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证协：证券从业资格

考试覆盖全年各月

中国证券业协会消息， 今年协会举办的证

券业从业人员资格考试将覆盖全年各月， 包括

4次全国统考 （39个城市） 和8次预约式考试

（16个城市）。 1-7月，协会举办证券业从业人

员资格考试共7次。 其中，全国统考2次，预约式

考试5次。 考试总体情况运行平稳， 累计报名

85.49万科次。 8-12月，安排5次从业人员资格

考试，包括8月、10月、11月的预约式考试以及9

月、11月末的全国统考。（顾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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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货结算价

IF1409 801,993 133,651 2,352 2,389 2,387

IF1410 14,920 10,134 2,357 2,397 2,394

IF1412 22,434 24,465 2,368 2,411 2,407

IF1503 2,088 4,467 2,387 2,426 2,423

5年期国债期货行情

TF1409 93.432 93.244 93.248 93.432 93.244

TF1412 93.800 93.610 93.624 93.800 93.610

TF1503 94.104 94.100 94.100 94.104 94.100

沪深300股指期货行情

代码 收盘价 涨跌 涨跌幅% 成交量 持仓量

IO1409-C-2350 54 9.3 20.81 16308 9184

IO1409-P-2350 17.2 -24.8 -59.05 5416 4227

IO1409-C-2400 26.2 1.6 6.5 5253 12168

IO1409-C-2500 5.8 -1 -14.71 3942 22762

IO1409-P-2200 1.8 -2.2 -55 3393 9815

IO1409-P-2250 2.2 -7 -76.09 3287 4444

IO1409-P-2300 5.4 -16.5 -75.34 2959 5434

IO1409-P-1900 1 0.5 100 2906 8517

IO1410-C-2550 14.5 4.4 43.56 918 1672

IO1410-P-2300 40 -18.2 -31.27 779 553

IO1412-C-2200 229.4 21.3 10.24 534 10427

IO1412-C-2500 54 5.7 11.8 423 10902

IO1503-C-2300 187.7 8.3 4.63 200 426

IO1503-P-2200 82 -13.9 -14.49 177 396

上周A股新开账户

环比减少7.88%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2日公

布，上周沪深两市新开A股账户数159653户，环

比减少7.88%。 上周参与交易的A股账户数

1314.08万户，环比减少10.63%。（李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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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社部：多数央企负责人薪酬水平将下降

