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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深300股指期权仿真交易主要合约情况表

期指短线调整

10月14日，沪深两市震荡下行，收盘沪深

300股指期货主力合约IF1410报2438.6点，跌

幅0.49%。 成交量较前一交易日基本持平，全天

成交71.99万手， 持仓量继续减少至9.17万手。

期指短线或将延续窄幅震荡走势。（国际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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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9856 91676 2449.6 2438.6 2450.6

IF1411 85958 32322 2454.8 2442.6 2455.8

IF1412 36986 39252 2460.8 2449 2463.8

IF1503 3113 8527 2485.8 2467 24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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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出台办法优化国资国企战略规划管理

□本报记者 徐金忠

据上海市国资委网站消息， 近日上海市国

资委印发了《市国资委委管企业战略规划管理

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同时《上海市

国有资产营运机构战略规划管理暂行办法》废

止。在上海国资国企改革不断推进的背景下，此

次《管理办法》突出了分类指导、股权结构、海

外战略等内容。

《管理办法》 提出上海市国资委将负责对

国资布局结构进行调整优化， 通过法定代表人

等派出的产权代表贯彻出资人意图， 指导企业

开展战略规划的编制、实施和管理，对企业战略

规划实施备案管理。

对比此次《管理办法》和之前发布的《上

海市国有资产营运机构战略规划管理暂行办

法》等文件发现，在上海国资国企改革不断推

进的背景下，《管理办法》 有不少创新之处。

《管理办法》明确提出，国企战略规划包括中长

期规划（五年及以上）、三年规划和年度实施计

划，并将按照分类监管进行相应规划等。

在战略规划的内容上，《管理办法》提出国

企的目标体系、 专项规划及实施步骤等内容都

可体现在战略规划中。 此外，《管理办法》还多

次提及了企业战略规划制订实施与国企法人代

表任期之间的关系。

分析人士认为，股权结构、融资规模等内容

的提出直接指向国企在资本市场的相关动作。

此外， 中国证券报记者此前在接触上海市国资

国企人士时获悉， 目前上海正在推动国企走向

海外，部分上海国企也在进行设立投资公司、财

务管理公司等工作。 而国企发展与企业负责人

任期之间的挂钩则与目前上海国企改革中管理

层考核、激励等内容相一致。

另据多方消息， 上海国资国企改革在四季

度或将迎来部分阶段性的成果。 此前上海市国

资委曾发布消息要求企业在10月底之前上报布

局结构优化调整行动方案初稿， 这一工作正在

进行。 目前从上海国资系统部分上市公司及国

企的动作中也可以看到改革的推进情况。

保监会：保险资金投资信托风险基本可控

□本报记者 李超

10月14日，保监会网站公布了《关于保险

公司投资信托产品风险有关情况的通报》，分析

和现场检查的结果显示，截至2014年二季度末，

78家保险公司（集团）投资信托计划累计投资

余额达2805亿元。《通报》认为，保险资金投资

信托总体规模占行业总资产份额较小， 且主要

为信用等级较高的AAA级产品， 风险基本可

控，但是仍存在一些较为突出的风险，主要表现

在投资规模增速快、投资集中度较高、关联交易

存在风险、基础资产不明确、信用评级机制不完

善等方面。

《通报》认为，总体看来，在投资规模增速

方面，2014年以来， 保险资金信托投资快速增

长， 前两个季度的季度增长率分别为41.3%、

37.7%。 部分公司投资增长显著高于行业平均

水平，部分公司投资余额占其自身总资产比例

较高。 在投资集中度上，近51%的信托投资集

中于房地产和基础设施等不动产领域，且交易

对手集中，检查还发现部分保险机构投资一家

信托公司发行产品规模占其信托投资的比例

过高。 《通报》认为，保险资金投资信托在关联

交易方面存在风险。

