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6家央企

入围A级企业名单

国务院国资委22日公布的《2013年度中央

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A级企业名单》显示，

中海油、华润等46家央企进入A级企业名单，而

中石油、中石化未能进入前十。

46家央企负责人2013年经营业绩考核为A

级，其中，排名前十的企业为中国海洋石油总公

司、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

公司、华润(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电网公司、中国

铁路工程总公司、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中国

船舶重工集团公司。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排名第十一，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此次竟未

能进入A级企业名单。（刘亮）

阎庆民：银行业应进一步

加快核销不良贷款

银监会副主席阎庆民近日撰文指出，随着国

内经济下行，房地产价格回落，出现经济增长乏

力、投资回报下降等情况，迅速波及银行体系，银

行贷款随之过度紧缩甚至冻结，形成中国式“押

品（房地产）———损失”螺旋，加剧了金融和经济

波动，是造成不良贷款上升的主要风险因素。

阎庆民指出，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进一步加快

核销不良贷款。第一，要充分利用银行盈利的较好

条件， 进一步加大利润核销不良贷款的规模和进

度。第二，主动与财政、税务部门积极沟通，争取更

加灵活的不良贷款核销自主权及配套的税收政

策。 同时，及时与公安、法院等司法部门有效协

调，创造有利的维护金融债权、化解不良贷款的

法律环境。 第三，加快批量、打包转让不良贷款的

步伐， 积极主动与资产转让市场买方沟通协调，

提高不良贷款处置的规模和效率。（陈莹莹）

李德水：央行应尽快出台

基准利率或政策利率

□本报记者 赵静扬

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德水22日在第61期“经

济每月谈” 上表示，下半年经济下行压力仍较大，

新的经济增长点需要培养过程， 但这是经济转轨

和产业升级过程中的阵痛期， 全年实现年初设定

的各项预期目标完全有可能。 建议央行尽快出台

基准利率或政策利率， 用短期和中期政策工具引

导市场利率水平。 同时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

用效率，创新对外开放方式。

对于下半年和中长期展望，李德水认为，下

半年乃至近一个时期内， 经济社会中还有不少

困难，经济下行压力仍比较大。但国际和国内有

许多积极因素和巨大的新机遇， 只要充分激发

市场活力， 全年实现年初设定的各项预期目标

完全有可能。

李德水指出， 利率市场化的难点在于存款

利率市场化， 建立基准利率是利率市场化改革的

核心。 金融改革必须坚持为实体经济发展服务的

正确方向，对金融风险要全面把握动态监控，做好

预案，妥善处理，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地区性

金融风险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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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媒体步入第一媒体序列

慎海雄:借媒体融合发展之势推进新兴媒体勃兴

□综合新华社报道

《中国新兴媒体融合发展报告 （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４

）》

２２

日由新华社新媒体中心对外发布。 报

告称， 新兴媒体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新动力，

２０１３

年， 以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产业

异军突起，用户规模持续攀升，移动互联网用户

所占比例由

２００７

年的

２４％

上升到

２０１３

年的

８１％

，正式步入第一媒体序列。新媒体终端成为

人们工作和闲暇时间最主要的媒介。

“中国新兴媒体正在加速向移动化、 融合

化、社会化发展，国家战略强力推进中国迈向

新兴媒体强国，为新兴媒体提供了巨大发展空

间。 ”新华社副社长慎海雄在

２２

日举行的中国

新兴媒体产业融合发展大会中表示，中国媒体

人要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借媒体

融合发展之势推进中国新兴媒体业持续健康

发展”。

慎海雄认为，

２０１４

年堪称“中国媒体融合发

展元年”，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中奋进

激荡。按照新华社党组的战略部署，新华社近年

来加快从传统通讯社向现代全媒体机构转型，

不断探索推进媒体融合发展与体系和能力现代

化建设。 慎海雄表示，当前传媒业在创新发展、

开放合作中焕发勃勃生机。 中国新兴媒体要抢

抓机遇、携手共进，借融合发展之势推进新兴媒

体强国建设。

“与传媒行业拥抱互联网、 发展新媒体一

样，银行业也应以开放、创新、共享的态度，积

极拥抱互联网， 加快金融与互联网的相互适

应和融合发展。 ”中国工商银行行长易会满在

２２

日举行的中国新兴媒体产业融合发展大会

上表示。

易会满说， 互联网本身的互动、 快捷、便

利等特性，已经改变了客户的生活方式、消费

模式及金融服务需求。 客户对互联网的高度

依赖也正深刻影响并改变着金融业态。 以工

商银行为例， 目前每天

２

亿多笔业务中超过

８２％

是通过网上完成的，仅网络融资“网贷通”