□本报记者 陈莹莹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邱小平近日接

受采访时表示， 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

革方案将目前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的薪酬由基本

年薪和绩效年薪两部分构成，调整为由基本年薪、

绩效年薪、任期激励收入三部分构成。 增加任期激

励收入的目的是引导企业负责人更加重视企业长

远发展，防止经营管理中的短期行为。 与现行政策

相比， 改革后多数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的薪酬水

平将会下降，有的下降幅度还会比较大。

他表示， 改革方案的适用范围确定为中央

企业中由中央管理的负责人， 包括由国务院代

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国有独资或国有控股

企业中， 由中央管理的企业董事长、 党委书记

（党组书记）、总经理（总裁、行长等）、监事长

（监事会主席）以及其他副职负责人。 另外，按

照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的系统性要

求，其他中央企业负责人、中央各部门所属企业

和地方所属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也

要参照改革方案精神积极稳妥推进。

为贯彻落实改革方案， 中央有关部门将根

据改革方案抓紧起草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

管理的相关文件和考核评价、薪酬审核、监督检

查等具体实施办法。 中央有关部门、地方政府根

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 参照改革方案精

神，研究提出其他中央企业负责人、中央各部门

所属企业和地方所属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

改革的具体方案。同时，建立国有企业负责人薪

酬制度改革工作协调机制， 加强对改革的统筹

协调和指导监督，推动改革积极稳妥实施。

对于如何进行监督，他表示，一要健全部门

分工负责、密切配合的管理体制。 中央有关部门

负责指导、监督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分配，

拟订完善薪酬管理政策， 对政策实施过程和实

施结果进行监督检查； 二要健全企业内部监督

制度。 将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薪酬水

平、 考核评价结果、 补充保险等纳入厂务 （司

务）公开范围，接受职工民主监督。 发挥公司制

企业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的监督作用。

做市活跃市场 新三板新玩法露端倪

□本报记者 黄莹颖

随着做市制度活跃市场， 新三板作为私募

股权和风险投资机构（PE/VC）的退出渠道，回

报将相当可观。 为了捆绑参与各方的利益，参与

投资新三板公司的PE/VC会要求公司签订对赌

协议，对赌安排包括业绩承诺等。在退出渠道安

排上，一些新三板公司不仅对创业板、新三板上

市做出了安排， 还与相关产业资本达成初步并

购意向，以此作为PE/VC最后的退路。

做市推高PE/VC回报

深圳创新投资集团总裁孙东升表示， 新三

板前一段时间交易不活跃， 一些挂牌企业的积

极性也不高。 不过，新三板做市商制度于8月25

日启动后，流动性不佳的局面有所改善。

澳银资本创始合伙人、 执行总裁熊钢说：

“我们有一个项目， 投入时的价格是每股4元

多。 做市商制度启动后，最近卖出的第一笔交易

价格是每股62.5元， 相当于两年左右时间账面

盈利15至16倍。虽然这笔交易的量并不大，但有

非常重要的标志性意义。 ”

熊钢透露，去年年中到今年年中，澳银资本

一共实现7个项目的退出或基本退出， 其中3个

项目是通过新三板挂牌交易退出， 目前从账面

市值来看回报率应有4至5倍。

分析人士认为， 做市商制度有助于改善新

三板的流动性， 推动完善市场估值体系和价格

发现功能。“估值体系正在逐渐建立，投资者已

开始谨慎参与新三板交易。 ” 熊钢表示，目前新

三板的平均市盈率水平在15倍左右， 而深交所

创业板接近60倍， 资质较好的新三板挂牌企业

的溢价空间仍较大。

对赌协议捆绑各方利益

软银中国资本主管合伙人宋安澜认为，就

投资新三板公司而言， 通过定向增发应是一个

途径。

与A股上市公司定向增发相比， 新三板定

向增发有一些新“玩法” 。 在一些A股上市公司

的定增中， 参与的机构往往会要求大股东也拿

出真金白银参与， 但这对于新三板公司的大股

东来说有些为难。某新三板定增中介人士表示，

大部分新三板公司老板并没有多少钱。

为了捆绑参与各方利益，参与定增的机构

会要求公司签订相关对赌协议。 以华南一家

新三板公司为例，对赌安排包括业绩承诺，对

三年内公司的净利润、 主营业务的增幅作出

了详细要求。 如果公司无法实现业绩承诺，参

与定增的机构将获得一定数量的公司股权作

为补偿。

在退出渠道上，一些公司不仅对在创业板、

新三板上市均做了安排， 部分公司更是与相关

产业资本达成初步收购意向， 作为PE/VC最后

的退路。

多家上市公司将子公司分拆并在新三板挂

牌。 分析人士指出，上市公司此举实际是给参与

新三板的PE/VC机构提供了“安全垫” ，在最糟

糕的情况下， 可以促成上市公司大股东回购以

实现退出。

上海自贸区官方客户端上线“三箭齐发”服务投资者

□新华社记者 何欣荣

打开手机，从苹果商店、安卓市场或“新华社

发布”里下载“自贸试验区”官方客户端，就能零

距离体验“移动互联网上的自贸区” 。由上海自贸

区管委会与新华社上海分社共同开发的“自贸试

验区” 客户端2日正式启动。 自贸区英文网站新

版、自贸区境外投资服务平台也于当日同步上线，

这三大载体将加快传播和移植自贸区的可复制可

推广经验，有效服务境内外投资者。

“自贸试验区” 客户端主要由官方发布、媒

体资讯、自贸生活圈、建言献策、自贸试验区拍客

和自贸试验区Q&A等六大部分组成。内容丰富、

功能实用，涵盖自贸试验区的信息发布、生活服

务、用户互动等需求。 这个客户端将同步登陆客

户端航母“新华社发布” ，成为汇聚近千党政客

户端的集群中具有特殊意义的一个样本。

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 上海自贸区管委会

常务副主任戴海波说：“‘自贸试验区’ 客户端

将是更好、更快传播自贸区经验的载体和平台，

通过移动互联网把上海自贸区的政策、信息、资

讯传递到全国。 ”

