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行新加坡发行

40亿元“狮城债”

中国工商银行15日晚宣布，工行新加坡分

行成功发行40亿元离岸人民币债券，发行金额

创造了迄今为止“狮城债”的单笔发行记录。

这次发行的债券包括20亿元2年期债券、7

亿元5年期债券和13亿元7年期债券，票面利率

分别为3.5%、3.7%和3.95%，较指导价格分别收

窄10至15个基点。 这批债券中，7年期债券为新

加坡市场首次发行， 为形成新加坡离岸人民币

债券收益率曲线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5年期和7

年期的债券在新加坡和中国台湾两地同时挂

牌，也开创了“狮城债” 的先例。 这批债券获得

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A1评级，债券通过新加坡

中央托收有限公司清算，吸引了香港、新加坡、

台湾等亚洲投资者以及德国、 意大利等欧洲投

资者的踊跃认购， 认购金额超过73亿元人民

币。（新华社记者 陈济朋）

银联与360合作

保障移动支付安全

为应对移动支付存在的安全风险， 中国银

联与360公司16日宣布，在风险信息共享、风险

事件联动处置、 安全产品研发等方面开展深度

合作。

中国银联与360将共同推广客户终端安全

保障计划，研发移动安全支付模块，帮助客户识

别盗版客户端、查杀木马病毒、监控支付环境、

扫描恶意网址、鉴别二维码安全等。 360公司总

裁齐向东表示，在移动安全领域，360已有针对

大数据和企业级安全的解决方案。 360公司和

中国银联将研究利用360手机卫士防盗等技

术， 加强风险信息共享、 风险交易的监控和处

置，研究设计相应的保险产品，以大幅提升移动

支付安全级别。（新华社记者 南婷）

2014-9-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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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责编：李若愚 电话：

