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湾称新台币汇率稳定

岛内“央行” 4日发布的业务报告称，新台

币汇率稳定， 美国削减量化宽松并冲击新兴市

场时，资本外流压力较轻。根据美国联邦储备委

员会的统计，在15个新兴经济体中，新台币汇

率的脆弱性最低。

报告称，自2007年至今年2月27日为止，历

经全球金融危机， 新台币对美元波动幅度为

3.76%，而韩元为11.68%，日元为11.06%，新加

坡元为5.77%，可见新台币稳定性最高。

(台湾《经济日报》供本报专稿)

优先股政策近期择机发布实施

（上接A01版）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对符合

投资管道条件的各类私募基金给予税收穿透待

遇，避免双重征税，建议根据新《证券投资基金

法》第八条所确定的原则，明确包括公司型在内

的各类私募基金， 如果符合将每年所得的90%

以上收益分配给投资者， 仅从事被动性财务投

资等条件，将不再作为纳税主体，仅在投资者环

节核算应纳税所得并征税。 二是切实防范各类

避税行为， 由基金管理机构统一为个人履行代

扣代缴义务，适用税率参照偶然所得税，按项目

逐笔计算应缴纳的税额。 三是改进公司型创投

基金所得税抵扣政策， 在各类符合投资管道条

件的投资基金作为非纳税主体、 在投资者环节

缴税的基础上， 将现行创投基金应缴纳所得抵

扣政策的享受主体由基金转为投资者。

优先股配套文件制定基本完成

王娴表示，目前，优先股试点管理办法及有关

配套文件的制定工作已基本完成，将于近期择机发

布实施。 优先股试点不存在行业限制，符合条件的

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都可以申请发行优先股。

对新三板转板机制问题，她说，证监会有比

较全面的计划，根据各个板块之间的关系制定转

板政策。作为新三板上一层级的创业板目前正在

修改相关规则，将适当降低上市财务标准，下一

步新三板公司转板将与创业板降低上市财务标

准统筹考虑。 她介绍，证监会高度关注和重视新

三板发展，建立多层次市场基本的政策取向是建

立具有有机联系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强调的

是有机联系，不是各个市场相互隔离的，目标就

是建立一个可上可下、可以转板的机制。

王娴介绍， 证监会在积极研究T+0推出的

可行性。 T+0交易推出需要综合考量，正反两方

面的因素都会统筹兼顾， 既要考虑对改善市场

流动性的正面作用，避免隔夜风险，也要考虑其

负面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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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监会所属中国期货保证金监控中心

