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以案说法

习近平：积极发展农民股份合作

（上接A01版）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

农村集体经济运营新机制。 搞好这项改革，一项

重要基础工作是保障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

利。 要探索集体所有制有效实现形式，发展壮大

集体经济。 试点过程中，要防止侵吞农民利益，

试点各项工作应严格限制在集体经济组织内

部。 我国农村情况千差万别，集体经济发展很不

平衡，要搞好制度设计，有针对性地布局试点。

习近平指出，我们的科技计划在体系布局、

管理体制、运行机制、总体绩效等方面都存在不

少问题， 突出表现在科技计划碎片化和科研项

目取向聚焦不够两个问题上。 要彻底改变政出

多门、九龙治水的格局，坚持按目标成果、绩效

考核为导向进行资源分配，统筹科技资源，建立

公开统一的国家科技管理平台， 构建总体布局

合理、功能定位清晰、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计划

体系和管理制度， 以此带动科技其他方面的改

革向纵深推进， 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创立

一个好的体制保障。 政府部门主要负责科技计

划（专项、基金）的宏观管理，不再直接具体管

理项目，通过统一的国家科技管理平台，建立决

策、咨询、执行、评价、监管各环节职责清晰、协

调衔接的新体系。 要根据国家战略需要和科技

创新规律，构建新型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管

理体系，避免重复申报和重复资助。 科技布局上

既要注重全面布局，也要讲究重点突破、非对称

发展，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形成聚焦重

点任务配置资源、集成攻关的新体制。

习近平强调，研究、思考、确定全面深化改

革的思路和重大举措， 必须进行全面深入的调

查研究。 要下功夫查找突出问题和现实困难，下

功夫发现基层的有益探索， 下功夫了解党内外

对改革的各种意见和建议， 下功夫了解群众的

所想所盼，精准把脉、精确制导，为方案制定接

地气、攒底气。 要主动听取各方面意见，是什么

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 对方案的不同意见，牵头

部门要担负起协调责任。 改革所涉及的法律法

规立改废及试点工作所需法律授权问题， 要与

立法部门主动衔接，相向而行、同步推进。

习近平指出，随着改革方案不断出台，抓落

实的任务越来越重。 要把抓改革举措落地作为

重要政治责任，强化主责部门和一把手责任，要

敢于担当，主动作为。 不仅要重视改革施工方案

质量，更要考核验收改革竣工结果，没有完成或

完成不到位的要问责。 对通过的方案要查哨查

铺，确保落实到位。 要调配充实专门督察力量，

开展对重大改革方案落实情况的督察， 做到改

革推进到哪里、督察就跟进到哪里。

阿里复星筹建

浙江网商银行获批

（上接A01版）

互联网银行“提速”

浙江网商银行将暂不能跨区经营， 主打特

色是“互联网银行” 。俞胜法告诉中国证券报记

者， 浙江蚂蚁小微金融服务集团有限公司自筹

备以来一直定位于做平台和生态， 致力于用金

融云技术、 大数据去支撑互联网金融的战略未

来。 浙江网商银行作为浙江蚂蚁小微金融服务

集团有限公司生态的一部分， 会采取全网络化

营运， 为电子商务平台的小微企业和草根消费

者提供有网络特色、适合网络操作、结构相对简

单的金融服务和产品。 浙江蚂蚁小微金融服务

集团有限公司会坚持扩大同更多银行和金融机

构的合作， 以自身的平台和技术为更多金融机

构服务用户提供支撑， 共同构筑面向未来的金

融生态， 包括浙江网商银行自身会探索以开放

和平台化的方式运作。

俞胜法说：“浙江网商银行会坚持小存小

贷业务模式， 主要满足小微企业和个人消费者

投融资需求，具体来说是指主要提供20万元以

下的存款产品和500万元以下的贷款产品。 ”

微众银行相关人士此前透露， 微众银行在

性质上虽是一家城市商业银行， 但是以数据为

主导、主要服务大众客户和微型企业的“互联

网银行” ，经营规模不受地域限制。 微众银行将

彻底颠覆传统的银行思维， 主要服务对象是小

微和个人，不依靠传统银行的借贷业务思路，完

全依靠大数据和技术进行信贷业务， 甚至可能

不设物理网点等。这位人士透露，微众银行将在

年底前完成筹备。

分析人士表示， 互联网银行模式的诞生有

助于互联网商业生态发展和延展， 对现有金融

体系是一个有益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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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实施积极的进口促进战略

