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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钢集团厦门钨业组建稀土集团

� � � � 8月4日包钢稀土公告称，控股股东组建中国

北方稀土（集团）公司方案获得工信部备案。 同

日，厦门钨业也发布公告，组建稀土集团获工信部

备案。 稀土行业大集团的格局逐步成型。

A09

债市中期走势依然乐观

� � � � 分析人士表示， 考虑到债市已提前对经济

回暖做出较充分反映， 而经济基本面全面反转

需要较长时间， 未来债市有望维持整体偏暖的

运行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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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板成交萎缩 期指空单大增

“逼空” 需谨慎 “换挡” 犹可期

□本报记者 龙跃 王姣

在资金面渐趋宽松、经济预期向上及蓝筹股安全边际仍存的情况下，自7月初开始的本轮反弹行情大概

率将延续。 但是，受获利回吐压力、基金持仓等因素制约，主板市场逼空走势持续的可能性非常有限。 分析人

士认为，与其冒险追高，不如耐心等待后市行情震荡换挡时的二次建仓机会。

主板市场：大盘拒回调

一些投资者对本周市场持谨慎心态，认为震荡调整难以避免。不过，周一市场走势再度令人大跌眼镜。分

析人士认为，近期主板市场持续逼空，与三方面因素密切相关。

首先，资金环境明显改善。 一方面，上周央行中标利率小幅下降，体现出引导资金价格下降的意图，宏观

资金面维持宽松态势。 另一方面，分析人士表示，近期海外资金大量流入A股，造成市场上行幅度超预期。 比

如，香港市场的RQFII� ETF近期有大量资金流入，全球资金流向新兴市场等高风险资产迹象非常明显。

其次，经济复苏预期持续提升。 7月，无论是汇丰制造业PMI还是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

布的中国制造业PMI，都出现超预期情况。 比如，汇丰PMI终值为近18个月最高水平，中国官方发布的PMI连

续5个月出现回升。

第三，蓝筹股安全边际仍存。尽管蓝筹股近期明显上涨，但估值水平仍处于显著低位。统计显示，沪深300

当前市盈率（TTM）为8.94倍，仍处于10倍以下的高度安全区域。

在上述因素综合作用下，短期市场风险偏好与股价走势形成正反馈，股价越上涨、资金对踏空的担心越明

显，这导致上周五的调整反而吸引众多前期踏空资金入场，令市场逼空格局得以延续。

股指期货：多头占优 分歧加大

与现货市场逼空走势相对应，股指期货周一继续笼罩在多头氛围之中。

经过上周五短暂整理后，周一期指小幅高开后震荡走高，主力合约多头积极回补仓位，盘面呈单边震荡

上扬态势，盘中再创年内新高。 截至收盘，期指主力合约IF1408上涨39.4点，涨幅为1.68%，收报2386.4点；

IF1409合约上涨40.8点，涨幅为1.73%，收报2396.2点；IF1412合约上涨37.8点，涨幅为1.59%，收报2409.2点；

IF1503合约上涨41.2点，涨幅为1.72%，收报2438.2点。 总体来看，期指四大合约依次升水10.78点、20.58点、

33.58点和62.58点。（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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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办要求进一步加强棚户区改造工作

财税金融齐发力 棚改政策再加码

□本报记者 张敏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

加强棚户区改造工作的通知》，要求进一步

加强棚户区改造工作，扎实推进改造约1亿

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通知》指

出， 将包括中央企业在内的国有企业棚户

区纳入改造规划。

《通知》 提出，《国务院关于加快棚

户区改造工作的意见》 印发以来， 各地

区、 各有关部门加大棚户区改造工作力

度，全面推进城市、国有工矿、国有林区

（林场）、国有垦区（农场）棚户区改造，

2013年改造各类棚户区320万户以上，

2014年计划改造470万户以上，为加快新

一轮棚户区改造开了好局。

各地区要在摸清底数的基础上，抓紧

编制完善2015-2017年棚户区改造规划，

将包括中央企业在内的国有企业棚户区

纳入改造规划， 重点安排资源枯竭型城

市、独立工矿区和三线企业集中地区棚户

区改造，优先改造连片规模较大、住房条

件困难、安全隐患严重、群众要求迫切的

棚户区。

《通知》要求，市、县人民政府应当结

合棚户区改造规划、城市规划、产业发展

和群众生产生活需要，科学合理确定安置

住房布局。要统筹中心城区改造和新城新

区建设，推动居住与商业、办公、生态空

间、 交通站点的空间融合及综合开发利

用，提高城镇建设用地效率。

配套设施应与棚户区改造安置住房

同步规划、同步报批、同步建设、同步交付

使用。 编制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应做

好与棚户区改造规划的衔接，同步规划安

置住房小区的城市道路以及公共交通、供

水、供电、供气、供热、通讯、污水与垃圾处

理等市政基础设施建设。

《通知》明确，棚户区改造实行实物安

置和货币补偿相结合，由棚户区居民自愿选

择。 各地区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制定具体安

置补偿办法，依法实施征收，维护群众合法

权益。 棚户区改造涉及集体土地征收的，要

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 做好土地征收、补

偿安置等前期工作。 各地区可以探索采取

共有产权的办法，做好经济困难棚户区居

民的住房安置工作。

市、县发展改革、国土资源、住房城乡

建设等部门要共同建立棚户区改造项目

行政审批快速通道，简化审批程序，提高

工作效率，改善服务方式，对符合相关规

定的项目，（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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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要闻

发改委：加快推进重点领域

和关键环节改革

� � � �国家发改委网站发布的经济形

势解读文章提出， 保持宏观政策连

续性和稳定性。 加快推进重点领域

和关键环节改革。 积极扩大国内有

效需求。努力夺取全年农业丰收。加

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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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新闻

长城软件“可持续性创新”在路上

� � � �“公司正从传统的功能机业务、软件外包向智能机网络游戏、

互联网金融业务转型。 ” 四川长城软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总经理刘新坦言，“未来一两年，传统业务还有一定的市场，但不可

能再增长，转型迫在眉睫。 我们坚持‘可持续性创新’ ，多试几个项

目，摸对了方向再大力推广，预计明年公司将在手游、互联网金融上

取得较大的发展。 ”

今年以来上证综指走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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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财经

汇丰控股上半年

税前利润下滑12%

� � � �汇丰控股财报显示， 受投资银

行业务疲软影响， 今年上半年集团

实现税前利润123亿美元，同比下滑

12%，不及市场预期。 这是自2009

年以来汇控盈利首次出现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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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机构

杠杆股基再度普涨

� � � � 4日上证指数大涨近40点， 涨幅达1.74%， 中小板综指上涨

1.42%。招商中证大宗商品B类和鹏华中证信息技术指数分级B类

等杠杆股基纷纷涨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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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透视

游戏“红火”与“虚火”并存

� � � �几大手游发行商已垄断市场，手游研发与发行分成比例逆转，从

去年的7：3变成今年的4.5:5.5或5:5。 刚起步的电视游戏市场依然面

临不少问题，多家公司布局是否抢占了先机仍具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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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期货

国际油价旺季不旺 八月料易跌难涨

� � � �分析人士认为， 短期内宏观经济因素对原油价格提振不明显，

季节性需求支撑力度偏弱，同时市场供应充足，油价上涨动能略显

不足，短期或呈现易跌难涨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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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要闻

中铝公司混合所有制

改革提速

� � � �中国证券报记者4日获悉，中国

铝业公司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正在研

究制定公司重点改革任务和改革工

作要点， 为公司全面深化改革制订

路线图和时间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