中国期货保证金监控中心有限责任公司是经国务院同意、

中国证监会决定设立并管理的公司制法人机构， 主要职能包

括期货市场统一开户、期货保证金监控、期货市场运行监测监

控和研究分析、商品指数编制及代管期货投资者保障基金等。

根据工作需要并经证监会批准，现向社会公开招聘。

一、招聘人员

（一）研究岗招聘人员

招聘

13

人。 包括宏观经济研究岗（

1

人）、股指期货研究岗（

1

人）、外汇研究岗（

2

人）、利率研究岗（

1

人）、商品和金融期权研

究岗（

1

人）、农业和农产品研究岗（

1

人）、金属研究岗（

1

人）、能

源化工研究岗（

2

人）、商品指数研究岗（

2

人）、碳排放权期货研

究岗（

1

人）。

（二）非研究岗招聘人员

招聘

9

人。 包括场外市场资金监控岗（

1

人）；客户管理岗（

1

人）；投资者调查和教育岗（

1

人）；人力资源管理岗（

1

人）；财务

岗（

1

人）；应用系统岗（

1

人）、主机运维管理岗（

1

人）、数据统计

岗（

1

人）、信息安全岗（

1

人）。

二、招聘程序

研究岗招聘程序包括资格审查、面试、论文写作、体检、外调

政审等步骤。

非研究岗招聘程序包括资格审查、笔试、面试、体检、外调政

审等步骤。

三、报名要求及注意事项

（一）报名时间

截止

2014

年

3

月

20

日。

（二）报名方式

请先登录我中心网站（

www.cfmmc.com

）下载报名表，然后

将填写好的报名表通过

E-mail

、传真或邮寄的方式发往我中心。

E-mail:hr@cfmmc.com

传真：

010-66555038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5

号新盛大厦

B

座

17

层 综合部

邮编：

100033

联系电话：

010-6655 5037/5062/5088

。

（三）注意事项

发送报名表时，请注明应聘岗位。研究岗报考人员请在报名

表上一并介绍个人研究成果。

招聘详情请登陆我中心网站（www.cfmmc.com）。

招聘启事

肖钢：坚持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

不断压缩权力寻租设租空间

□本报记者 顾鑫

证监会3日召开全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工作

视频会议， 学习贯彻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三次全

会和国务院第二次廉政工作会议精神。 证监会

党委书记肖钢就落实相关会议精神作了部署。

肖钢指出，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和

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讲话精神， 必须把落实党

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作为加强党风廉政

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来抓。

要加强考核监督， 各单位党委书记每年在向会

党委报告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执行情况的同

时，向会纪委报告。 对重大违纪违法案件，要严

肃追究责任，建立“一案双查” 制度，除了追究

当事人责任，还要追究党委和纪委责任。

肖钢要求，要抓紧制定《建立健全惩治和预

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实施意见。

围绕监管转型防控廉政风险，通过清理、取消、调

整行政审批项目和变相审批项目， 不断压缩权力

寻租、设租空间。对派出机构、交易所、协会和会管

单位审批备案等事项，要按业务条线列出清单，甄

别清理。要健全反腐倡廉基础制度，完善回避规定

等防止利益冲突制度，以及会管单位“三重一大”

