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促进区域性股权市场

规范发展指导意见正拟订

□

本报记者 倪铭娅

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邓舸13日

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为进一

步促进区域性股权市场规范发展，

目前证监会正在研究拟订相关指导

意见。

2014年，证监会认真贯彻全国

人大和全国政协的工作要求， 按照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人大建议、

政协提案办理工作的部署，将建议、

提案办理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

围绕“分工明确、流程合理、沟通充

分、 答复及时、 努力让代表委员满

意” 的工作目标，不断完善办理机

制，强化工作责任，加强沟通协调，

注重总结提高， 进一步提升办理工

作效率和质量。 全年办结建议140

件、提案123件，做到了承办建议、

提案“零超期”和“全答复” 。

邓舸称，办理过程中，按照证

监会党委“高度重视建议和提案办

理工作， 始终将其作为听取意见、

接受监督、 改进工作的重要渠道”

的要求，证监会形成主要领导负总

责、分管领导抓具体、办公厅组织

协调、承办部门各司其职的办理工

作机制，并以“五个着力” 为工作

抓手， 保质保量地完成了建议、提

案办理工作。

一是着力优化办理机制。 修订

完善了建议和提案办理工作手册，

制定了工作流程图， 明确了时间节

点和主要任务， 建立了承办人员交

叉复核工作机制， 切实提高办理效

率和答复质量。 二是着力加大督办

力度。建立健全台账制度，定期汇总

会内承办部门的工作进展情况，有

针对性地重点督办进度缓慢的部

门，促使办理工作总体衔接顺畅、高

效有序。三是着力加强沟通联络。在

答复过程中采取电话、联合调研、走

访座谈等方式，主动向代表、委员了

解建议和提案提出的背景与初衷，

积极回应其关切事项， 进一步提高

代表、 委员对证监会办理工作的满

意度。 四是着力做好重点处理建议

和重点提案办理工作。 要求系统内

相关承办部门负责人亲自参与办

理，指定业务能力强、专业功底扎实

的同志负责具体承办工作， 认真研

究并按时提供答复口径， 获得了主

办单位和代表、委员的认可。五是着

力抓好总结培训。 召开证监会建议

提案办理工作总结会， 组织系统内

各承办部门归纳共享办理工作经

验，为进一步提高办理成效、公开答

复内容奠定基础。

邓舸表示，证监会还结合贯彻

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

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 认真

研究并吸收代表、委员提出的意见

建议，注重发挥建议、提案办理工

作对资本市场各项改革发展的促

进作用。

在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方

面， 对代表和委员提出的关于改革

创业板市场、 发展区域性股权市场

等建议， 证监会已在政策制定中予

以吸收。（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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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增速10.8%�创28年来新低

