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住房公积金贷款多项收费取消

□本报记者 张敏

据新华社官方微博新华视点消息， 三部门

发文， 取消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保险、公

证、新房评估和强制性机构担保等收费项目，减

轻贷款职工负担。

目前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涉及两笔主要费

用，分别为评估费和担保服务费。 其中，评估费

按照抵押物估值的3‰收取， 最高不超过1500

元。担保服务费按照贷款额的3‰收取，最低300

元。 业内人士表示，这两项费用占总房款的比重

较小，是购房过程中较小的费用支出。 监管部门

将其取消，体现了刺激需求的政策思路。 中原地

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分析， 在限购松绑和贷款

新政之后，楼市的第三轮救市政策正在酝酿中，

其主要特征是增加购房补贴、 调整税费收费政

策、要求公积金降低首付等。 预计后续还有更多

减免房地产相关税费的政策出台。

深交所18日

开展优先股全网测试

深交所近日发布通知称， 为做好深圳市场

优先股试点业务的技术准备工作， 深交所和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定于

10月18日组织全网测试，验证市场参与各方技

术系统和业务功能的正确性。

此次测试主要内容包括： 优先股的投资者

适当性管理与合格投资者报备， 投资者协议转

让、转股、回售、转托管等业务的委托申报与成

交回报，优先股协议转让、转股、回售、转托管与

赎回等业务的清算交收处理， 证券信息库

SJSXX.DBF、行情库SJSHQ.DBF、新证券信息

库 SJSXXN.DBF、 综 合 行 情 库 SJSZHHQ.

DBF、 盘后行情库SJSPHHQ.DBF等即时行情

的接收与显示情况测试。 (张莉)

中证高等级短融及

美元对冲指数下月发布

中证指数公司将于11月5日发布中证高等

级短融指数与中证高等级短融美元对冲指数。

境外机构将以这两条指数为投资标的， 开发债

券指数基金产品。

中证高等级短融指数基日为2007年12月31

日，基点为100点。 截至2014年10月10日，指数

的样本数量为503只，市值11549亿元，收盘点位

为131.11，较年初上涨4.78%，较基日上涨31%；

指数到期收益率为4.83%，修正久期为0.44。

中证高等级短融美元对冲指数是中证汇率

对冲指数系列中的一条。 该指数模拟投资高等级

短融指数的美元头寸并开设美元兑离岸人民币

一个月远期多头仓位的投资策略，以保护高等级

短融的投资效益不被外汇波动所侵蚀。 (周松林)

今年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任务接近完成

□本报记者 张敏

住建部13日公布，截至9月底，今年全国城

镇保障性安居工程新开工720万套， 基本建成

470万套， 分别达到年度目标任务的103%和

98%，完成投资10700亿元。

2014年，全国计划新开工城镇保障性安居

工程700万套以上（其中各类棚户区470万套以

上），基本建成480万套。 为保障完成2014年保

障性安居工程目标任务，住建部从今年7月起开

展覆盖全国各市县、 每个项目的保障性安居工

程建设巡查工作，目前该项工作已经完成。

住建部部长陈政高此前指出， 今年全国保

障性安居工程建设进展良好， 但同时也存在一

些问题。有的省份到现在资金还没有完全落实，

一些项目还没有开工； 一些地方已建成的保障

性住房出现部分闲置； 一些地方保障性住房的

规划设计、使用功能、质量存在问题；公租房运

行体制、机制尚不完善。明年要继续加大保障性

安居工程建设力度，合理确定建设任务；工矿、

林区、垦区棚户区改造要在摸清底数的基础上，

打一场攻坚战； 进一步研究完善已建成的保障

性住房的使用和管理体制机制； 要为明年保障

性安居工程开工做好资金、土地等方面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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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小川：预计今年GDP增长7.5%左右

