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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风格再转换 成长股力挽狂澜

8日，创业板逆袭带动股指V型反弹，市场上演二八风格转换。 分析人士认

为，周期股有供给侧改革和需求端回暖的催化，成长股代表转型升级的重要方

向，更可能成为热点轮动中的主力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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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委员：推进监管改革 构筑金融安全防火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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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红力：完善证券法律法规 加大执法处罚力度

银监会副主席曹宇：

新一批民营银行将进入批设阶段

□

本报记者 徐金忠

银监会副主席曹宇8日在全国政

协工商联界别联组会上表示， 当前，民

营银行审批设立政策明确、工作进展顺

利，现在对民营银行的设立没有家数限

制，同样也没有时间表，近期将有一批

民营银行进入批设阶段。

去年6月，银监会开始受理符合条

件的民营企业开设银行的申请。 曹宇

说， 先前第一批试点的5家民营银行，

目前资产不到800亿元，还处在发展的

初期，资产质量目前看不出有什么特别

不好的状况。

当前， 民营企业等对民营银行的

设立热情高涨。曹宇认为，民营银行需

要找准自己的定位和模式。 银监会支

持民营银行服务小微企业、三农、社

区， 在普惠金融等领域发挥自己的

优势。

曹宇表示， 当前在混业经营上，国

家政策基调仍是审慎试点。对于已设立

的民营银行如何参与公平竞争、健康发

展，以及如何分类监管的问题，银监会

都会认真研究。

曹宇介绍，对于设立地方资产管理

公司，银监会正在研究：一方面支持地

方现有资产管理公司扩大业务范围和

规模；另一方面，研究如何扩大地方资

产管理公司的供给问题。

关于投贷联动，曹宇表示，目前

进展顺利，首批试点将很快公布，并会

选择符合条件的商业银行试点。 此

外，银行不良资产证券化工作正在试

点进行中。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席

董文标建议，推进存量中小银行民营化

改革， 推动对民营银行的分类审批、分

类监管。 同时，全牌照银行和单一牌照

银行的审批监管需要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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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出口大幅下降 进口降幅明显收窄