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2.05万亿 同比少5394亿

□

本报记者 任晓

中国人民银行13日发布的数据显

示，1月人民币贷款增加1.47万亿元。广义

货币（M

2

）同比增长10.8%，创1986年12

月以来新低。

数据显示，1月末，M

2

余额124.27万

亿元，同比增长10.8%，增速分别比上月

末和去年同期低1.4个和2.4个百分点；狭

义货币（M

1

）余额34.81万亿元，同比增

长10.6%，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去年同期

高7.2个和9.4个百分点； 流通中货币

（M

0

）余额6.30万亿元，同比下降17.6%。

1月份净投放现金2781亿元。

1月末， 本外币贷款余额89.29万亿

元，同比增长13.7%。 月末人民币贷款余

额83.70万亿元，同比增长13.9%，增速比

上月末高0.1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低0.6

个百分点。 当月人民币贷款增加1.47万

亿元，同比多增2899亿元。 分部门看，住

户贷款增加4261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

加968亿元， 中长期贷款增加3294亿元；

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增加1.05万

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2985亿元，中

长期贷款增加6121亿元， 票据融资增加

962亿元； 非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减少

144亿元。 月末外币贷款余额9116亿美

元，同比增长10.3%，当月外币贷款增加

311亿美元。

1月末， 本外币存款余额126.43万亿

元，同比增长14.0%。 月末人民币存款余

额122.41万亿元，同比增长13.7%，增速

分别比上月末和去年同期高1.6个和0.7

个百分点。当月人民币存款增加1.70万亿

元，同比多增1.66万亿元。其中，住户存款

增加4830亿元， 非金融企业存款增加

3037亿元，财政性存款增加7000亿元，非

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增加2170亿元。 月

末外币存款余额6557亿美元， 同比增长

26.2%，当月外币存款增加452亿美元。

初步统计，1月份社会融资规模增

量为2.05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少5394亿

元。 其中，当月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

币贷款增加1.47万亿元，同比多增1531

亿元；对实体经济发放的外币贷款折合

人民币增加212亿元， 同比少增1288亿

元； 委托贷款增加804亿元， 同比少增

3167亿元；信托贷款增加52亿元，同比

少增1007亿元；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

增加1950亿元， 同比少增2952亿元；企

业债券净融资1863亿元，同比多1488亿

元；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526亿元，

同比多72亿元。

从结构看，当月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

民币贷款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的

71.7%，同比高20.8个百分点；对实体经济

发放的外币贷款折合人民币占比1.0%，

同比低4.8个百分点；委托贷款占比3.9%，

同比低11.4个百分点； 信托贷款占比

0.3%，同比低3.8个百分点；未贴现的银行

承兑汇票占比9.5%，同比低9.4个百分点；

企业债券占比9.1%，同比高7.7个百分点；

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占比2.6%，同

比高0.8个百分点。

民生证券报告认为，1月人民币贷款

增加1.47万亿元。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

贷款增加1.05万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

加2985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6121亿元，

再创历史新高。主要因为一是年初储备项

目集中投放；二是基建投资稳增长叠加债

务续存压力。 值得关注的是，票据融资增

加962亿元。 一般来说，年初由于储备项

目集中投放， 票据融资都会是负增长，这

只能说明当前银行风险偏好还是在收缩，

即使是年初，也在用票据冲信用额度。

报告称，M

2

余额124.27万亿元，同比

增长10.8%， 增速是1986年12月以来新

低。 主要因为一是随着M

2

存量扩张，同比

增速因基数效应回落；二是在经济有下行

压力，银行风险偏好收缩时，信用派生存

款力度不够。

民生证券报告认为，货币宽松仍会延

续，单一的“宽货币” 有望演变为“宽财

政”和“宽货币” 并举。

证监会：无四月暂停受理IPO申报计划

认真研究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各项准备工作

□

本报记者 倪铭娅

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邓舸13日在例

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证监会正

在认真研究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

的各项准备工作， 但并无在四月份暂

停受理新的IPO和再融资申报材料的

计划。

邓舸表示， 上证50ETF期权目前

刚刚起步，投资者对其还不熟悉，期权

产品功能的充分发挥也需要一段时间。

下一步，证监会将继续加强对期权市场

运行各环节的监管， 及时总结经验，完

善制度规则，促进市场健康发展。

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工作组成立

邓舸表示，证监会牵头成立了“股

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工作组” ，发展改革

委、财政部、人民银行、法制办、银监会、

保监会、人大法工委、高法等单位参加，

已完成注册制改革方案初稿并上报国

务院。

邓舸说，日前，证监会获悉美国证

券交易委员会与国际“四大”会计师事

务所的中国机构之间就之前的行政诉

讼达成了和解。 中国证监会欢迎 “四

大” 的中国机构与美国证监会达成和

解。国际监管合作是解决跨境审计执法