决策制度。要坚持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既要抓

早抓小，也要严肃查处利用行政许可权、稽查办案

权和行政处罚权等进行权力寻租， 以及违规买卖

股票或个人投资入股等案件。要深化作风建设，建

立为官用权的底线原则和价值理念， 认真开展专

项整治，集中解决作风建设的重点、难点和盲点问

题，着力解决公款吃喝等隐性问题，防止会管单位

花钱大手大脚，持之以恒反对“四风” 。

肖钢强调，要严明党的纪律，使纪律真正成

为带电的高压线。 当前，尤其要严明党的组织纪

律，严格组织管理，领导干部涉及的重大问题、

重要事项必须向组织请示报告。 要改革纪检监

察体制，从查办案件、领导体制、人事制度等方

面强化会纪委对各单位纪委的领导， 改进巡视

制度，加强纪检监察组织建设，按照转职能、转

方式、转作风要求，聚焦党风廉政，坚守责任担

当，做到无差别监督、无差别执纪、无差别问责。

监管层总结广东养老金委托投资经验

业内人士料苏浙鲁等养老金结余大省或跟进

□本报记者联合报道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出席全国两会的人士处

获悉， 监管层目前正在积极总结此前广东1000

亿元养老金委托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投资的情

况和经验， 有望在此基础上酝酿地方养老金委

托投资的相关办法和举措。 根据广东省财政厅

披露的数据， 这笔养老金两年来的年化收益率

为6.73%，远高于同期银行定存利率。 市场人士

预计， 广东的成功经验未来可能促成江苏、浙

江、 山东等养老金累积结余较多的一些省份陆

续跟进，通过委托投资等渠道入市投资。

广东试水获成功

2012年3月，广东省政府和全国社会保障基

金理事会签订委托投资协议， 委托投资期限为

两年。 广东省财政厅厅长曾志权1月表示，从两

年来的情况看，千亿养老金委托投资总体良好。

广东省的尝试获得了各界认可。 中国社科

院世界社会保障中心主任郑秉文表示， 养老金

投资运营体制改革亟待加快。 投资体制低效导

致我国养老金的贬值风险在加大。 在以银行存

款为主的投资体制下， 养老金的年均收益率不

到2%，在过去11年间，年均通胀率高达2.47%，

这意味着养老金每年都在缩水。

人社部副部长胡晓义2月26日接受中国证

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养老金投资运营研究“有

新的积极进展” ，去年以来已纳入养老保险顶层

设计体系中进行研究。 受投资渠道限制，目前养

老金的收益情况“确实不理想” 。

养老金结余大省或跟进

专家和市场人士指出， 地方养老金委托投

资无疑是养老金投资运营值得借鉴的经验，也

令各界对于接下来的养老金投资运营改革有了

更多期待，不排除江苏、浙江、山东等养老金累

积结余较多的省份陆续跟进， 通过委托投资等

渠道入市投资。

截至去年底， 全国养老保险资金累计结余

高达3.1万亿元。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保障中心

此前发布的《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3》显示，

截至2012年底， 全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累计结余达23941.31亿元， 比2011年增加