深交所发布《基金交易和申购赎回实施细则》

积极推动基金市场创新发展

□本报记者 张莉

近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发布《深圳证券

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交易和申购赎回实施细则》

（以下简称“《基金交易和申赎细则》”），对现行

基金交易、认购、申购和赎回业务规则进行了系统

梳理和整合， 改变了目前基金交易和申购赎回业

务规则比较分散、缺乏系统性的状况。此举是深交

所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和新“国九

条”有关要求，积极推动服务创新、持续完善基础

建设的重要举措， 有利于进一步推动交易所基金

市场的发展和创新，更好地服务市场各参与方。

据深交所方面表示，与现行业务规则相比，

《基金交易和申赎细则》 主要做了以下修改和

补充：一是明确了ETF、LOF、分级基金和封闭

式基金等四类上市基金品种的定义， 将ETF拓

展至非指数型基金； 二是增加货币ETF交易和

申购赎回的相关业务规范， 满足场内货币基金

上市交易的需求； 三是明确了基金份额大宗交

易的规则，对基金份额大宗交易和竞价交易、申

购、赎回之间的份额使用规定进行了具体描述；

四是增加了投资者保护的原则性规定。

截至2014年9月30日， 深交所上市基金数

量323只，场内资产净值约1256亿元。

据了解，下一步，深交所将完善基金交易平

台的功能，充分发挥市场参与方能动性，积极推

动基金市场的创新发展。 一是优化基金交易机

制和平台，完善相关配套制度；二是建立市场培

育的长效机制，丰富基金产品体系，提高市场流

动性；三是推动产品创新，尽快推出货币ETF，

积极推进商品期货ETF和深港两地基金交叉挂

牌，满足市场发展需求。

公积金贷款购房门槛降低

□本报记者 张敏

来自央广网的消息显示， 为提高住房公积

金缴存职工住房消费能力， 支持缴存职工购买

首套和改善型自住住房，根据《住房公积金管理

条例》的有关规定，10月9日，住房城乡建设部、

财政部、人民银行联合印发《关于发展住房公积

金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通知》，降低公积金贷款

购房门槛。

据悉， 当前各地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

业务发展不平衡， 部分城市对贷款条件要求过

严，住房贷款发放率较低，影响了缴存职工的合

法权益，也削弱了住房公积金制度的互助作用。

为此，《通知》规定：职工连续足额缴存住

房公积金6个月（含）以上，可申请住房公积金

个人住房贷款。 对曾经在异地缴存住房公积金、

在现缴存地缴存不满6个月的，缴存时间可根据

原缴存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出具的缴存证明

合并计算。 同时，按照支持基本住房消费原则，

《通知》强调，住房公积金贷款对象为购买首套

自住住房或第二套改善型普通自住住房的缴存

职工， 不得向购买第三套及以上住房的缴存职

工家庭发放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

按照支持基本住房消费、资金充分运用等原

则，《通知》要求，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发放

率低于85%的设区城市，要根据当地商品住房价

格和人均住房面积等情况，适当提高首套自住住

房贷款额度，加大对购房缴存职工的支持力度。

住建部：城镇低保家庭

住房已实现应保尽保

住房城乡建设部14日发布消息称， 近年

来， 通过大规模推进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加快

解决群众的住房问题，取得积极成效。 到2014

年9月底，通过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棚户

区改造安置住房等实物方式及发放廉租住房

租赁补贴的方式， 全国累计解决了近4000多

万户城镇家庭的住房困难问题。 其中， 有约

1900万户是城镇低收入家庭。

据介绍， 在约1900万户城镇低收入家庭

中，包括了约450万户城镇低保家庭。 从抽样

调查情况看，城镇低保家庭中住房困难户约占

低保家庭总数的四成。 因此可以说，我国现有

城镇低保家庭已基本实现了应保尽保，同时还

解决了数以千万计的其他低收入家庭的住房

困难问题。 (张敏)