□

本报记者 倪铭娅 �

海关总署8日数据显示，今年前2月，

我国进出口总值3.31万亿元人民币，同比

下降12.6%。 其中，出口1.96万亿元，下降

13.1%；进口1.35万亿元，下降11.8%；贸

易顺差6159亿元，收窄15.9%。 2月当月，

进出口总值1.43万亿元， 下降15.7%。 其

中，出口下降20.6%；进口下降8%；贸易

顺差2095亿元，收窄43.3%。

分析人士表示，春节错位、外需疲弱

及高基数效应是导致2月出口大幅下降

的主要因素。短期内国内外需求未有明显

改善迹象， 外贸短期内难有趋势性好转，

随着节后外贸企业陆续复工，春节错位又

降低了去年基数效应，预计3月出口增速

将有所反弹。

外贸顺差明显收窄

2月出口大幅下降20.6%， 远超市场

预期。 平安证券分析师魏伟认为，出口增

速大幅下跌，主要由于春节错位和外需疲

弱造成。 一方面，外贸企业存在节前集中

出口、节后正月十五开工的习惯，今年春

节假期较去年提前，使负面影响集中体现

在2月，去年负效应主要体现在3月；另一

方面，当前全球经济形势萎靡，日本、欧洲

仍在加码宽松政策刺激经济，美国经济复

苏步伐缓慢，外需总体疲软。据海关统计，

前两个月我国对欧盟出口同比下降

10.7%；对美国出口下降10.9%；对日本出

口下降7.3%。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分析

报告认为，去年同期基数相对偏高，也是

近期进出口下行压力较大的原因之一。

在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部副

主任白明看来， 传统外贸优势丧失过快，

新优势形成相对缓慢。在受到来自发达国

家再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产业承接双重

挤压的背景下， 外加国际市场未有改观，

都造成了当前外贸加速下滑的局面。

与2月出口降幅明显扩大形成对比的

是，2月进口降幅明显收窄至8%，1月降幅

为14.4%。 魏伟表示，进口降幅有所收窄，

主要得益于原材料进口量同比持续回升，

以及部分商品进口价格同比跌幅趋缓。

2月外贸顺差明显收窄。魏伟认为，由于

春节效应， 顺差大幅收窄几乎每年一季度

都会出现。顺差收窄的持续性有待观察，短

期尚不足以对人民币汇率形成压力。

3月出口增速料反弹

商务部部长高虎城日前表示，全球市

场需求疲弱、大宗商品价格低迷，全球贸

易开局不佳。 总的来看，今年外贸形势异

常严峻复杂， 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加，下

行压力很大。

当前国内外需求尚未观察到明显改

善迹象，外贸短期内难有趋势性好转。 魏

伟认为， 随着节后外贸企业陆续复工，春

节错位又造成去年同期的低基数，预计3

月出口增速将有所反弹。

对于进口，魏伟表示，2月下旬以来，原

油及大宗商品价格呈现持续回升态势，预

计价格层面对进口的负面影响进一步减

弱，进口跌幅将继续收窄。

黑色系：1.5小时逆袭过山车

8日国内商品期货市场风云变幻。 在黑色系期货开板又封涨停的一个半小

时里，许多投资者经历了投资生涯中颇为戏剧性的一幕，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

么？ 黑色系的强势还能延续多久？

金融创新推动实体经济

可续期公司债助力企业发展

□

本报记者 王小伟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业内人士处获悉，

为缓解实体经济融资困境，降低企业资产

负债率， 改善企业资本结构提供有效手

段， 证监会积极推出可续期公司债试点。

3月8日，由证监会核准、浙商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承销的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公开发行的可续期公司债券完成簿

记，意味着国内首单交易所可续期公司债

券即将完成发行。

股债优势集于一身

可续期公司债指赋予发行人以续期

选择权，不规定债券到期期限的新型公司

债券，介于传统债券和股票之间，且集两

者优势于一身，符合一定条件的可续期债

券具有拓宽融资渠道、 补充股东权益、降

低资产负债率、票息税前抵扣、避免摊薄

股本等优势。

业内人士介绍， 本次完成簿记的浙交

投可续期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AAA，首个

周期票面利率为3.6%， 首期发行规模20亿

元，期限为5+N，拟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浙交投作为浙江省最大的国有独资

高速公路投资运营公司， 在建项目众多，

由于高速公路建设周期长，资金投入大等

特性，债务负担较重，对资金尤其是中长

期资金保持持续的旺盛需求，本次可续期

公司债的发行，不仅为浙交投以较低成本

解决了长期融资需求，还有效补充了公司

资本金，降低了资产负债率。同时，也为基

建类及大型国有企业利用交易所债券市

场进行融资，助力新型城镇化建设，推动

国企改革等方面提供了良好借鉴。

浙交投集团有关负责人表示，公司发

行交易所可续期公司债券，得益于近年来

国家政策鼓励企业创新与监管创新，以促

进市场发展，同时，企业自身在市场运作

过程中， 发行债券不仅仅是为了融资，而

且通过公司在市场融资的便捷性，向市场

展示公司形象与质量。 此外，随着中国市

场监管和投资者投资能力日趋健全，资本

市场产品日趋丰富，融资工具也在不断创

新，这与国际融资大趋势是一致的。

有效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在国际市场上，永续债券已属成熟产

品， 主要发挥对金融机构进行资本补充、

为大型企业提供长期融资的作用。统计显

示，截至2015年8月底，国际市场上共发

行永续债券4300余只，存续近2400只。我

国永续类债券始于2013年， 品种包括发

改委审批的可续期公司债券、银行间市场

发行的永续中票及证券公司永续次级债，

除证券公司发行的永续次级债外，发行人

主要集中于大型企业集团。

业内人士指出，此次推出的可续期公

司债券，在条款设计、性质认定等方面基

本上与国际、国内实践趋同，条款设定了

发行人可赎回权、利息递延、利率跳升机

制以及对分红、减资限制等条款，在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要求的情况下可续期公司

债券可计入权益。

相关专家认为， 相较于普通公司债

券，可续期公司债在条款设置方面所做的

优化，为适应企业的多元化融资需求具有

积极影响。 首先，可续期公司债赋予发行

人到期选择权，有效延长债券期限，对部

分企业大型建设项目建设周期长、资金投

入大的特质相适应，缓解此类企业融资难

的问题。（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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