22.08%。其中，广东省达3879.61亿元，江苏省超

过了2000亿元，浙江、山东、四川、北京、辽宁等

均超过1000亿元。这7个省份的累计结余占全国

的55.86%。

地方社保人士透露， 目前养老金结余资金

的投资使用权限在中央。因此，在新政策出台之

前，地方养老金的保值增值大致有两个途径，一

是存放在商业银行收取利息， 二是探索与全国

社保基金理事会合作，进行投资运营。

胡晓义此前表示，养老金投资运营、保值

增值是养老保险改革顶层设计中的重要部分，

是与整个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和完善联系在一

起。 例如，如何完善个人账户的制度与投资运

营的关系非常密切，因为它涉及投资运营收益

的权属问题。 要研究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的政

策，因为它涉及中央和地方事权、财权的划分

问题。

周小川：余额宝等产品肯定不会取缔

□本报记者 梅俊彦 傅嘉

据新华社报道，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

银行行长周小川4日表示， 对于余额宝等金融

产品肯定不会取缔， 过去没有严密的监管政

策，未来有些政策会更完善一些。

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互联网金融业

务是新事物，过去的政策、监管、调控等方面不

能完全适应，需要进一步完善。总体来说，金融

业的政策是鼓励科技应用的，要跟上时代和科

技进步的脚步， 但现有的一些政策不全面，有

的地方有漏洞， 有的地方竞争不一定公平，会

通过改善促进健康发展。

对于周小川的表述，北京某银行理财业务

人士表示，“竞争不一定公平” 体现在传统银

行业和互联网金融的监管环境不一样。

潘功胜：互联网金融

要强化分类监管

□本报记者 王婷

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潘

功胜4日在全国政协经济组分组讨论会上表

示，对互联网金融要强化分类监管，根据不同

的业务，有的强监管，有的则是弱监管。

他表示，互联网金融能满足小微企业、中

低收入阶层对金融的需求和对投资渠道的需

求，有助于提升金融服务质量，降低交易成本

和提高社会金融交易效率， 能推进利率市场

化，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 同时，互联网金融

在中国属于新兴事物，业态较多，确实存在监

管不到位的问题，可能蕴含很大的金融风险。

他表示，要继续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

求，积极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大力发

展微型金融机构，满足市场的需求；继续放松

金融市场的价格管制，推动利率市场化；要强

化分类监管， 根据不同的互联网金融业务，有

的强监管，有的则是弱监管。 某些交叉性产品

的监管主体分工不清晰，央行正在牵头组织金

融监管的协调机制，现在已经开了几次会议。

互联网“宝宝” 收益率回归常态

□本报记者 陈莹莹

一度将银行理财产品甩在身后的互联网金

融理财产品收益率正在回落， 其领头羊余额宝

的7日年化收益率已跌破6%，理财通的7日年化

收益率距跌破6%也只有一步之遥。 同时，部分

新面市的银行理财产品呈“逆袭”态势，其预期

年化收益率超过6%， 但多数产品的门槛较高。

市场人士指出，随着资金价格水平的回落，对接

货币市场基金的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收益率下

降在意料之中，正在回归正常水平，银行理财产

品的一些优势将显现。

最新数据显示， 与余额宝对接的天弘增利

宝货币基金 3月 4日的 7日年化收益率为

5.8950%，已连续3天在6%以下，并且自2月13

日以来呈持续回落之势。 2月13日的7日年化收

益率为6.3340%。 目前余额宝的用户数突破

8100万， 业内人士估计其规模已突破5000亿

元。 发展势头紧追余额宝的理财通收益率也在

逐步回落 ， 最新的 7日年化收益率跌至

6.0060%，距跌破6%只有一步之遥。

据Wind统计数据，2月货币基金的7日年

化收益率均在6%以下，一些保证金挂钩产品甚

至不到 2% 。 天弘增利宝货币基金当月以

5.8950%的7日年化收益率位列第17名。

券商分析人士认为， 由于当前市场流动性

相对宽松，资金价格水平回落，对接货币基金的

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收益率下跌实属意料之

中，部分产品今年初的7日年化收益率超过6.5%

甚至6.7%是暂时现象，目前正在回归正常水平。

深受互联网金融“挖墙脚”之痛的银行理财

产品开始显出优势，部分银行仍有预期年化收益

率超过6%的理财产品在售。金牛理财网监测数据

显示， 上周新发非结构性人民币理财产品共873

款，平均预期年化收益率为5.57%，其中达到6%

的产品有224款。 不过，在这些高收益率产品中，

过半数产品的投资门槛在10万元以上，令草根投

资者望洋兴叹。 有投资者表示，虽然互联网金融

理财产品的收益率走低，但低门槛的特点对草根

投资者仍有吸引力。 另一方面，互联网金融理财

产品的收益率每日都在波动，而银行理财产品的

优势是在正常情况下基本可以锁定收益率。

阿里巴巴控股天弘基金获证监会受理

□本报记者 曹淑彦

证监会最新公示的基金管理公司行政许可

申请受理及审核情况显示，天弘基金股东变更

申请材料于2月19日递送证监会，于2月26日获

得证监会受理。 根据相关规定， 基金公司变更

5%以上股权及实际控制人审批的审核期限是

60个工作日。 如果审核顺利，今年上半年阿里

巴巴有望入主天弘基金。 去年10月，阿里巴巴

公布，拟出资11.8亿元认购天弘基金26230万元

的注册资本金， 从而将以51%的持股比例成为

天弘基金第一大股东。

股指观望情绪加重

沪深300昨日低开后震荡走低， 午后在房

地产、 银行等板块的带动下有所回升， 报收于

2184.27点，下跌0.28%。 期指主力合约IF1403

上涨0.24%， 报收于2169.8点， 期指整体增仓

1465手。 股指震荡格局延续，继续走出十字星

形态，多空观望情绪加重，建议投资者待趋势明

朗后再做后续操作。

昨日央行时隔9个月后重启28天正回购，

使市场对未来的流动性预期更为谨慎， 资金利

率开始触底反弹， 一级市场国开新债招标利率

也高于预期，因此，国债期货出现大跌，主力合

约TF1406开盘即下挫 ， 收报 92.610元，跌

0.41%。国债期货三合约成交量共增加306手至

2283手，持仓量减少30手至4865手。

（海通期货 颜伟）

沪深

300

股指期货行情

成交量 持仓量 开盘价 收盘价 结算价

IF1403 738918 93122 2160.4 2169.8 2163.8

IF1404 9838 4989 2161.6 2166.6 2161.0

IF1406 19294 20099 2159.8 2164.4 2158.4

IF1409 2525 6068 2154.0 2162.6 2157.2

5

年期国债期货行情

TF1403 93 450 92.4 92.0 92.0

TF1406 2133 4214 92.9 92.6 92.6

TF1409 57 191 93.3 93.1 93.1

合约代码

权利金结

算价

（

点

）

涨跌

（

点

）

成交量

（

手

）

成交金额

（

万元

）

持仓量

(

手

)