根据规划，“自贸试验区” 客户端的官方发

布板块将与上海自贸区官方网站互联互通，官

方信息可以实现在官方网站、 官方客户端同步

发送。“媒体资讯” 板块则汇集各大媒体对上海

自贸区的报道、海外媒体对上海自贸区的评价，

以及世界其他自贸区的可贵经验。

作为国家通讯社， 新华社将面向全国各省

份对“自贸试验区”客户端进行重点推介。 新华

社上海分社总编辑姜微说：“根据 ‘可复制，可

推广’的精神，我们将努力把自贸区试验区的成

功经验整合到移动互联网终端上，将‘自贸试验

区’客户端打造成为一个服务全国、接轨世界的

信息平台和服务平台。 ”

除官方客户端外，自贸区英文网站新版、自贸

区境外投资服务平台也于当日同步上线。 自贸区

英文网站新版的页面设计更加国际化， 内容与境

外投资者的需求结合更为紧密。 自贸区境外投资

服务平台由上海自贸区管委会委托专业机构开

发，是国内首个对外投资类的综合服务平台。这个

平台涵盖综合咨询、境外投资备案、投资项目推介

和专业服务等功能，形成第三方搭台、专业机构提

供市场化服务、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运作模式。

黄奇帆：重庆今年安排

22项经济改革

在2日举行的2014中国500强企业高峰论坛

上，重庆市市长黄奇帆表示，重庆今年安排了130

多项改革，重点推进25项改革，其中有22项是经

济领域改革，这些改革会产生很多改革红利。

重庆未来发展要抓住与电子产业相关联的

高科技制造业。 重庆形成了今后五年的十大支

柱产业，包括集成电路、液晶面板、机器人、石墨

烯新材料、化工产品新材料，生物医疗工程、环

境产业工程、新能源汽车工程、页岩气等。 这十

大产业现在一年的产值是1000亿元，5年以后

将达到1万亿元。

他表示，重庆正在努力建设内陆开放高地。

大通道、 大通关、 大平台三个是开放的重要标

志。 重庆目前拥有三个枢纽、三个口岸、三个保

税区，即港口、机场和铁路三个枢纽和国家级口

岸，并且均设有保税区配对。 拥有三个“三合

一” 在我国内陆地区是唯一一个，是重庆开放

的标志性特征。

黄奇帆说，“渝新欧”铁路成为中欧铁路联

运大通道的西线主体， 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

一个重要载体。

日前，我国首批通过铁路运输进口的欧洲原

装整车经过“渝新欧”铁路抵达重庆，包括宝马、

奔驰和大众三大厂商的80辆汽车。这是重庆在7月

份获国家批准设立西部内陆首个汽车整车进口口

岸后，首批进口的欧洲原装整车。（周渝 傅嘉）

中国500强企业

资产利润率持续下降

2014中国500强企业高峰论坛2日在重庆

举行。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在论坛

上发布的“2014中国企业500强” 榜单显示，上

榜企业增长速度稳中有升， 但资产利润率连续

两年下降。钢铁、有色、煤炭等企业逐渐萎缩，互

联网企业成长迅速。

2014中国企业500强的营业收入总额达

56.68万亿元，较上年增长13.31%，增速较上年

提高1.9个百分点； 净利润总额达2.40万亿元，

较上年增长10.6%；收入利润率为4.24%，而上

年为4.34%； 资产利润率为1.36%， 而上年为

1.44%。 收入利润率和资产利润率均连续两年

下降。 500强企业的整体ROE（资本回报率）为

11.2%，较上年下降0.21个百分点。 （傅嘉）

2014-9-2�金融期货交易统计表

沪深300股指期权仿真交易主要合约情况表

股市短期做多情绪高涨

2日，沪深300上涨1.59%。军工等题材股活

跃，市场短期做多情绪高涨。

2日，国债期货近月合约TF1409收报93.244，

相较上个交易日跌0.088元， 三个合约成交不足

1500手。 近月合约进入交割月，并未出现明显的

交易偏离。 目前资金面相对宽松，经济数据偏弱，

期债短期或有支撑。（首创期货 于海霞）

刘新华：

积极争取员工持股税收优惠

（上接A01版） 中国上市公