12月1日起全国煤炭资源税改为从价计征

□据新华社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9月29日主持召开国务

院常务会议，确定加强进口的政策措施，促进扩

大对外开放；决定实施煤炭资源税改革，推进清

费立税、减轻企业负担；部署强化审计工作，推

动政策措施落实、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会议指出，兼顾当前和长远，实施积极的进

口促进战略，加强技术、产品和服务进口，有利

于增加有效供给、满足国内生产生活需求，提高

产品质量，推进创业创新和经济结构优化升级，

也有利于用好外汇储备，促进国际收支平衡，提

升开放合作水平。会议确定，一是鼓励扩大先进

技术设备和关键零部件进口，调整《鼓励进口技

术和产品目录》；支持金融和融资租赁企业开展

进口设备融资租赁业务； 完善科教和科技开发

用品进口税收政策，助力企业创新、推动产业升

级。 二是扩大研发设计、节能环保、环境服务等

高端生产性服务进口。 三是稳定国内需要的资

源进口， 合理增加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牛羊

肉、水产品等一般消费品进口。四是推动进口管

理便利化。实行24小时和节假日预约通关，加快

自动进口许可管理商品无纸化通关试点。 扩大

采信第三方检验检测认证结果， 缩短检验检疫

时间。五是搭建进口贸易平台，在公平竞争原则

下，利用跨境电子商务等新模式增加进口。鼓励

企业在海外建立采购网点和渠道。 发展多双边

贸易，拓展经济发展空间。

会议认为， 煤炭资源税改革是深化财税体

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和既定任务。 目前我国原油、

天然气资源税改革已全面实施， 实行煤炭资源

税改革，完善资源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既能让资

源地区受益，推进区域协调发展，通过减少名目

繁多的收费，增强企业发展后劲，也可促进煤炭

资源合理开采利用，推动科学发展。 会议决定，

在做好清费工作的基础上， 从今年12月1日起，

在全国将煤炭资源税由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

征，税率由省级政府在规定幅度内确定。会议要

求，要立即着手清理涉煤收费基金，停止征收煤

炭价格调节基金，取消原生矿产品生态补偿费、

煤炭资源地方经济发展费等， 取缔省以下地方

政府违规设立的涉煤收费基金， 严肃查处违规

收费行为，确保不增加煤炭企业总体负担。

会议强调，进一步加强和创新审计工作，有

利于保障公共资金安全、提高使用绩效，推动国

家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更好服务改革发展、民生

改善和社会进步。 一要围绕稳增长、促改革、调

结构、惠民生、防风险，把审计范围扩大到国家

重大政策措施落实、重大项目落地、简政放权推

进等方面，推动解决财政资金沉淀问题，把宝贵

的资金用在刀刃上。二要加强重点审计，及时发

现财政金融、国有资产、能源资源、民生和环境

保护等领域的薄弱环节、风险隐患，特别是重大

违法违纪案件线索，维护财经纪律，完善防范机

制，促进廉政建设。三要加大对依法行政情况的

审计力度，纠正损害群众利益、妨害公平竞争等

问题，维护市场秩序和公平正义。四要完善审计

工作机制。 各地区、 各部门要积极协助审计工

作，依法接受审计监督，提供完整准确真实的信

息资料，狠抓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落实。

阎庆民：全力化解部分敏感行业风险

□本报记者 陈莹莹

银监会副主席阎庆民近日在2014年股份制

商业银行行长联席会上表示， 股份制商业银行

必须大力化解信用风险， 全力化解部分敏感行

业风险，加快不良贷款核销。

他表示， 股份制商业银行要科学统筹设

计，在改革创新、提质控险中把握好“四个坚

持” 。 一是坚持以优化机制为突破口。 股份制

商业银行要根据资本水平和风险管理能力，

合理确定风险偏好和发展战略； 树立正确的

发展观并结合银行实际， 加快建立以风险调

整后资本回报率和经济增加值为基础的绩效

考评体系。 二是坚持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基础。

在盘活存量上，不断拓展处置渠道，加强并购

整合与重组清收， 真实、 完整地反映不良资

产，加大不良资产处置力度；在用好增量上，

坚持有保有压、有扶有控、有进有退的原则，

严格执行差异化信贷政策， 加大对重点领域

和金融服务薄弱地区的信贷支持。 三是坚持

以防范风险为底线。 必须大力化解信用风险。

全力化解部分敏感行业风险， 加快不良贷款

核销；注意平台贷款结构变化的风险；着力防

范联保互保风险；严格控制操作风险。 四是坚

持以依法合规为准绳， 严格遵循审慎经营的

原则，遵守监管规定和业务流程，稳健开展业

务；必须与风险管控能力相匹配，通过改革创

新开发新的利润增长点时， 必须充分考虑自

身风险承受能力，要在明晰责任、严格设限、