010－63070433 E-mail:zbs@zzb.com.cn

■ 2014年9月17日 星期三

财经要闻

conomy

E

A02

张高丽：推进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积极推动南宁-新加坡经济走廊建设

□新华社记者 程群 杨依军 袁梦晨

16日上午，第十一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中

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出席开

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张高丽表示，中国和东盟地缘相近、血缘

相亲、人文相通、商缘相联、利益相融，是天然

的合作伙伴。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发展同东盟的

友好合作，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突出“亲、

诚、惠、容” 的理念发展双方关系；坚持把东盟

作为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 愿与东盟携起手

来，进一步打造健康、稳定、富有活力的中国-

东盟关系。

张高丽说， 习近平主席去年10月访问东盟

国家时提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携手建

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等合作倡议，李克强总

理在去年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提出“2+7合

作框架” 。我们应积极落实双方领导人达成的共

识，共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新的辉煌。一是大

力深化政治互信。 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商签“睦

邻友好合作条约” ，为中国-东盟世代友好提供

法律和制度保障。二是大力提高中国-东盟自贸

区质量和水平。 欢迎双方正式启动自贸区升级

版谈判，继续推动在东盟国家设立产业、经贸合

作区，也欢迎东盟国家在中国设立产业园区。三

是大力加强互联互通建设。抓住关键通道、关键

节点和重点工程， 打造安全高效的综合联通网

络。积极推进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加强

金融服务跨境合作。四是大力开展海上合作。探

讨将明年确定为“中国-东盟海洋合作年” 。 探

讨建立海上执法机构间交流合作机制。 充分利

用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 推进海洋经济、海

上联通等领域交流与合作。 五是大力推进次区

域合作。深化泛北部湾经济合作。积极推动南宁

-新加坡经济走廊建设。与湄公河国家探讨建立

对话合作机制。六是大力增进人文交流。进一步

密切与东盟各国在教育、文化、科技、环保、旅

游、卫生等领域合作，共同办好中国-东盟文化

交流年活动。

证监会：支持民营资本和专业人士设立期货经营机构

支持期货经营机构开展场外衍生品交易

□本报记者 顾鑫

证监会16日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期货经

营机构创新发展的意见》，制定了今后一段时期

推进期货经营机构创新发展的总体原则， 提出

适时放宽行业准入、 逐步推进期货经营机构对

外开放、稳步发展场外衍生品业务等举措。

新“国九条”以提高证券期货服务业竞争力

为重要目标，从放宽业务准入、促进中介机构创

新发展等方面为期货及衍生品行业发展指明了

方向。《意见》旨在贯彻落实新“国九条”精神，

积极采取措施，加快推动行业创新发展，满足实

体经济日益多元化的风险管理和财富管理需求。

根据《意见》，推进期货经营机构创新发展

的基本原则是： 坚持紧紧围绕服务实体经济发

展，推进期货经营机构的业务和产品创新，实现

场内场外市场协调发展；坚持以市场化、法治化

和国际化为取向， 着力提升期货经营机构的核

心竞争力，加快形成功能齐备、服务高效、结构

合理、经营稳健的现代期货及衍生品服务体系；

坚持创新发展与防范风险并重， 鼓励期货经营

机构自主创新，自担风险，始终把风险管理贯穿

于创新发展的全过程，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

区域性风险的底线；坚持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树立诚信合规的行业文化， 促进期货市场稳定

健康运行。

近年来，我国期货市场获得了快速发展，市

场功能日益发挥， 服务国民经济的能力进一步

提高，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 作为连接交

易所和投资者的纽带与桥梁， 期货及衍生品行

业也获得了长足发展，在资本实力、合规状况等

方面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但是，目前期货及衍生

品行业业态还较为单一， 服务能力与实体经济

的需求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 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和制约了期货市场的发展。

《意见》以增强竞争能力、服务实体经济为

主线， 对期货经营机构创新发展重点提出了八

大举措：一是大力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包括

支持期货经营机构提供风险管理服务、 进一步

扩大风险管理公司业务试点、 进一步丰富交易

所的基础衍生品工具等内容； 二是努力增强期

货经营机构竞争力， 包括明确期货经营机构的

基本定位、支持期货公司做优做强、推进期货公

司业务转型升级、 加快发展期货公司资产管理

业务等内容；三是适时放宽行业准入，包括支持

民营资本和专业人士出资设立期货经营机构、

研究实施期货业务牌照管理制度等内容； 四是

探索交易商制度，培育专业交易商队伍，包括探

索建立以套期保值和风险管理为目的的专业交

易商制度、 支持金融机构和产业客户发展成为

专业交易商等内容； 五是逐步推进期货经营机

构对外开放， 包括鼓励外资参股境内期货经营

机构、 支持期货公司为境外机构参与境内期货

市场提供交易结算服务、 支持期货经营机构在

境外设立和收购公司等内容； 六是稳步发展场

外衍生品业务， 包括支持期货经营机构开展场

外衍生品交易、 完善统一适用于证券期货市场

的场外衍生品交易主协议、 加快基础设施建设

等内容；七是加强投资者保护，包括完善投资者

适当性制度、完善投资者投诉处理和工作机制、

大力推进诚信文化建设等内容； 八是加强风险

防范， 包括严格落实期货经营机构风险防范的

主体责任、加强信息技术安全保障、进一步推进

监管转型、强化行业自律等内容。

■《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履职指引》解读

朝着更加完善的治理结构迈进

□当升科技董秘 曲晓力

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是当前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最重要的基础，独立董事、监事会、机构投