乐见更多国家接受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

□本报记者 任晓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日前在第30届国

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IMFC）部长级会议上表

示，当前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处于合理区间，就业

情况好于预期，通货膨胀稳定在较低水平，结构

调整和各项改革稳步推进， 预计全年GDP增速

在7.5%左右。

他表示，尽管房地产市场调整、环境污染治

理和制造业增速放缓短期内对经济增速产生一

定影响， 但随着城镇化推进和经济增长方式转

变， 中国经济中长期将实现更可持续和更高质

量的增长。 中国政府将继续执行稳健的货币政

策，推进各项金融改革，并加强对风险的管理。

周小川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随着中国经

济增长， 有更多的国家愿意接受人民币作为储

备货币是一件好事； 当然这也意味着我们还有

很多工作需要完成， 包括减少对金融市场的行

政干预，更加市场化，逐步使人民币成为完全可

自由兑换的货币。

继英国财政部日前宣布正式启动首只人民

币主权债券的发行程序后，媒体报道称，欧洲中

央银行也在考虑将人民币资产纳入其外汇储

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副总裁朱民表

示， 中国人民银行已经与几十个境外货币当局

签订了双边货币互换协议， 人民币已经变成一

定程度上的世界储备货币，IMF将于明年讨论

是否将人民币纳入IMF特别提款权 （SDR）的

一篮子储备货币。

本届IMFC部长级会议主要讨论全球经济

和金融市场的近况和风险、 全球政策议程和基

金组织改革等问题。会议指出，当前全球经济持

续复苏但不平衡，下行风险有所增加。发达经济

体中，美英经济复苏显著，日本经济温和复苏，

欧元区复苏前景仍不确定， 新兴市场经济体增

速有所放缓，但仍处于较高水平，低收入国家增

长较为强劲。面对当前形势，各国需果断推进和

落实结构改革，扩大就业，提振需求，引导信贷

流向实体经济，重视防范金融风险。发达经济体

应加强货币政策常态化的设计和沟通， 最大程

度减少负面溢出效应， 多数发达经济体还应制

定和执行强有力的中期财政整顿计划； 新兴市

场经济体应重建政策空间，完善经济体制机制，

降低经济脆弱性，防范外部金融冲击。会议敦促

美国尽快批准201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和

治理结构改革方案。 如果2010年改革方案在今

年底前仍没有落实， 基金组织成员国将讨论推

进基金组织改革的替代方案。

期指短线或延续震荡

10月13日， 沪深两市早盘低开后继续下

探，午后在煤炭、军工、地产板块带动下小幅

回升。 沪深300股指期货主力合约IF1410收

报2454.4点，跌幅0.44%；成交量较前一交易

日略有增加，全天成交71.87万手；持仓量继

续减少至11.08万手。期指短线或延续窄幅震

荡走势。

当日， 国债期货主力合约TF1412早盘高

开， 收报94.650， 涨幅0.18%； 成交量有所放

大，全天成交2092手；持仓量有所增加，达1.03

万手。 国债期货在94.30处有较强支撑并得到

有效考验， 本次反弹有望挑战94.80-95.10强

阻力带。

当日， 沪深300股指期权挂牌合约共86

个， 总成交量相比前期有所回落， 全天成交

192575手，总持仓量为428328手，当日成交量

“看跌/看涨期权比率” 为2.1712。 主力合约月

份期权合约全天成交量占总成交量比重达

55.64%，次主力月份成交量占比达28.29%。 成

交量最大的合约是IO1410-C-2400.CFE，全

天成交20840手。（国际期货 万军 刘锴）

■上交所投资者之声第十六期

港股通投资者问答

之《沪港通试点办法》及《港股通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指引》解读

【编者按】2014年9月26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

了《沪港通试点办法》及《港股通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指

引》（以下简称“《适当性指引》”）。 为帮助投资者进

一步了解《沪港通试点办法》及《适当性指引》的规

定，我们在此集中解读上述规定所涉及的若干问题。

一、《沪港通试点办法》规定了哪些基本内容？

作为上交所对沪港通业务进行规范的主要规则，

《沪港通试点办法》全面详细规定了沪港通交易业务

开展的基本模式和具体要求。 该办法共六章、124条，

主要内容包括：

一是沪股通交易方面。规定了联交所证券交易服

务公司须申请取得上交所交易参与人资格；沪股通标

的股票的范围、调入调出规则；交易方式、订单类型、

保证金交易和担保卖空等特别制度安排；额度控制公

式及达到额度上限时的处理方式；达到持股比例限制

时的措施等。

二是港股通交易方面。规定了投资者参与港股通

交易的适当性要求及方式；会员参与港股通业务的方

式和要求；港股通股票的范围、调入调出规则；额度控

制公式及达到额度上限时的处理方式； 指定交易、第

三方存管、资金和证券进行前端控制等与境内A股交

易相同的安排。

三是交易异常情况处理。参考上交所市场现有的

异常情况处理规则，考虑到沪港通业务中的跨境交易

技术风险等因素，对沪股通、港股通可能发生的交易

异常情况的处置措施、市场公告等事项作出了规定。

四是自律管理。针对沪港通可能出现的违规交易行为

及其他违规行为，明确了交易监控、违规行为调查、协

助对方交易所调查、 提请对方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

对对方交易所证券交易服务公司和上交所会员的监

管与纪律处分等内容。

投资者可以登录上交所网站（www.sse.com.