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开展业务。

据银监会统计，截至6月末，全国股份制商

业银行占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的18.52%，

同比上升 0.5个百分点 ； 平均资本充足率

10.92%，同比上升0.5个百分点；小微企业贷款

余额3.27万亿元，同比增长19.34%，占银行业全

部小微贷款余额的17.13%。

广东国企混合所有制项目拟引民资逾770亿元

□本报记者 常仙鹤 见习记者 黄悦

第二次广东省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项目展

示对接活动29日在广州举行，逾300家民营企业

和50多家国有企业参会，180个对接项目在会上

展示，涉及交通物流、金融服务、基础设施、节能

环保、生物医疗等17个行业，计划引入民间资本

超过770.8亿元。

当天签约项目共43个， 引入民间资本

376.6亿元，涉及房地产、生物医疗、食品加

工、冶金矿产等行业。 其中，省属企业签约项

目14个，引入民间资本235.6亿元；地市国有

企业签约项目29个， 引入民间资本超过141

亿元。

在此次对接活动推出的180个项目中，采用

增资扩股、 合资新设企业等增量方式的项目有

128个，占项目总数的71%。 其中，风华高科高

性能磁性材料技改扩产项目以增量引进战略投

资者、 转让部分股权、 成立新公司等方式融资

6000万元-1.3亿元。 广东水电集团拟作为主发

起人，联合省内外投资者、金融机构发起设立30

亿-50亿元规模的清洁能源产业并购基金。 广

东省机场管理集团的“空地联运平台” 项目将

作为交通行业的B2C电商网站， 为出行人群提

供一站式交通服务。

2月底，广东省举办首批省属国有企业与民

间资本对接会， 共有10家省属企业与合作方现

场签约，引入民间资本超过500亿元。 会上推出

省属国企54个招商项目， 拟引入民间资本超过

1000亿元。 广东省国资委副主任周兴挺29日表

示，截至目前，当时现场签约的10个项目已基本

完成，推出的54个项目已完成9个，引入民间资

本389.47亿元； 在谈并已进入实质阶段项目20

个，涉及金额322.48亿元；累计对接资本比例达

56.65%， 集聚民间资本和金融支持资本累计超

过2000亿元。

下半年国际收支

料双向波动震荡

国家外汇管理局29日发布的《2014年上半

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称，下半年国内外仍存在

许多不确定、不稳定因素。 在贸易和直接投资继

续维持较大规模顺差的基础上，我国国际收支可

能呈现双向波动的震荡走势。 与实体经济相关的

贸易投资仍将维持一定规模顺差。 一是下半年全

球经济复苏将有所加强，外需回暖有利于我国出

口需求的改善；二是我国出台了多项外贸支持措

施，这些措施正在逐步落地，有助于外贸进出口

稳定增长；三是一系列结构调整和改革措施出台

以及“微刺激”政策逐步落实，有利于提振市场

信心、稳定经济增长，吸引长期资本流入。

国家外汇管理局同日公布， 二季度我国经

常项目顺差4523亿元人民币，资本和金融项目

逆差998亿元人民币， 国际储备资产增加1380

亿元人民币，其中外汇储备资产增加1401亿元

人民币。（任晓）

侥幸心理不可取 内幕交易难逃法律制裁

□本报记者 顾鑫

内幕交易行为有三大构成要件，从内幕信息

的范围看，凡是对证券价格有重大影响的尚未公

开的信息均可认定为内幕信息；从内幕人员的范

围看，除了公司内部人员外，通过骗取、套取、偷

听、监听或私下交易等非法手段获取内幕信息的

其他人员也可认定为内幕交易行为主体；从内幕

交易的行为方式看， 包括利用内幕信息买卖证

券、泄露内幕信息和建议他人买卖相关证券等情

形。 从案例看，内幕交易行为主体存在侥幸心理，

但最终还是落入法网，难逃法律制裁。

严打串通和指使他人内幕交易

内幕信息知情人应严守内幕信息， 避免内

幕信息泄露，若不顾法律约束、串通和指使他人

进行内幕交易，必将受到严厉制裁。

例如，2007年1月，李启红任中山市市长后，

开始策划运作中山公用前身———公用科技公司

的重组事宜。 李启红任命谭庆中为公用科技母

公司公用集团的党委书记和董事长， 令其负责

公用科技的重组。 李启红本人则借此机会，在内

幕信息敏感期内，串通其丈夫、弟媳等人购买中

山公用的股票，共筹集投入670多万元，不到2个

月获利1980多万元。李启红因内幕交易罪、泄露

内幕信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6个月， 罚金

2000万元。 此外，李启红还被处以受贿罪、被判

处有期徒刑6年，没收财产10万元。 两罪并罚判

处执行有期徒刑11年。

再如，2009年7月21日、22日，姚荣江在担任

新疆凯迪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期间，利用参与天

山纺织重组的职务便利，将“新疆凯迪投资重组

天山纺织”的内幕信息泄露给王清和曹戈，并指

使王清利用两人共同经营的新疆瀚阳投资有限