问题的有效渠道。 应当说，中国证监会

与美国证监会对资本市场跨境执法合

作有着充分的共识， 并认真加以推动。

目前双方已建立可行的工作机制，执法

合作渠道顺畅。 未来，中国证监会将继

续在多边和双边框架下，与包括美国证

监会在内的境外同行加强合作，对证券

违法犯罪行为实施有效打击。

期权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邓舸表示， 自2月9日上证50ETF

期权上市以来，期权市场运

行总体平稳，投资者参与度

适中， 合约定价较合理，对

现货市场影响积极正面， 实现了平稳

起步。

从成交和持仓情况看，2015年2月

9日至12日，合约成交量90019张，其中

认购期权50122张，认沽期权39897张，

日均成交量22504.75张；权利金成交额

1.16亿元，日均成交0.29亿元；成交合

约的名义价值20.9亿元，日均成交5.23

亿元；未平仓合约数24693张。 认购期

权合约较认沽期权合约成交活跃，认沽

认购合约成交比为0.80；近月合约较远

月合约成交活跃，3月到期合约成交量

占总成交量的59.39%， 市场成交持仓

情况符合预期。

从投资者参与情况看，截至2月12

日， 衍生品合约账户总开户数达到

3823户，其中个人投资者3552户，机构

投资者271户。 开展期权业务的证券公

司71家，期货公司10家。 每日合约成交

量与持仓量之比平均为1.44，表明投资

者持仓意愿较强，总体较为理性。

从期权定价和对现货市场影响方

面看， 上证50ETF期权定价整体水平

较为合理。实值合约价格均高于虚值合

约，远月合约价格均高于近月合约。 认

购期权和认沽期权价格关系合理，不同

行权价的合约序列价格关系正常，市场

无明显套利机会。 2月9日至12日，上证

综指累计上涨3.17%，上证50指数累计

上涨3.92%，表明投资者对上证50ETF

期权上市反响积极。

从风险控制方面看 ， 自上证

50ETF期权上市以来， 期权市场未发

生保证金不足、持仓超限或其他风险事

件，交易、结算和市场监测监控各环节

衔接顺畅。 2月11日下午，上证50ETF

期权个别合约交易价格因做市商报价

错误触发交易熔断机制， 熔断期间，未

成交异常委托及时撤单，熔断集合竞价

结束后，成交价格即恢复正常，表明风

控机制发挥作用，有效防范了市场波动

风险。

壕私募年终奖60个月工资

公募奔私后半年赚5千万

2014年，逐步找到牛市感

觉的A股， 让不少私募迎来久

违的“丰收年” 。 规模骤增，业

绩蹿升， 在私募大赚特赚的同

时，部分私募老板有了“一掷

千金” 发放年终奖的豪气，如

深圳一家私募的老总给员工人

均发放相当于60个月工资的

年终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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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投资

寿山石变迁风云录

刚刚过去的2014年， 艺术品市场延续2013年的下行通道，在

大多数板块欲振乏力的同时，寿山石却在风雨中屹立不倒。 羊年临

近，一场名为“拍卖市场中寿山石价格走势” 的主题沙龙活动在北

京通惠河畔的石工坊艺术馆举行，业内人士认为，在艺术品市场整

体萧条的情况下，寿山石价格将保持向上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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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连线

潘向东：政策托底力度应加码

今年1月以来公布的宏观经济数据均不太理想。 对于未来的经

济走势和政策走向，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潘向东表示，2015年经

济走势延续2014年的出清，经济增速会出现下滑，预计一季度经济

还将下行，但过快下滑可能性不大。 为刺激需求，减少经济下行压

力，政策托底力度应加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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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解盘

慢牛需蓄势 持股过春节

本周是春节长假前最后一个完整交易周，A股迎来反弹喜迎佳

节。 反弹行情是否具备持续性？ 持币还是持股过节？ 本周财经圆桌

邀请申万宏源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王胜、兴业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

张忆东、长江证券宏观策略资深分析师张旭欣和平安信托高级产品

经理魏颖捷四位嘉宾，共同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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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视野

道达尔 “不务正业”应对低油价

2月12日， 石油巨头道达尔公司宣布去年第四季度净亏损

56.6亿美元。引人关注的是，这家总部设在巴黎的石油巨头意外与

世界羽毛球联合会达成从2015年至2018年的合作协议。这家英文

名称与英语“总数”（Total）一词相同的公司，正在把触角伸向油

气之外的更多领域。

去年商业银行净利增长9.65%

银监会13日公布， 去年商业银行累计实现净利润1.55万亿元， 同比增长

9.65%。 截至去年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8426亿元，较年初增加2506亿

元；不良贷款率1.25%，较年初上升0.25个百分点。 专家和业内人士预计，商业

银行不良贷款“双升”趋势短期内难以改变，“控风险、调结构”将考验银行业。

A02�财经要闻

新三板首批两指数3月18日发布

全国股转公司和中证指数公司13日联合公布全国股转系统首批两

只指数编制方案。 根据方案，首批指数为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成

份指数（简称“三板成指” ，代码899001）、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做市成份指数（简称“三板做市” ，代码899002），定于3月18日发

布指数行情。

扰动因素弱化 大盘重上反弹路

近期市场调整主要缘于资金面扰动因素增多， 不过随着打新冲击波结束、

货币政策继续宽松以及融资偿还压力下降， 资金面给市场带来的压制大幅弱

化，市场反弹具备启动条件。从具体关注品种来看，中小板和创业板股票近期走

势明显强势，有望成为本轮反弹行情的领涨品种。

CFP图片 制图/尹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