一项的业务余额就达

３０００

亿元， 累计发放量

超过

１．３

万亿元。

“互联网金融的生命力将会越来越强。在理

念和创新方面， 互联网企业和银行间可互相学

习、互相借鉴，共同提高。”易会满说，“未来工商

银行将投入更多资源， 利用科技优势与金融实

力， 构建起集网银、

Ｂ２Ｃ

和

Ｂ２Ｂ

商城等线上平台

以及丰富的产品和服务功能于一体， 线上线下

交互联动， 更为完备的互联网金融服务和运营

体系。 ”

国家版权局版权管理司司长于慈珂表示，

“无论是新媒体还是传统媒体，都根基于相同的

土壤，离不开同样的条件，这就是技术、平台和

商业模式，就是作品、内容和版权资源。 ”

于慈珂认为，新媒体拥有强大的技术、平台

和商业模式，传统媒体拥有雄厚的作品、内容和

版权资源。 双方都有比较优势，也有比较劣势，

新媒体和传统媒体不是绝然对立、 互不搭界的

两个阵营，“版权成为新媒体和传统媒体联姻发

展的红娘， 成为新媒体和传统媒体合作双赢的

桥梁。 ”

“应当认识和重视版权，从本质规律上对版

权端正观念、提高认识，看重版权价值和作用。

版权具有创作、文化和财产属性，是新媒体赖以

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资源。在知识经济时代，无视

或轻视版权， 新媒体就会是无源之水、 无本之

木。 ”于慈珂说。

“移动互联网时代来临， 用户想要获取的，

不再是信息这么简单。 ”百度副总裁李明远说，

不止是百度，媒体也应该抓住移动时代潮流，实

现人与服务的连接。

上周新增股票账户

环比减近20%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22日公布，上

周沪深两市新增股票账户数106700户，环比减

少19.81%。上周参与交易的A股账户数1106.78

万户，环比增加2.55%。（李超）

期指单边上行

22日，A股低开高走，全天呈现单边上扬态

势。现货方面，有色、农林牧渔领涨，航空板块领

跌，消息面上，有色资源税改革方案最晚明年出

台，概念股飙涨7股涨停。 有色作为权重板块，

上涨的带动和示范作用明显， 大盘随即出现单

边上涨行情，止步于沪深300指数2200一线，上

方压力位较重，不排除继续反弹的可能，但难以

持久， 短线投资者暂且观望， 中线空势并未扭

转。（首创期货）

中国人寿：

将推进投资能力建设

22日，中国人寿集团董事长杨明生在2014

年上半年经营形势分析会上表示， 公司要把握

7月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带来的机遇，抢占政策

先机，拿出应对方案和落地举措。 下一步，要推

进个险渠道发展， 推进财险、 养老险等板块发

展，推进投资能力建设和渠道创新。

杨明生表示，发展保险业已经成为“国家战

略” ， 保险业将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大

作用。 据介绍，截至2014年6月，未经审计的数据

显示， 中国人寿集团合并营业收入2858亿元，合

并继续盈利，总资产达到2.58万亿元，各家子公司

主要业务指标基本都超过序时进度。（李超）

出口复苏难言乐观 稳外贸政策正加码

□本报记者 倪铭娅

近日关于“出口假象复苏” 的讨论较多，

有分析人士认为，随着全球经济复苏，中国出

口复苏值得期待。 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的

分析人士表示，从稳外贸政策效力以及多项指

标看， 中国出口逃不出 “先上升后企稳再下

降” 的出口周期，未来中国出口保持平稳，不宜

过度乐观。

出口不宜过度乐观

6月出口同比增长7.2%， 与5月基本持平。

上半年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速为1.2%，出口仅增

0.8%，远远低于全年7.5%的目标。 海通证券宏

观首席分析师姜超认为，抱着传统的经济学分

析框架不放，就容易走进“出口复苏论” 的几

大误区，未来中国出口仅是保持平稳，不宜过

度乐观。

姜超说的几大误区包括，“外贸稳增长政

策，带动出口复苏” 、“发达国家经济回暖，提升

中国出口” 、“中国在全球出口中份额上升，复

苏在即” 以及“OECD综合领先指标，预示着中

国出口复苏” 。

具体来看，姜超认为，新一轮“稳外贸” 扶

持举措中，补贴和照顾性质的政策大幅减少。促

进外贸短期企稳作用较明显， 长期则缺乏实质

性推动。此外，这一轮发达国家经济复苏以再制