公司的资金买入天山纺织股票。 本案中，内幕信

息的传递并非传统“一对一” 的私下传递，而是

呈现出“多向传递”和“多级传递”的特点。 姚荣

江将内幕信息传递给王清和曹戈，王清又泄露给

王继红、刘劲松、李烽等人，曹戈则泄露给陈雪

松，是典型的内幕信息多层次传递案件。

“朋友圈”内幕交易无处藏身

“朋友圈”内幕交易中的内幕信息传递过程

较为私密， 但仍难逃严厉的内幕交易防控措施，

最终内幕交易行为主体必将受到应有的惩罚。

以罗永斌内幕交易案为例。 2010年底至

2012年1月31日，在湖北丽源董事长罗某、上市

公司安诺其第一大股东纪某、 第二大股东臧某

等人的协调和沟通下， 安诺其与湖北丽源达成

项目重组协议。2012年2月1日，安诺其发布公告

称， 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公司股票自

2012年2月1日起停牌。 2012年3月2日，安诺其

发布公告称， 公司董事会通过发行股份及现金

购买资产预案，股票于当日复牌。 复牌后安诺其

股票连续4个交易日涨停。

2012年1月5日晚上，安诺其法人股东上海

嘉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徐某与

纪某一起吃饭（二人为校友关系），纪某向徐

某透露正在收购湖北一家公司，并向徐某透露

项目进展情况。 罗永斌与徐某系好朋友关系，

较早前认识，平时联系比较多。 在2012年1月5

日至16日间，罗永斌与徐某有多次电话和短信

联络。

2012年1月17日至18日间， 罗永斌利用

“吕某” 账户，买入“安诺其” 39.37万股，买入

均价7.61元，2012年3月7日全部卖出， 卖出均

价11.53元，获利151.44万元。 2012年1月18日

至20日，罗永斌利用“俞某” 账户，买入“安诺

其” 38.22万股， 买入均价7.84元，2012年3月7

日全部卖出，卖出均价11.39元，获利133.22万

元。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

社会危害程度， 证监会依法做出行政处罚：没

收罗永斌违法所得284.66万元， 并处以284.66

万元罚款。

再以马国秋内幕交易案为例。2011年11月2

日，ST宝龙副总经理彭某与赤峰吉隆矿业有限

责任公司赵某某（董事长）、吕某某（总经理）

等以及西南证券投行三部高级执行董事陈某某

就吉隆矿业借壳上市事项初步接洽。同年11月6

日，西南证券派人以做IPO尽职调查的名义前往

吉隆矿业调查。 11月18日，吉隆矿业赵某某前往

东莞虎门与ST宝龙董事长郑某某等进行面谈，

双方就关心的净壳、估值、利润保证、重组股价

及迁址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并对借壳重组事项

达成意向。 ST宝龙向吉隆矿业发行股份购买全

部资产行为， 涉及重大资产重组， 属于内幕信

息，该内幕信息敏感期始于2011年11月18日ST

宝龙和吉隆矿业达成重组共识，终于2012年1月

5日ST宝龙停牌。

2011年12月，ST宝龙停牌前夕， 马国秋从

研究生同学西南证券陈某某处获知内幕信息，

累计买入“ST宝龙” 两日成交总额1/5的股份。

停牌2个多月后，ST宝龙于2012年3月20日复牌

并公告收购报告书等重组文件。从该日起，ST宝

龙开始疯涨之路， 从2012年3月20日至4月16

日，连续15个交易日涨停，累计涨幅达107.94%，

股价也由8.44元飙升至17.55元。 马国秋于第14

个涨停日选择卖出获利了结， 实际获利达

136.89万元。

2011年12月1日至2012年1月31日期间，马

国秋和陈某某共有14次通讯记录， 联络接触频

繁。 同时，马国秋的交易活动也与内幕信息的形

成发展高度吻合。 根据《证券法》第202条的规

定， 证监会最终决定没收马国秋违法所得

136.89万元，并处以136.89万元罚款。

人民币对欧元

直接交易启动

经中国人民银行授权，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

29日宣布，在银行间外汇市场开展人民币对欧

元直接交易。央行表示，开展人民币对欧元直接

交易，有利于形成人民币对欧元直接汇率，降低

经济主体汇兑成本， 促进人民币与欧元在双边

贸易和投资中的使用。

农业银行29日消息，农行作为银行间外汇市

场首批人民币对欧元直接交易做市商，其法兰克

福分行已与德意志银行伦敦分行在海外银行间

市场完成首笔人民币对欧元直接交易。（任晓）

中原证券重启A股上市

中州证券（01375.HK，在内地名称为中原

证券）29日发布公告称，公司董事会通过决议，

将向中国证监会等监管机构重新提交A股发行

申请，拟在上交所发行不超过8.77亿A股股份。

此举标志着中原证券重启A股上市。 中原证券

相关负责人表示， 将抓住中原经济区建设和郑

州航空港经济综合试验区建设的重大机遇，以

公司上市为契机，用3-5年的时间，把中原证券

打造现代化的，包括证券、期货、直投、基金、银

行等在内的大型金融控股集团。 （刘亮）

险资投资信托产品

偿付能力认可标准下调

保监会网站29日发布的《保险公司偿付能

力报告编报规则———问题解答第24号：信托计