cn），在“法律规则” 项下“本所业务规则” 中查询

《沪港通试点办法》及《适当性指引》的具体条文。

二、《沪港通试点办法》 对港股通交易应遵循的

基本原则是怎样规定的？

沪港通在加强沪港两地资本市场联系、推动资本

市场双向开放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也为内地和香港

两地投资者通过当地证券公司（或经纪商）买卖规定

范围内的对方交易所上市的股票提供了途径。

在规则适用方面，《联合公告》及《沪港股票市场

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若干规定》 明确沪港通交易结

算活动遵守交易结算发生地市场的规定及业务规则的

基本原则。 具体在港股通业务中，港股通交易的委托发

生在内地，对此《沪港通试点办法》明确其适用上交所

《交易规则》及上交所其他相关业务规则，而申报和成

交发生在香港市场，主要遵循联交所市场规则。

此外，《沪港通试点办法》 也兼顾到港股通为跨

境交易的特殊性，诸如，在自律管理方面，从监管角度

进一步明确港股通投资者、 证券公司参与港股通交

易，不得违反《沪港通试点办法》的规定，也不得违反

香港市场关于失当行为的监管规定等。

三、上交所设立的证券交易服务公司在港股通交

易中承担什么样的职责？

证券交易服务公司模式是沪港通交易机制的重要

制度设计。 以港股通为例，上交所证券交易服务公司经

申请成为香港联交所的特殊交易所参与者， 为投资者

及证券公司提供港股通交易的订单路由服务。 投资者

向其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提交的港股通交易委托，通

过上交所证券交易服务公司向联交所进行申报， 以买

卖规定范围内的联交所上市股票。 待投资者的订单在

联交所经撮合成交后， 交易结果及其他交易记录将通

过相同路径由联交所返回至上交所证券交易服务公

司，再返回证券公司，并由证券公司发送给投资者。

相关流程如下：

投资者在参与港股通交易时，还应当关注上交所

证券交易服务公司通过其指定网站公布的港股通

交易相关信息：诸如，港股通股票名单、港股通交

易日和交易时间、 港股通交易每日额度及总额度

的使用情况等，以做出投资决策。

四、《沪港通试点办法》 中规定了哪些投资者

参与港股通交易时应关注的特别事项？

《沪港通试点办法》对港股通交易特别事项做

出专门规定， 提示投资者在参与交易前关注以下

主要内容：

一是交易日和交易时间。港股通仅在沪港两地

均为交易日且能够满足结算安排时开通，因此，港

股通交易日与内地A股或者香港市场交易日并不

完全重合。 投资者可以通过上交所证券交易服务

公司的指定网站查询港股通的交易日和交易时

间。

每个港股通交易日的交易时间按联交所的规

定执行。 在香港市场，交易时间包括开市前时段和

持续交易时段。 对港股通投资者而言，可以在港股

通交易日的9:00-9:15参加联交所开市前时段的

交易申报， 在9:30-12:00,13:00-16:00参加联

交所持续交易时段的申报。

此外，如果发生上交所证券交易服务公司认定

的特殊情形， 导致或者可能导致港股通交易服务

无法正常进行的， 上交所证券交易服务公司可以

调整港股通交易日、交易时间并向市场公布。

二是交易方式和订单类型。港股通投资者的交

易委托包括整手交易和碎股 （即不足一个买卖单

位的证券）交易。 其中，整手交易通过联交所自动

对盘系统进行， 碎股只能通过联交所半自动对盘

碎股交易系统卖出且不可以买入。 港股通参与联

交所自动对盘系统交易，在联交所开市前时段，应

当采用竞价限价盘委托，在持续交易时段，应当采

用增强限价盘委托。

三是订单更改。 港股通订单如果已经申报的，

那么投资者不得更改申报价格和申报数量， 但是

在联交所允许撤销申报的时段内 （即港股通交易

日 的 9:00-9:15,9:30-12:00,12:30-16:00），

可以撤销未成交的港股通申报。

四是回转交易。投资者在参与港股通交易时应

了解，其当日买入的港股通股票，经确认成交后，

在交收前即可以卖出。 在香港市场，股票交易实行

T+2交收，那么，投资者买入的港股通股票是可以

在交收前的T日及T+1日卖出的，但投资者也应注

意由此可能产生的风险。

五是交易信息。 港股通股票的即时行情等信

息，由联交所发布。 投资者应注意，与香港本地投

资者一样， 港股通投资者需通过付费方式获得港

股交易的行情信息。 尽管投资者通过港股通业务