造为典型特征， 比如美国的制造业回流，“去中

国化”明显，对新兴经济体的拉动作用已明显减

弱。 市场份额变化的整体趋势掩盖了行业层面

存在的挑战， 例如中国轻工业产品出口在美国

的市场份额正在下降， 技术密集型产品在经历

了几年的快速增长之后也已经近期见顶。

多项措施陆续推出

针对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出台的《关于支持

外贸稳定增长的若干意见》落实情况，市场较关

注。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商务部日前召开的2014

年全国进出口工作会上了解到，各部门、各地方

正积极出台配套政策，河北、辽宁、黑龙江、江

苏、福建、山东、广东、四川、青海等9省已经出台

配套措施，北京、浙江、安徽、重庆等其他省（区、

市）也将于近期出台。

会议同时提出， 将继续推动加快清理和规

范进出口环节收费， 进一步提高贸易便利化水

平，推动加快出口退税进度，拓宽外贸企业的融

资渠道，缓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同时，支持跨

境电子商务、市场采购贸易、外贸综合服务企业

等新型贸易方式和平台发展，加快培育以技术、

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外贸竞争新优势，推

动外贸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实际上，稳外贸政策已开始加码。 中国证券

报记者了解到， 商务部正积极支持加工贸易向

西部梯度转移，免费为西藏、甘肃、青海、宁夏等

4个西部省区加工贸易联网企业提供增值服务。

海关总署的稳外贸措施也将陆续推出。

沪深

300

股指期货行情

简称 成交量 期货持仓量 开盘价 收盘价 期货结算价

IF1408 665,843 101,106 2,157.0 2,186.4 2,186.4

IF1409 49,774 53,675 2,156.6 2,189.0 2,188.8

IF1412 5,275 10,105 2,168.6 2,199.4 2,199.0

IF1503 1,422.0 523.0 2,183.4 2,212.0 2,212.2

5

年期国债期货行情

TF1409 1,583 7,313 93.064 93.036 93.074

TF1412 61 1,014 93.600 93.474 93.502

TF1503 9 13 94.020 93.832 93.882

沪深

300

股指期货行情

代码 收盘价 涨跌 涨跌幅

%

成交量 持仓量

IO1408-C-2200 27.1 9.1 50.56 11166 10691

IO1408-C-2150 58.6 -0.5 -0.85 9200 16476

IO1408-P-2150 24 -16.3 -40.45 3038 5987

IO1408-P-2100 17.4 -0.1 -0.57 2046 7957

IO1408-C-2250 12 3.4 39.53 1787 5280

IO1408-C-2100 102.4 17.4 20.47 1623 4624

IO1408-P-2200 43.5 -13.7 -23.95 1398 2965

IO1408-P-2050 6.5 -3.3 -33.67 1211 7143

IO1409-C-2200 54 17.5 47.95 5429 9558

IO1409-P-2000 7.7 2.7 54.00 806 7.7

IO1410-C-2100 280 161.1 135.49 2 1

IO1410-P-2000 0.5 -49.5 -99 38 44

IO1412-C-2200 112.2 -22.1 -16.46 1,443 8,895

IO1412-P-2000 22.3 -99.3 -81.66 619 7,741

IO1503-C-2000 449.9 190.1 73.17 59 28

IO1503-P-2000 25.3 -24.7 -49.40 13 93

7

月

22

日，参会嘉宾在新华社总社共同参加《中国新兴媒体融合发展报告（

2013-2014

）》发布

仪式。 新华社记者 沈伯韩 摄

新股发行三大悖论浮出水面

（上接A01版）

“差”业绩难敌“强”炒作

由于本轮发行新股的部分企业正好遭遇

经济增速下滑，伴随A股发行时间窗口推延，在

经历严格财务核查的背景下，不少公司业绩出

现下降。 与以往新股持续向上的“业绩曲线”