IO1403-C-2300 20.9 -2.6 2770 629.1 5872

IO1403-C-2700 1.9 -0.7 1472 36.8 6617

IO1403-C-2200 54.5 0.9 1381 749.5 6010

IO1404-C-2100 168.6 67.7 204 208.0 227

IO1405-C-2400 23.0 22.9 376 298.8 12

IO1406-C-2400 58.4 4.0 543 334.2 1656

IO1409-C-2500 60.0 59.9 15 11.0 949

IO1403-P-2200 61.8 2.0 1085 670.1 7608

IO1403-P-2150 38.9 1.2 1054 425.7 2269

IO1403-P-2450 271.7 6.6 937 2546.2 779

IO1404-P-2150 91.8 6.6 146 191.3 271

IO1405-P-2000 57.0 -60.2 28 18.4 23

IO1406-P-2400 242.7 17.1 333 799.5 1764

IO1409-P-2200 59.0 44.1 45 26.6 90

恒大地产举牌华夏银行

华夏银行5日发布公告称，广州市广域实业

有限公司（简称广域实业）及其一致行动人自

2013年11月至2014年3月间通过上证所交易系

统买入公司股份4.45亿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

公告称， 广域实业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实际

控制人为恒大地产。 今年1月24日，恒大地产公

布， 已通过附属公司在市场上收购华夏银行股

份4.03亿股，占总股本的4.522%。 (陈莹莹)

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

或成现实选项

（上接A01版）国际收支更能说明这个问

题。一般认为，可持续的经常项目顺差与

GDP

之

比应不高于

3%

至

4%

。

2007

年我国经常项目顺

差与

GDP

之比约为

10%

， 这意味着当时人民币

对美元汇率可能显著低于均衡水平。 在美国次

贷危机爆发后， 我国经常项目顺差与

GDP

之比

呈连年下降态势，其中，

2010

年回落至

4%

，

2011

年降至

2.8%

，

2012

年进一步降至

2.6%

，

2013

年

更是降至

2.1%

，创下

9

年来新低。 这表明，从外

部均衡角度看，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可能已接近

均衡水平。从央行多次表态可以推断，国际收支

平衡是其认为人民币汇率接近均衡水平、 可实

现双向波动主要因素之一。

最后，从长期看，根据“巴拉萨—萨缪尔森效

应”，决定一国汇率的因素是劳动生产率，劳动生

产率增速更高国家的货币会出现实际汇率升值。

从长期看，决定人民币对美元是否持续升值主要

因素是中美劳动生产率的比较情况。 数据显示，

2010

年至

2013

年，我国劳动生产率同比增速分别

为

10.05%

、

8.87%

、

7.23%

和

7.28%

。 事实上，经过三

十多年快速发展， 我国社会老龄化阶段提前到

来，人口红利已渐告结束，粗放式增长模式和环

境制约，都决定劳动生产率已边际递减。

反观美国，在次贷危机后，美国劳动生产率

增速下滑，在某些季度还出现负增长情况。即便

如此，美国劳动生产率仍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

随着新一轮技术革命迅速到来，就业人口下降，

美国劳动生产率近期出现加快迹象。因此，从劳

动生产率角度看， 假如我国不能通过经济结构

调整实现“弯道超车”，人民币对美元的长期升

值空间将十分有限。

无论从短期、中期和长期看，人民币对美元

汇率很可能已接近均衡水平。 认为人民币在近期

贬值后会继续单边升值的观点恐怕会落空。 在当

前汇率水平附近， 人民币双向浮动将成常态，单

边升值节奏将被打破。 当然，通过央行主导的人

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只是第一步，在即期和远期结

售汇头寸趋于平衡后，应引入有规则的人民币汇

率区间浮动机制，扩大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 在

上下限内放手由市场定价， 干预措施应更加透

明，让人民币真正实现市场化的双向波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