周延礼：年底前

明确巨灾保险制度框架

10月14日，保监会副主席周延礼在公开场

合表示，保监会下一步开展建立巨灾保险制度

的专项工作， 根据中央的安排分三个步骤：

2014年底前完成建立巨灾保险制度的专题研

究， 明确巨灾保险制度的框架；2017年底前完

成巨灾保险的立法工作，推动出台巨灾保险的

条例，研究建立巨灾保险的基金；到2020年，要

将巨灾保险制度逐步纳入防灾减灾工作当中。

目前，上海、浙江、四川正在积极筹划建立区域

性的巨灾保险制度，各地的风险、定价将差异

化。 (李超)

国务院批复同意设立

四川天府新区

中国政府网14日全文发布《国务院关于同

意设立四川天府新区的批复》。

批复指出， 要把建设四川天府新区作为深

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积极稳妥扎实推进新

型城镇化、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

举措，为发展内陆开放型经济、促进西部地区转

型升级、 完善国家区域发展格局等发挥示范和

带动作用。 (据新华社电)

■创业板5周年系列报道二

那些年，我们追过的创业板牛股

□本报记者 张莉

2009年10月30日，探路者、华谊兄弟、神州

泰岳等28家企业首批在创业板挂牌交易， 这也

意味着中国版的“纳斯达克”正式开锣。五年以

来，创业板市场优秀企业层出不穷，不少新兴产

业为主的成长型创业板上市公司， 成为市场资

金及机构投资者争相追逐的投资标的。

统计显示，截至2014年6月30日，28家公司

总股本113.77亿股，流通股本82.61亿股。按当日

收盘价计算， 总市值2350.81亿元， 流通市值

1182.16亿元， 平均股价91.56元， 平均市盈率

75.91倍。 在不少市场人士眼中，近几年的创业

板市场早已成为牛股辈出的大本营， 其中可靠

的业绩保证、 利润增长及技术优势等内生式增

长因素成为股价上涨的重要支撑。

新兴行业批量产“牛股”