相比，这成为近年来新股发行中罕见的特点。

在本次拟上市的12家公司中， 净资产收益

率几乎全线下滑。 艾比森2013年的净资产收益

率最高， 达38.99%， 但较2012年下滑8个百分

点；三联虹普次之，从2012年的46.65%下降到

2013年的38.02%。 在12只新股中，只有川仪股

份净资产收益率出现小幅提升， 从2012年的

12.17%提高到2013年的12.84%， 涨幅不足1个

百分点。

与2012年相比，禾丰牧业、康尼机电、会稽

山、中材节能、国祯环保、长白山和康跃科技7

家公司2013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也

出现下滑，幅度从1%到30%多不等。 其中中材

节能由于合同转化为收入存在滞后性， 公司

2013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仅9097万元，

同比下滑幅度达33%。

作为节能减排领域从事余热余压利用的

服务商， 中材节能业绩变动与行业发展呈背

离迹象。 以同样用合同能源管理模式从事余

热发电项目的天壕节能为例， 公司净利润已

连续四年持续增长，2014年一季度净利润大

增70%。

Wind统计数据显示，12家新股2013年共

计实现净利润11.1亿元， 同比2012年的12.2亿

元下滑9%。 分析人士认为，由于很多公司同我

国经济增速下滑存在很大同步性， 不排除部分

新股上市后步入行业下坡路的可能。

有券商人士认为， 业绩不能成为主导本轮

新股投资的决定性因素。 由于本轮新股的发行

规模、市盈率及募集资金规模都属于小体量，便

于二级市场炒作， 上市后必然有估值向同行靠

拢的过程， 不排除新股中业绩向好的公司受到

更多资金追捧。

中签机会增加VS申购机会减少

与上批不同，本次启动发行的12家公司申

购时间大多集中于23日和24日，发行节奏明显

密集。

“新股密集发行的直接结果是加剧资金面

紧张。 ” 有市场人士认为，由于本轮新股发行价

格低、募资规模小，可能会导致资金参与申购热

情高， 加上上月发行的新股均彰显 “赚钱效

应” ，本轮新股申购所带来的资金“抽血” 或对

二级市场带来一定影响。

也有分析认为， 发行节奏改变对新股申购

本身有益。 有券商人士表示，7月发行的新股主

要集中于两天内申购， 客观上有利于提高投资

者中签机会。 “资金中签本轮新股的可能性骤

降， 北特科技0.281%的中签率更是创下A股新

股申购4年来的新低， 而中签率过低更易加剧

新股上市后爆炒， 通过新股集中发行与集中上

市， 通过提高新股中签机会客观上有利于抑制

对新股过度炒作。 ”