司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安青松在

致辞中同样重点提及税收优惠问

题。 他表示，税收政策对我国上市

公司股权激励制度存在制约，股权

激励应明确税收优惠政策导向。

对于股权激励， 证监会上市

部处长曹勇透露，现行《上市公司

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颁布于2005

年，与监管转型的要求不符，该办

法正在抓紧修改。

本次论坛得到了中国上市公

司协会、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的指导，上海荣正投资咨询有限

公司、上海润言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协办，中证网进行全程网络支持。

20亿市值 牛股沃土

（上接A01版）

“20亿元”缘何成魔线

股价平均涨幅近 50% ，使

“20亿元”变成神奇魔线。这背后

的逻辑又基于什么？

2013年，A股公司因重组股

价瞬间飙涨的案例屡见不鲜。 由

于借壳重组成功的概率提升和

IPO暂停，一时间壳资源变得愈来

愈紧俏。

统计显示， 目前市值仍低于

20亿元的上市公司仅有179家。其

中，优质的壳更是少之又少。“现

在好壳非常抢手， 找不到特别合

适的壳。 不少急着上市的客户退

而求其次， 一些存在尚可接受的

瑕疵的壳也被纳入考虑范围。”深

圳某券商投行人士透露。

“去年年中时，中介找的壳主

要集中在市值为10亿至15亿元的

公司。 到去年底，这个标准不得不

变为20亿至30亿元。 一些市值低

于 20亿元的公司更成了紧俏

货。 ” 上述私募人士说。

上述券商投行人士表示 ：

“在供小于求背景下， 壳费水涨

船高。 整个壳市场，已明显变成

卖方市场。 ”

证监会上周五披露的IPO正

常审核状态企业信息显示，目前进

入正常审核状态的企业为146家，

处于中止审查的企业为475家。

2013年，已有十多家IPO终止企业

相继从IPO“变道”借壳重组。 这

些案例已成为上市心情急迫的

IPO终止企业的最好选择之一。

从已重组成功的案例看，市

值在20亿元以下的上市公司成为

壳的潜力最大。 海通证券数据显

示， 在2013-2014年买壳上市的

24个案例中， 壳公司市值均小于

40亿元， 其中，10亿至20亿元的

占比最高。

小市值公司仍会抢手

在可预期的一两年内， 仍会

有一些希望上市的企业被挡在门

外。不过，相关政策对并购重组在

逐步放松。

中信证券报告表示， 有关部

门出台多项政策鼓励并购重组，

市值管理监管办法也在研究制定

中。 包括对现金支付的非借壳上

市并购重组，完全取消事前审批。

对发行新股支付的并购重组，实

行分道制审核， 且发行股票价格

区间被放宽。

有关部门在流程简化方面也

在提升企业进行并购重组的热

情。海通证券报告认为，在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上市进程缓慢且大量

公司在新三板挂牌背景下， 证监

会修改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管理办

法有利于促进上市公司开展并购

重组，并购重组有望常态化，小市

值公司因并购重组边际收益更大

尤其值得重点关注。

并购市场火热在另一层面支

撑起这一小市值行情。 据清科集

团旗下私募通统计，上半年我国

并购市场共完成交易784起，同

比增长79.8%，环比微降1.5%；披

露金额并购案例总计717起，共

涉及交易金额510.23亿美元，同

比增长19.0%，环比回升1.4%，交

易金额达我国并购市场半年度

最高值。

在预期重组借壳预期下，这

些小市值上市公司自然成为资金

追逐对象。 未来一年重组火热行

情仍会持续，具备壳潜质、市值在

20亿元以下的小市值上市公司仍

会是资金追逐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