尽管人们对A股牛市来临存在争议， 但创

业板经历的一场波澜壮阔的行情已毋庸置疑。

互联网科技、手游、环保、影视传媒等题材热点

频出，催生出一只只涨幅惊人的超级牛股。

以传媒行业牛股华谊兄弟为例， 公司2013

年度实现净利润6.67亿元 ， 同比大幅增长

172.74%，华谊兄弟仅用4年时间实现了上市之

初利润10倍的目标， 当年华谊兄弟市值两度登

顶创业板。 而公司股价从2012年12月3日的最

低点12.3元涨到2013年10月8日的最高点82.10

元。 而在去年手游并购题材席卷A股市场之际，

创业板公司中青宝也成为资本市场游戏盛宴的

最大受益者，自2012年末反弹以来，中青宝股价

已经从最低的8.34元飙升至86.11元， 累计涨幅

超过930%。 此外，旋极信息、乐视网、聚龙股份、

上海钢联、易华录等公司个股经历五年成长，也

成为创业板当之无愧的“多倍股” 。

据Wind统计显示， 创业板指以1000为基

准，于2012年12月跌至谷底585点后持续上涨，

至2014年2月最高涨至1571点， 表现出波动性

大的市场特点。 这一轮创业板牛市中，多达109

家创业板公司实现股价翻番，其中信息服务、传

媒、计算机应用成为批量生产牛股的行业。

四基因成牛股暴涨动力

“在创业板股价涨幅排名前20名的公司中，

绝大多数公司均有与股价涨幅相匹配的业绩支

撑。 其中，9家公司净利润复合增长率排名板块前

20位，17家排名进入前50。 实际上，牛股绩优的整

体情况进一步展现了创业板合理配置资源， 市场

价值发现的功能。 ”熟悉创业板市场的分析人士

认为，此轮创业板的上涨有其合理因素支撑：一是

创业板所代表的新兴产业、 高科技产业与我国经

济转型升级的大方向相契合， 获得了较高的认同

度；二是创业板绩优公司业绩增长迅猛，权重股保

持较高的业绩增速，有力支撑了股价上涨。

与此同时，经济转型、改革红利等宏观利好

无疑也助推创业板市场进一步发展， 牛股辈出

的互联网、 智能医疗等行业均是国家重点扶持

的新兴行业项目， 不少创业板公司所代表的技

术优势也令其得到市场认可。机器人、苏大维格、

金运激光分别位于智能机器人、新型显示、3D打

印领域的最前沿，契合我国“从制造到智造” 的

产业转型趋势；中海达、天泽信息、华平股份则分

别在卫星导航、车联网、智慧医疗领域遥遥领先，

引领着“从制造到制造+服务” 的制造业与服务

业相融合的新业态。

有券商机构分析师指出， 除了业绩增长、行

业创新及改革红利之外，资本市场为创业板公司

提供并购重组平台， 帮助企业完成外延式扩张，

也是其股票估值迅速攀升的重要动力。 数据显

示，截至2014年8月底，创业板共有162家公司筹

划203单重大资产重组， 累计交易金额676.26亿

元,�已经有47单重组实施完毕。这些公司或通过

横向并购实现规模扩张， 或通过海外技术并购，

买入核心技术专利，完成产业升级。 比如被业界

称为并购机器的蓝色光标，2010年2月公司登陆

创业板之后，利用超募资金、股份支付等资本市

场赋予的优势条件，展开了前后十数笔跨行业的

并购。 截至2013年底，公司营业收入、净利润增

长幅度均为上市前的将近10倍，市值也从上市初

的30亿元增长到超过200亿元。

创业板筑顶风险需警惕

五年发展， 创业板市场已然成为新兴企业

发展的重要平台，在二级市场，创业板市场的板

块交易量日益攀升， 投资者认可度也正在与日

俱增。以新一代信息技术行业为例，在信息技术

革新的大背景下，112家公司业绩突出， 最近五

年的收入及净利润复合增长率分别为29%和

14%。2014年上半年，创业板新一代信息技术公

司的收入和净利润分别增长率38%和37%，显

示出这个行业的高增长态势。与此同时，业绩的

高成长性也使创业板新一代信息技术公司获得

市场的高度认可。 截至2014年8月31日，112家

公司股价较发行价格平均涨幅超过了167%，远

高于创业板118%的整体涨幅。

在机构投资者眼中， 代表创新方向的创业

板市场未来仍然有值得深度挖掘的空间。 圆融

方德高级研究员尹国红认为， 以创业板为代表

的创新类公司，通过新技术、新材料，能将企业

业绩做得更好， 从小公司到大公司的成长股仍

将是未来市场关注的重点， 这对于投资者而言

可以寻找到有价值的投资标的。

不过，针对经历一轮上涨高潮后的创业板

市场，不少机构研究指出，部分创业板公司个

股估值过高、创业板指数或面临筑顶风险。 南

方基金首席策略分析师杨德龙指出，多数创业

板公司泡沫已非常明显， 创业板已在构筑头

部，下一步可能会出现比较大回调，对于创业

板的炒作今后会出现较大分化，一些真正被机

构看好，有成长性的个股还会创新高，将来可

能在经济转型、产业升级中获利，但多数创业

板个股会面临大调整，需警惕未来投资风险。

■本报截稿消息

企业财报提振美国股市

花旗集团14日发布的财报显示， 该行