资者和中介机构则是有效推动公司治理不可或

缺的角色。其中，完善独立董事制度是加强董事

会建设、提升上市公司治理水平的核心任务。

独立董事制度最早起源于二十世纪三十年

代的美国。 2001年8月， 中国证监会通过实施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

见》，标志着国内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正式

建立。 十几年来，独立董事作为公司治理结构的

重要力量， 对上市公司的治理优化产生了良好

的推动作用。 曾经一直困扰市场的大股东或实

际控制人通过关联交易侵害上市公司利益、非

经营性资金占用、 上市公司违规担保等内部人

控制的情况基本受到遏制。 总体上看，公司治理

逐年改善， 但公司之间规范治理水平仍参差不

齐， 独立董事制度重形式而轻实质的状况依然

存在。 目前的独立董事制度在实际操作中仍存

在定位不明确、知情权无法保障、激励作用缺失

等问题，导致部分独立董事履职意愿不强、甘当

“花瓶董事” 、“签字董事” ，从而未真正发挥出

应有的制衡和代言角色，颇受市场诟病。 此外，

部分上市公司甘愿与“花瓶董事” 之间保持一

种循规蹈矩的“默契” ，使得独立董事在公司治

理结构中的作用无法真正地发挥出来。 为此，监

管部门在着力解决该问题上下很大的决心，投

入了很多精力。《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履职指引》

的应运而生， 为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独立董事

制度、保障独立董事履职明确了方向，具有较强

的指导意义。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指导独立董事顺应市场化监管新潮流。

2013年是国内资本市场完成过渡、 启动新

布局的转折之年。监管部门严惩内幕交易、惩治

欺诈发行、 实施史上最严厉的IPO财务核查，

“重典治市”令投资者拍手称快。2014年是改革

年、创新年，也意味着更多的变化与期待。 优先

股的试点、现金分红措施的完善、新三板的扩容

落地、新“国九条” 的颁布、创业板再融资的放

开、 员工持股计划的试点等一系列史无前例的

举措真正开启了市场化改革由理想到现实的旅

程。《指引》的出台也是监管部门放松管制加强

市场化监管重要变革的又一体现。

我国资本市场与其他资本市场最大的不同

在于投资者结构的差异性———中小散户占据资

本市场的主力并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2013年

12月27日，新“国九条” 的颁布成功填补了投资

者保护的法律空白， 保障投资者参与权和知情

权、 强化投资者纠纷解决和赔偿救助等一系列

举措真正开启了中小投资者保护之门。

在《指引》体现的市场化监管新动向下，独

立董事作为兼顾中小股东利益及上市公司长远

利益的特殊主体，在上市公司财务审计、合规经

营、关联交易、对外担保和利润分配等方面的监

督制衡作用的有效发挥， 将对资本市场的健康

发展带来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二、独立董事系统而全面的履职指导书。

独立董事作为上市公司治理的重要力量，

担负的职责和义务较多， 而诸多职责和义务散

落在《公司法》、《证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

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

理准则》 等多部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中。

《指引》首次将独立董事的职权、义务以及履职

范围进行了全面、系统地归纳和总结，使之成为

独立董事履职指导书，清晰明了，方便独立董事

学习、参照，在实务操作中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和指导意义。

三、上市公司完善公司治理的纲领性文件。

1、保障独立董事享有充分的知情权。

如何使独立董事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监督制衡

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如何借助独立董事的专业

性为上市公司在战略咨询、 商业判断等决策方

面提供有效的服务？ 需要打破上市公司与独立

董事之间多年形成的循规蹈矩的“默契” ，焕发

出独立董事的激情与智慧， 使他们能严格规范

履职、大胆建言献策，真正体现独立董事的独立

性。只有这样，上市公司在治理结构方面才能摆

脱重形式而轻实质的状况， 从而真正健康地运

行。为此，保障独立董事享有充分的知情权是重

要的前提。 上市公司需要将独立董事知情权制

度化、程序化，保证在法定的时间内通知独立董

事并同时提供真实、准确、完整的资料，而不能

仅仅是事中或事后的签字确认。当然，作为独立

董事， 自身也有义务确保所获取的履职信息之

及时性、充分性。

2、程序严谨才能保证实质上的规范。

《指引》 在系统规定独立董事履职权利和

义务的同时， 也对独立董事参加董事会会议的

履职程序加以明确规定， 一方面为独立董事履

行职责提供了程序上的保障， 另一方面也对上

市公司治理的完善提出了明确的目标。

例如，《指引》“参加董事会会议的履职要

求” 一章明确提出独立董事对会议通知、会议程

序、会议形式以及会议记录、会后信息披露等方

面有监督的职能。 程序上的严谨才能保证实质

上的规范， 而程序上的瑕疵可能导致结果上的

偏差或疏漏。 对独立董事履职程序加以明确规

定， 实质也是保障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程序要

求， 从而确保上市公司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能够通过公平、公正的程序参与经营决策、分

享公司收益。

3、完善公司治理需要更为扎实的基础工作。

《指引》规定的独立董事的各项职权和义务

其实也是上市公司的责任和义务，是对上市公司

管理层特别是董事会秘书工作的具体要求，即充

分保证独立董事的知情权、积极配合独立董事履

行职责、 自觉接受独立董事的监督。 因此，《指

引》 从另外一个角度对上市公司管理层尤其是

以董事会秘书领导的证券事务部门的工作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上市公司应当将公司有关重大信