由密集发行带来的中签机会增加将直接

利于机构与资金大户集中出击，对于普通投资

者而言， 将同步伴随着申购机会减少。 以7月

23日启动申购的多只新股为例，如果投资者参

与了当日的新股申购，24日将处于资金冻结状

态。因此，对于资金量不足的投资者而言，虽然

7月新股发行数量多了， 中签机会也有望相应

提高，但可供普通投资者参与申购的机会同步

变少。

多公司突破隐形红线延迟发行

行业分类绊腿 发行人无奈定“高” 价

□本报记者 蔡宗琦

长白山、 会稽山两公司分别公告因价格高

于行业平均市盈率而延迟发行三周。此前，北特

科技因价格踩线而延迟发行。

在此轮新股发行中， 行业平均市盈率曾被

认为是一条难以突破的隐形红线， 联明股份就

曾因不愿突破这一红线而减少募集资金。 此次

多家公司踩线延迟发行， 除了发行人希望多募

集资金外，也有背后苦衷。 公告显示，这些公司

多是因难以在行业市盈率分类中找到准确的匹

配对象而无奈定出“高” 价。 面对这些个案，有

分析指出未来包括新三板在内， 会有越来越多

的新型企业借助资本市场融资渠道， 建言监管

部门及时完善行业分类标准。

发行人为何定“高” 价？

长白山公告表示，本次发行价格为4.54元/

股， 根据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

引》的规定，发行人所属行业为公共设施管理

业（N78），按照中证指数统计，其最近一个月

静态平均市盈率18.32倍 （截至7月18日），而

本次发行价格4.54元/股对应的2013年摊薄后

市盈率为20.25倍，高于行业平均市盈率，存在

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发行人和

安信证券协商一致，决定将原定于7月22日和7

月23日进行的网下申购推迟至8月12日和8月

13日； 将原定于7月23日进行的网上申购推迟

至8月13日。

会稽山表示， 公司拟定发行价格为4.43元/

股，对应2013年摊薄后市盈率14.42倍，高于中

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酒、 饮料和精制茶制造

业C15最近一个月静态平均市盈率12.88倍，存

在股价下跌给新股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发

行人和保荐人经协商一致，决定将原定于7月23

日和7月24日进行的网下申购推迟至8月13日和

8月14日； 将原定于7月24日进行的网上申购推

迟至8月14日。

有投行人士认为， 目前新股已经暂时进入

较均衡局面， 发行人并无意愿冒着风险高价发

行， 个别公司超行业市盈率发行有更多无奈的

考虑。

对于超行业市盈率发行， 长白山认为主要

系公共设施管理业所涵盖的范围较广泛所致，

中证指数范围内的17家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及

所处子行业存在较大差异， 与细分行业的上市

公司估值水平存在一定差异： 长白山主营业务

是旅游服务业， 而公共设施管理行业所涵盖的

上市公司业务范围广泛，如华侨城A、铁岭新城

等涉及房地产等多种业务， 根据保荐人安信证

券出具的长白山投资价值分析报告，业务模式、

客户结构、 发展阶段与长白山相似的公司包括

张家界、峨眉山A、黄山旅游、丽江旅游等4家上

市公司。截至7月18日，上述4家公司静态市盈率

算数平均值为38.46倍。

会稽山同样也是被行业平均市盈率问题绊

了一下腿，公司主营业务为黄酒，上市公司中主

营黄酒业务的公司只有两家， 金枫酒业和古越

龙山， 截至7月21日， 二者平均市盈率分别为

35.01倍和44.13倍。

市盈率的隐形红线

虽然接连有个别公司因各种原因突破行业平

均市盈率发行，但对于大多数发行人来说，行业平

均市盈率仍是一条不能轻易逾越的隐形红线。

上轮发行的联明股份申购资金数百亿元，

但在最终募集时，2.5亿元的计划募集资金目标

却未能实现，之所以出现这样尴尬的局面，行业

普遍认为是因为联明股份按照行业平均市盈率

的红线定出了不超过9.93元/股的发行价， 为了

不延迟发行，发行人宁愿少募集资金。

对于这样的状况， 有市场人士建言监管部

门应及时完善行业分类标准。 经济结构在转型，

上市的公司所属行业也越来越丰富， 特别是创

业板、新三板上，一些以前很少有人了解的新型

公司都在上市挂牌， 指望一个固定的上市公司

分类指引囊括所有的公司是不现实的， 有分析

人士指出， 拟上市公司在选择发行种类时就会

发现很多行业并没有子行业分类， 行业分类选

择的灵活性很小， 这不但会对发行人定价造成

影响， 也会对投资者判断造成误导，“这并不是

监管不力造成的，按照规定，一个行业下设子行

业需要相关企业达到一定数量， 这一时半会难

以实现” 。

亦有分析指出， 目前监管部门并未叫停发

行定价高于行业市盈率的行为， 已经为发行定

价留了活口子， 未来不排除有更多的公司根据

情况选择突破行业市盈率这条隐形红线。

融合发展推动

中国迈向新媒体强国

（上接A01版）国务院副秘书长王仲伟、国

家互联网信息办副主任任贤良、 新华社副社长

慎海雄、中国工商银行行长易会满，国内各大高

校和研究机构学者、主要互联网企业负责人、媒

体代表等200余人参加了此次大会。 报告发布

前后， 与会人士就新媒体产业融合、 互联网安

全、互联网金融、新媒体版权、新媒体与新经济

等议题展开了对话和观点交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