2014年第三季盈利增长6.6%，从上年同期的

32.3亿美元增至34.4亿美元，高于接受汤森路

透调查分析师的平均预期。 同时，该行营收增

长9.5%至196亿美元， 同样高于分析师平均

预期。

由于摩根大通早些时候宣布当季扭亏为

盈，季度盈利56亿美元，美国股市受到有力提

振，三大股指全线上扬。

截至北京时间14日22时，此前曾遭遇大幅

下滑的纳斯达克指数上扬0.48%， 盘中涨幅一

度飙升至1.08%；道琼斯指数和标普500指数涨

幅分别为0.38%和0.51%；欧洲的英、德、法等主

要股市也全线上行。此外，近日连跌的国际油价

继续颓势，下滑1.5%至每桶85美元下方；国际

金价则小幅上涨0.43%。（刘杨）

险资运用路径趋于多样

（上接A01版）

QFII蓄势

业内人士认为，随着资金运用相关政策、沪

港通等通道前景的明朗，QFII也将发挥作用，资

金扩围“双向出入”将成为常态。

证监会最新公布的QFII名录显示， 截至8月

底，获批QFII资格机构数已达266家。 中国证券报

记者梳理该名录发现，共计21家保险机构在列，占

比接近8%。 其中，注册地在台湾地区的公司占比

最大，总计有10家，注册地在香港的公司共有5家。

分析人士表示，沪港通获准建立后，国家外汇

管理局批准的QFII额度已连续数月录得正增长，

QFII入市意愿明显，有望作为重要的投资方影响资

本市场。 同时，在沪港通开通前期，一些资金外流现

象也使得QDII、QFII对于市场的态度趋于谨慎。

保监会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6月， 股票和

证券投资基金占保险资金运用余额比例为

9.36%。 7月和8月的对应占比分别为9.95%和

9.84%。 9月，部分保险资金获利离场，使得市场

对于其动作的解读产生分化。看空的观点认为，

沪港通流入的资金规模一旦低于预期， 市场活

跃程度不足， 将对一些盈利状况不佳但近期股

价表现较好的行业造成冲击。 特别是对于正在

寻求调研港股的保险机构而言， 在稀缺行业和

个股的选择上更是需要谨慎。

看多意见则认为， 保险资金只是暂时降低

了投资股市的配置，在沪港通开通后，资金的双

向流动将再度带来一些阶段性调整机会， 特别

是对高成长性的中小市值品种将构成利好。 而

保险机构的稳健投资策略， 或可以通过多元化

的资产配置来获得一些投资回报。

港股通保险标的博眼球

在港股通中， 和保险相关的上市公司标的

成为资金的潜在关注目标。 中国证券报记者梳

理最新的港股通参考标的发现， 与保险概念关

系较近的标的包括大新金融、复星国际、中国太

平、友邦保险、新华保险、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中

国信达、中国平安、中国财险、中国太保、中国人

寿等，其中保险（集团）公司共8家。

在8家保险（集团）公司之外的大新金融是

香港的金融服务集团，主要为香港、澳门及中国

内地提供银行、保险、金融及其他相关服务。 大

新金融为大新集团人寿及一般保险业务的控股

公司， 经由香港大新人寿保险大新人寿保险与

大新保险及澳门澳门保险与澳门人寿保险经营

保险业务， 在两地提供多元化人寿保险和一般

保险服务。

复星国际为关注保险、产业运营、投资、资

本管理四方面业务的公司， 复星保险板块下目

前已有永安财险（持股19.93%）、复星保德信人

寿（持股50%）、鼎睿再保险（持股85.1%）三家

公司，涵盖财险、寿险和再保险配置。 2013年即

实现了保险板块业务盈利5.236亿元人民币，可

投资资产达133.7亿元。2014年1月，复星以10亿

欧元竞得复星葡萄牙保险80%股权， 控股葡萄

牙最大的保险集团，截至2013年底，按照后者的

审计总资产口径计算， 复兴仅在复兴葡萄牙保

险上的“话事权”便超过100亿美元。

中国信达在2013年12月成为首家登陆国际资本

市场的中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 旗下有幸福人

寿（持股50.995%）和信达财险（持股51%）两

家保险公司。

而受到“点名看好”的则是友邦保险。高盛

就沪港通发表的报告预期认为，沪港通将令市

场规模增加，A股与H股之市盈率差距料将收

窄，部分H股获潜在重估，另外又预期会有更多

B股转往H股上市。 选股方面，高盛认为能够吸

引A股投资者的港股中，友邦保险位列第三，位

列和黄、联想集团和香港交易所等股票之前。

机构人士表示， 港股通中与保险相关的上

市公司标的均为实力较强的“第一梯队” ，在吸

引投资方面，沪港通开闸，有望带动新的一轮机

构“争食”局面。而其它和保险机构存在持股等

关系的个股，也不乏吸引保险资金关注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