息及时通知独立董事、与独立董事建立畅通的定

期通报机制； 协助建立并完善独立董事工作笔

录；协助独立董事核查信息披露的合规性等。 完

善的公司治理需要更为扎实的基础工作。 为此，

《指引》可以作为上市公司完善公司治理的纲领

性文件，只有在实际工作中切实做好自身的基础

工作，为独立董事做好相关履职提供全方位的支

持与配合，独立董事在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中的作

用才能够得以充分的施展。

总之，《指引》的出台必将使独立董事在监

督上市公司财务审计、 关联交易、 重大资产重

组、利润分配、信息披露等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

的作用。 随着独立董事选聘机制以及考评机制

的日臻完善， 独立董事的监督制衡作用终将得

到更加充分的发挥。当然，独立董事制度不能解

决上市公司治理方面存在的所有问题， 有效的

公司治理还离不开监事会、 机构投资者和中介

机构等多方的共同努力， 特别是上市公司管理

层内生的动力与决心。 相信在各方的共同努力

下， 我国上市公司将朝着更加完善的治理结构

迈进。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行政处罚罚没款催告书送达公告

陈云卿：

因你在厦门宝拓资源有限公司 （下称厦门宝

拓）任职期间，对厦门宝拓操纵“焦炭1209合约”

价格行为负有责任，构成证券期货违法行为，我会

《行政处罚决定书》（[2014]35号）决定对你给予

警告，并处以3万元罚款。 相关《行政处罚决定书》

已送达生效，但你至今未按规定履行缴款义务。

因无法以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送达， 现依法

公告送达我会《行政处罚罚没款催告书》。 请你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我会领取上述催告书（联系

人：陈雪，电话：01088060349），逾期即视为送达。

请你在我会催告书依法送达后10日内缴清罚

款。 罚款汇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开户银

行 ： 中 信 银 行 总 行 营 业 部 ， 账 号 ：

7111010189800000162）。逾期未缴清罚款，我会

将依照《行政强制法》有关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

制执行。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14年9月17日

期指短线难改弱势

16日， 国债期货近月合约TF1412收报

93.580元，与上个交易日的结算水平持平。从整

个交易日的走势来看， 开盘之后持续走低，午

盘后出现较明显的回升，三个合约总计成交略

超1200手。 当天整个市场无明显信息冲击，使

得午盘后期债受支持，或许疲弱经济数据对期

债仍有支持。 午盘后股指出现明显下行，风险

规避情绪使得期债有一定的支持。

16日， 上证指数放量下挫跌破2300点一

线， 股指期货主力合约IF1409也跌破2400点。

目前A股处在调整阶段，短线难改弱势格局，可

加空。

16日， 沪深300股指期权挂牌合约共106

个，总成交量相比前期有所回升；全天成交15

万手，总持仓量有所上涨，为30.4万手；当日成

交量“看跌/看涨期权比率” 为0.94。 主力合约

月份（9月）期权合约全天成交量占总成交量

的61%，次主力月份（10月）成交量占比18%。

成 交 量 最 大 的 合 约 是 虚 值 的

IO1409-C-2450，全天成交13165手，市场看

跌情绪转强。（首创期货 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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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2,304 82,060 2,435 2,394 2,400

IF1410 221,932 73,755 2,441 2,400 2,408

IF1412 36,884 30,187 2,453 2,415 2,421

IF1503 4,971 8,429 2,478 2,437 2,445

5

年期国债期货行情

TF1412 1,213 10,912 94 94 94

TF1503 25 52 94 94 94

TF1506 1 3 94 94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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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0 6.5 -10.8 -62.43 13165 7156

IO1409-C-2400 21.8 -23.8 -52.19 9287 11642

IO1409-P-2400 29 15.6 116.42 9135 7704

IO1409-C-2350 54.1 -36 -39.96 7333 6573

IO1409-P-2450 63 30.1 91.49 6581 2276

IO1409-P-2350 10.8 5.2 92.86 5792 6751

IO1409-C-2500 1.4 -2.5 -64.1 5759 25180

IO1409-P-2300 4.6 2.9 170.59 5735 9414

IO1410-C-2350 94.5 -34.3 -26.63 3939 2577

IO1410-P-2350 43.3 9.7 28.87 3055 1452

IO1410-C-2600 9.9 -2.7 -21.43 1432 731

IO1410-P-2450 99.8 30.8 44.64 1084 722

IO1412-C-2500 55 -22.3 -28.85 1075 10565

IO1412-C-2200 246.6 -27.4 -10 934 10779

李克强：新型城镇化是最大的结构调整

（上接A01版）李克强说，新型城镇化贵在

突出“新” 字、核心在写好“人” 字，要以着力解

决好“三个1亿人” 问题为切入点。 要公布实施

差别化落户政策； 探索实行转移支付同农业转

移人口市民化挂钩；允许地方通过股权融资、项

目融资、特许经营等方式吸引社会资本投入，拓

宽融资渠道，提高城市基础设施承载能力；把进

城农民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促进约1

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不能让他们“悬在半

空” 。 要科学规划，创新保障房投融资机制和土

地使用政策，更多吸引社会资金，加强公共配套

设施建设，促进约1亿人居住的各类棚户区和城

中村加快改造，让困难群众早日“出棚进楼” 、

安居乐业。 要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在“十三五”