划》， 调降保险资金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偿

付能力认可标准。 保险公司投资的固定收益类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用评级为AAA级的，以

账面价值的90%作为其认可价值， 此前为

95%；信用评级为AA级以上（含AA级）但低

于AAA级的， 以账面价值的85%作为其认可

价值，此前为90%；信用评级为A级以上（含A

级）但低于AA级的，以账面价值的75%作为其

认可价值，此前为80%。信用评级为A级以下或

没有评级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为非认可资

产。保险公司投资的权益类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以账面价值的75%作为其认可价值， 此前为

80%。（李超）

山东证监局和中金所

开展培训

山东证监局日前联合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

召开金融期货衍生品专题培训会， 旨在进一步

推动辖区期货经营机构创新发展， 宣传市场发

展最新形势和创新政策导向， 积极促进辖区期

货市场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培训围绕期

货公司如何应对行业创新发展带来的机遇与挑

战、 我国金融期货衍生品市场发展现状及前景

展望、股指期权与资产管理等内容。山东辖区各

期货经营机构及部分IB证券经营机构的负责

人等130多人参加了培训。 （康书伟）

上证国企改革等指数

下月发布

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证指数有限公司日前

宣布，将于10月28日发布上证国有企业改革指

数和上证股债风险平价指数。

上证国有企业改革指数以全部发生及拟发

生改革的国有企业公司作为待选样本， 选取不

超过50只股票构成指数样本股。 上证股债风险

平价指数由上证180、 上证380、 上证5年期国

债、上证企债30指数构成。 模拟结果显示，2006

年以来， 上证股债风险平价指数年化收益率

4.72%，年化波动率2.03%。（周松林）

期指高位震荡

29日，A股早盘高开高走，上证综指在接近近

期新高后回落，随后维持高位震荡，连续5日收涨。

目前市场仍处于经济下滑和政策期许的博弈中。

今日是国庆节前最后一个交易日， 节前高位震荡

概率大，短线参与为主。（首创期货 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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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1410 610,894 146,791 2,450 2,455 2,454

IF1411 5,455 2,875 2,462 2,460 2,460

IF1412 27,727 34,090 2,466 2,468 2,467

IF1503 2,444 8,286 2,490 2,488 2,488

5

年期国债期货行情

TF1412 1,618 10,093 95 95 95

TF1503 21 126 95 95 95

TF1506 7 40 95 95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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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O1410-C-2400 91.4 3.7 4.22 18726 8302

IO1410-P-2300 15.9 4.3 37.07 8341 11193

IO1410-C-2300 172.5 7.7 4.67 5450 3790

IO1410-P-2400 36.1 0.9 2.56 4939 4607

IO1410-C-2350 128.4 8.5 7.09 4005 3934

IO1410-C-2550 18.8 -2.4 -11.32 3803 3458

IO1410-C-2450 59.9 2 3.45 3482 6288

IO1410-P-2350 24.2 7.4 44.05 3421 7455

IO1411-C-2500 86.1 3.7 4.49 3964 1292

IO1411-C-2600 29.9 -8.2 -21.52 2013 2339

IO1412-C-2550 69.5 14.2 25.68 1801 1207

IO1412-C-2600 38 1 2.7 1096 2794

IO1503-C-1900 600.3 2.1 0.35 588 1609

IO1503-P-1900 3.5 -19.4 -84.72 459 3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