在不同公

司有不同的计算方法， 最后不能真实反映每家

公司经营状况。 二是透明度。

第五是要加强行业自律。 最后是要引入商

业性的第三方评估。

张承惠说：“对P2P进行系统监管是个系统

工程，光靠银监会是做不好的，需行业协会、第

三方机构、P2P平台等，一起来规范，使它健康

发展。 ”

东北首家

金融资产交易中心揭牌

辽宁金融资产交易中心日前在沈阳揭牌运

营， 这也是东北地区成立的首家金融资产交易

中心， 填补了沈阳在建设东北区域金融中心方

面的一项空白。

据悉， 辽宁金融资产交易中心是经省政府

批准， 由辽宁股权交易中心独资发起设立的省

级金融资产交易平台，总股本

１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交易中心能够为各类金融资产、 金融证券化产

品提供登记、托管、竞价转让、信息发布、清算交

收等服务。其主要功能包括，实现不良金融资产

转让交易、帮助小贷公司解决融资需求、促进理

财产品二次流转。

在启动当天，来自辽、吉、黑、沪、深等全国

多个地区的

８

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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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金融资产产品在辽宁

金融资产交易中心上线挂牌交易， 交易总额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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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 (徐扬)

上半年青海房地产

开发投资同比增41%�

青海省统计局提供的最新数据显示， 今年

上半年，青海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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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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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住宅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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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

元，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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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投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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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米以下投

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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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１

月至

６

月，青海省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屋

施工面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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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平方米， 同比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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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房销售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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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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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房销售额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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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同比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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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月至

６

月， 这些亿元以上房地产项目累计

完成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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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商品房销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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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

分别占青海全省房地产投资和商品房销售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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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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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投资、房屋施工面积、房屋销

售面积等多方面对青海全省房地产开发投资有

着明显的拉动作用。 (骆晓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