时期重点向中西部倾斜；积极承接产业转移，在

有条件的地方设立国家级产业转移示范区，鼓

励东部产业园区在中西部开展共建、 托管等连

锁经营，以“业” 兴“城” ，做大做强中西部中小

城市和县城，提升人口承载能力，促进约1亿人

在中西部就近城镇化，逐步减少大规模人口“候

鸟式”迁徙。

李克强强调， 新型城镇化是关系现代化全

局的大战略，是最大的结构调整，事关几亿人生

活的改善。 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抓在手上，干在

实处，奋发有为、抓出实效，尊重基层首创精神，

多给支持，总结推广成功经验，用好改革创新的

“开山斧” ， 着力提高新型城镇化质量和水平，

造福广大城乡群众。

货币政策再临“尖峰时刻”

（上接A01版）中金公司固定收益研究团

队发布的报告认为，9月将是市场和央行博弈最

充分的一个月。 今年有关部门一直强调微刺激

而不是全面刺激， 主要是考虑到全面刺激不利

于经济结构调整， 也不利于降低企业和地方政

府杠杆。 8月无论金融还是经济数据都表现不

佳， 如果有关部门仍坚持以微刺激和定向刺激

为主，不进行全面放松，年内剩余月份进行全面

放松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

报告认为，7月以来， 央行通过各种工具主

动投放的基础货币是边际递减的，而在2-6月是

边际递增的， 这也较大程度体现了央行不大希

望大幅放松的政策意图和取向。

农业银行战略规划部报告认为， 货币政策

将“保持定力，静待来年” 。

农行报告给出这一判断的理由如下：一

是就业尚好。 二是8月经济数据表现不佳是

去年刺激政策的一个负面结果。 8月工业增

加值较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去年8月基数较

高。 三是为接受明年下调经济增速目标进行

心理铺垫。

民生证券研究院宏观团队发布的报告认

为，全面降息年内不会出现，兼顾“稳增长、促改

革、调结构”的定向调控依然是主基调。

逆回购可能再发力

对未来货币政策具体政策工具的使用，农

行战略规划部发布的报告认为，第一，利率全面

下调有顾虑。目前对全面降息呼声比较大，但全

面降息是与利率市场化改革导向相背离的：央

行已取消除公积金贷款以外的所有贷款浮动限

制，严格意义上说，目前央行应逐步淡化贷款基

准利率影响， 而更多通过逆回购等其他市场化

方式引导利率走向， 这也是今年以来央行一直

在做的，而且有一定效果。如果此时央行宣布下

调贷款基准利率， 会进一步强化央行贷款基准

利率在银行利率定价中的作用， 不利于央行此

前一直努力培育的贷款基础利率发挥作用。 此

外，美联储明年可能加息，如果中国降息，可能

引发资本外逃。

第二，全面降准效果不大。 考虑到8月金融

机构外汇占款再次净下降，全面降准也在预期

之中。 但目前在央行引导下，市场流动性总体

宽裕，市场利率比年初明显下降，降准尽管会

进一步推低银行间市场利率，但对实体经济影

响不大。

第三，定向宽松空间有限。 8月数据已说明，

此前的定向宽松效果不明显。

第四，汇率可能会稳中略贬。 近段时间，人

民币对美元即期汇率持续走高， 中间价维持双

向波动格局，预计汇率会稳中略贬，为稳定外需

继续创造条件。 实际上，在当前情况下，稳定汇

率进而稳定外需是非常有必要的。

第五，政府投资会适当加大。尽管当前财政

收入增速在回落， 但新预算法已提出逐步建立

跨年预算的要求，并为省级政府发债留出空间，

政府在基建和公共服务领域的投资步伐应会继

续加快。

中金公司固定收益研究团队发布的报告认

为，较为可能的一种操作是央行重启逆回购，并

适度下调逆回购发行利率来对宏观数据予以回

应。既避免了铁板一块的形象，也不会造成过度

刺激或者违背微刺激的不良后果。 再度定向降

准的可能性也存在。

上周A股新开户数

环比增7.4%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16日公

布， 上周沪深两市新开A股账户数176919户，

环比增加7.4%。 上周参与交易的A股账户数

1475.08万户，环比减少4.42%。 （李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