可以获得香港证券市场免费一档行情，但是，此行

情与通过付费方式获得的即时行情相比， 在刷新

频率、档位显示、证券范围等方面都存在差异。 如

果投资者仅依据此行情做出港股通投资决策，那

么应当注意可能面临的风险。

六是权益证券处理。投资者因港股通股票权益

分派、 转换、 上市公司被收购等情形或者异常情

况，所取得的港股通股票以外的联交所上市证券，

可以通过港股通卖出，但不得买入，上交所另有规

定的除外；因港股通股票发行人供股、港股通股票

权益分派或者转换等所取得的联交所上市股票的

认购权利凭证在联交所上市的， 可以通过港股通

卖出，其行权等事宜按照中国证监会、中国结算的

相关规定处理；因港股通股票权益分派、转换或者

上市公司被收购等所取得的非联交所上市证券，

不得通过港股通买入或者卖出。

更多关于港股通交易特别事项的规定，请投资

者参阅 《沪港通试点办法》 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 《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

试点登记、存管、结算业务实施细则》。

（下转A03版）

中证协

取消9项备案报送事项

□本报记者 蔡宗琦 李超

中国证券业协会网站13日公布的《关于集

中取消一批备案报送事项的通知》表示，在对现

有备案报送事项进行了全面清理后，经2014年9

月24日协会第五届常务理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 决定取消第一批共9件备案报送事

项， 包括客户资金第三方存管单客户多银行服

务实施方案备案、融资融券合同标准文本备案、

证券公司入股区域性股权市场或成为区域性市

场会员的备案等， 相关自律规则具体条款涉及

的备案报送要求自通知发布之日起停止执行。

中俄签署

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新华社记者 刘铮 王培伟

中国人民银行13日与俄罗斯联邦中央银行

签署规模为1500亿元人民币/8150亿卢布的双

边本币互换协议。 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指

出，此举旨在便利双边贸易及直接投资，促进两

国经济发展。 互换协议有效期三年，经双方同意

可以展期。2008年底以来，中国人民银行与20多

个境外货币当局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北京环球主题公园

项目获准

□本报记者 陈莹莹

中国证券报记者13日获悉，北京环球主题

公园项目日前获得国家发改委批准， 项目地点

位于通州文化旅游区， 预计2019年建成营业，

总投资将超过200亿元。 环球主题公园未来还

将计划建设商业街和主题度假酒店， 形成环球

度假区。

目前， 北京环球主题公园项目的中美合作

双方正抓紧推进建设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该项

目将由四家国有企业共同设立的北京首寰文化

旅游投资有限公司和康卡斯特NBC环球公司

旗下的环球主题公园及度假区集团合资拥有。

北京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该项目建设将

加快通州新城规划的实施。 项目所处的文化旅

游区周边市政设施、交通路网、环境绿化等配套

设施将加快建设和完善， 同时连接市区和通州

新城南部的轨道交通方案正在抓紧研究， 将进

一步提高环球主题公园及新城居民的交通出行

便利程度。项目的建设和运营将带动文化创意、

精品演艺、动漫制作、休闲度假、购物餐饮等一

批上下游产业加速发展。

东方电缆

明日在上交所上市

□本报记者 周松林

上交所消息， 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3134.9993万股A股股票将于10月15日在上交

所上市交易，证券简称为“东方电缆” ，证券代码

为“603606” 。 该公司A股股本为14135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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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货前结算价

IF1410 718714 110836 2465.2 2454.4 2465.2

IF1411 49183 20325 2477.2 2460.2 2471

IF1412 38889 37473 2481.6 2466.6 2479

IF1503 3263 8327 2495 2486.4 2498

沪深

300

股指期权仿真行情

简称 收盘价 涨跌 涨跌幅 成交量 持仓量

IO1410-C-2400.CFE 92.6 -12.1 -11.56 20840 7787

IO1410-C-2550.CFE 12 -2.9 -19.46 7588 4561

IO1410-C-2450.CFE 55.3 -11.3 -16.97 7453 6589

IO1410-P-2300.CFE 7.3 -2.6 -26.26 4307 12790

IO1410-C-2350.CFE 134.6 -9.3 -6.46 4179 3754

IO1410-P-2350.CFE 9.8 -3.7 -27.41 4046 8763

IO1410-C-2500.CFE 27.8 -4.6 -14.2 3385 4439

IO1410-P-2450.CFE 28.3 -7.6 -21.17 3283 4193

IO1412-C-2500.CFE 95.1 4.7 5.2 2792 10905

IO1411-C-2500.CFE 69.7 3.2 4.81 2170 1785

IO1411-C-2550.CFE 59.4 7.4 14.23 1706 2082

IO1411-C-2600.CFE 43.5 9.5 27.94 1666 2064

促进口新政有望加快落地

(上接A01版)此外，值得关注的两点是：

从商品种类看，仅有贵金属出口大幅上升；从国

别和地区来看，仅对中国香港、日本和韩国的出

口增长较快， 对欧美和其他新兴市场的出口仍

较疲弱。

进口大增难掩内需疲弱

9月进口同比增长7%，结束了连续2个月的

负增长，创下3月以来新高。分析人士认为，尽管

9月进口出现大幅增长， 但结合多个数据看，进

口数据更多反映的是国内经济增长可能在低水

平企稳，但难掩国内需求的疲弱。

连平认为， 西方国家需求旺季临近带动加

工贸易的增长是9月进口增长的主要原因。数据

显示，9月加工贸易进口设备同比增速高达

70.2%，进料加工贸易、来料加工装配贸易增速

分别达到32.6%、17.2%。

“但9月进口增速大幅回升难以掩盖内需

的疲弱。 ” 连平表示，9月进口增速比上个月

提升了9.3个百分点至7%，但更加反映国内需

求的一般贸易进口增速下降2.5%， 仍然是负

增长。

此外，值得关注的是，主要进口商品依然处

于低位。 9月铁矿砂及其精矿、未锻造的铜及铜

材、初级形状的塑料、原油、大豆进口增速分别

为-20.3%、-15.3%、-0.4%、1.8%、-1.1%。“由

于房地产行业下行及经济结构调整， 内需依然

疲弱，9月进口增速的回升主要是外需带动加工

贸易进口， 而主要大宗商品及上游原材料进口

不振表明内需依然没有明显改善。 ” 连平强调。

“9月进口增速明显超出预期，主要是受加

工贸易进口增速反常的推动。 ” 徐高同样表示，

一般贸易仍然处在顺差状况， 表明国内经济增

长动能不强，对原材料需求疲弱。

日前公布的多项数据显示， 近期内需依然

疲弱对进口需求带动有限， 制造业PMI进口指

数持续处于萎缩区间， 企业主动补库存的意愿

依然不强。连平认为，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处于低

位，主要进口大宗商品港口库存保持在高位，也

将影响到进口增速。综合判断，进口增速持续反

弹走高的可能性不大。

扩大进口措施料加快落实

海关数据显示，前三季度，我国进出口总值

31625.96亿美元，同比增长3.3%。虽然前三季度

进出口增速 “逐季好转” ， 但3.3%的增速，较

7.5%的外贸增长仍有明显差距。

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郑跃声在新闻发布会上

表示，从三个季度情况来看，要实现全年外贸进出

口7.5%的增长目标，任务十分艰巨。 9月底，世界贸

易组织下调了今年全球贸易增长的最新预期数

据。 地缘政治、大国关系的博弈等风险，也可能影

响着我国外贸的进一步走势。“但我们预判，今年

第四季度， 我国外贸进出口的形势将会继续好

转。 ”

需要指出的是，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总体进

口价格水平同比下跌了2.6%，月度进口价格已

经连续31个月同比下跌。 进口价格的下跌也在

一定程度上拉低了当期进口值的增速。 贸易顺

差仍在扩大。

郑跃声表示， 贸易顺差扩大现象将随着国

内相应政策的调整和进口的进一步扩大有所改

善。 近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门研究了扩

大进口的有关措施，随着这些政策措施的落地，

进口低迷现象会有进一步改进， 顺差也会得到

进一步的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