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圳：利用资本市场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本报记者 张莉

深圳市金融办会同深圳证监局，联合深圳市

发展改革委、经贸信息委、国资委、前海管理局、

创投办等部门近日发布《关于利用资本市场促进

深圳产业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 旨在更好地利

用资本市场功能， 进一步深化产业转型升级成

效，加大对“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支持力度。

《意见》 重点对新兴产业企业进入资本市

场、并购重组、国资国企转型升级、利用前海资

源、市场机构创新、产学研资对接等阐明工作思

路、明确具体意见、引导市场发展。《意见》主要

内容包括：支持建立各部门紧密配合的上市协调

机制，建立利用多层次资本市场企业统一后备资

源库，统筹做好新兴产业企业进入资本市场服务

工作；进一步发挥深圳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引领

作用，推动产业并购基金在深圳集聚，加强并购

重组相关的社会保障安排；推进符合国家和市产

业政策导向的市属国资国企进行产业转型升级，

推进市属国资国企利用资本市场实施混合所有

制改革， 加快新兴产业国资国企股份制改革进

度，进一步健全国资监管与证券监管的沟通协调

机制； 进一步推进前海在资本市场开放创新，鼓

励企业利用前海政策优势， 通过 “走出去” 和

“引进来” 实现产业层次提升；鼓励市场机构围

绕产业转型升级创新业务方式，加大深圳区域债

券市场发展支持力度，鼓励市场机构发展资产证

券化业务；优化产学研资对接机制，探索建立由

政府、银行、股权投资公司、融资担保公司等机构

组成的新兴产业投融资体系，支持、引导各类创

投基金加大对深圳初创期、早中期项目的投资力

度，为大众创新创业提供展示平台。

相关人士表示，《意见》是继上周《深圳市

2015年金融改革创新重点工作》 印发出台后，

各部门贯彻落实《重点工作》要求、多措并举引

导金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的切实举措。

港股“价值洼地” 现“淘金热”

（上接A01版）

“价值洼地”吸引力凸显

岑智勇认为，与A股相比，港股估值明显偏

低，可被视为“价值洼地” 。 不少在香港上市的

公司主要业务都在内地， 国际及香港投资者或

许不太熟悉，所以没有进行大规模投资，但内地

投资者会比较容易理解他们的业务， 因此在公

募基金获准投资港股后， 他们会觉得这类股份

的估值十分便宜。

从多项统计指标来看， 香港市场估值确实

较低。 由于今年以来港股涨幅远远落后于A股，

AH股价差扩大。Wind数据显示，此前长期低于

100的恒生AH股溢价指数在 3月底飙升至

136.52的三年半高位，这意味着H股相对A股折

价30%以上。 目前恒生指数市盈率为10.2倍，相

比之下上证综指市盈率为17.75倍， 标普500市

盈率为19.5倍，泛欧100指数市盈率为26倍。

分析人士预计， 随着资金在内地和香港两

地股市的双向流动加快，两地价差将趋向收窄。

广发证券分析师陈果认为， 目前港股市场价值

洼地的情况明显，以A股的估值体系来看，香港

市场很多标的的估值非常有吸引力， 未来部分

港股估值有逐步向A股靠拢的趋势。 岑智勇认

为，AH差价股尤其是估值较内地同业低的股

份、暂时只在香港上市的中资股，以及香港独有

的股份都存在较大机会。 若A股持续强势，也有

助港股出现估值补涨的情况。

在市场火爆的同时， 一些风险因素也值得

留意。 岑智勇预计港股上涨行情会持续，直至港

股估值与A股估值的分歧收窄。 他提醒投资者，

如果两者估值差距收窄， 可能意味着港股的升

幅有限。 此外还可留意港股通交易量的变化，如

果交易规模下跌，也意味着南下资金减少，港股

升势或已见顶。

还有分析师表示， 目前进入港股的内地

资金只是急先锋， 大部队要等到深港通政策

落地才会跟进。 港股短期上涨过快，后续接盘

资金可能跟不上， 需警惕流动性风险导致的

短期回调。

对于显著活跃的香港创业板， 罗满强表示

香港创业板市值本身就不高， 成交量相比于整

体市场也十分有限， 只需部分感兴趣的资金和

散户就可以把市场炒热。 香港创业板素质参差

不齐，有一些公司基本上连年亏损，即便没有市

盈率，也可能涨得非常凶猛。 但仍有一些投资标

的值得关注，比如一些业绩良好，具备条件转主

板的公司，会受到市场青睐。

新三板成A股公司

“美颜神器”

（上接A01版）通过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以人民币6.58元/股的价格成功征集并

受让维珍创意原股东持有的合计40万股股份，

从而累计持有维珍创意710万股， 占维珍创意

股本总额的19.11%。

这笔投资无疑换来了巨额回报。 市北高新

入股维珍创意的价格为6.58元， 而维珍创意

2015年4月7日的股票复权价格早已稳稳站上

50元，公司投资账面收益已经增长8倍以上。

除多元化入股一家公司， 不少两市上市公

司还“联盟”持股同一家新三板公司股权。紫光

股份与北新建材均持有绿创设备10%股权比例

以上，电广传媒、新湖中宝和华升股份等则均为

谢裕大的前5大股东。

利于转型升级

上市公司与新三板挂牌公司之间的 “作

用” 并非单向。根据全国股转系统最新数据，目

前接近500家新三板挂牌公司发布了2014年年

报，实现业绩盈利的达9成，平均净利润同比增

长48%，平均营业收入增长17%。 这在很大程

度上超越了主板公司甚至中小板和创业板企

业的盈利增速，成为中国上市公司中的“耀眼

明星” 。

作为主板上市公司参控股的新三板挂牌公

司， 营收能力也相对高于新三板公司的平均水

平。 统计显示，2013年主板公司参控股的新三

板公司收入和净利润盈利水平分别较平均水平

高90%和300%以上。 因此，有投资者将受到两

市上市公司投资的新三板挂牌企业称为“富二

代” 。 背靠主板公司“大树” ，新三板挂牌企业

与主板公司的协同效应或会逐步展现。

而主板公司对新三板企业的投资或也远非

财务投资这样简单。券商人士指出，主板和创业

板公司参与投资新三板，从更深层次考量，实际

上是有利于这些“大” 公司转型升级的。“倘若

所参股的新三板企业经营很好， 不排除部分主

板公司逐渐转变此前经营重心的可能性。 ”

不过，业内人士提醒说，从目前来看，不少

主板上市公司针对新三板挂牌公司的投资收益

往往还只是账面层面的， 不仅存在一定的变现

障碍， 而且随着投资者对新三板投资的日趋理

性，投资贬值风险或也会随之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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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期货交易所敬告广大期货行情用户：授权

下列信息服务机构为

2015

年度上海期货交易所交

易行情转发指定机构（排名不分先后）。交易所在其

网站（

http://www.shfe.com.cn

）上有专门栏目长期公

告最新授权机构名录，便于用户查询。

一、即时行情服务商

Thomson�Reuters

Bloomberg�L.P.

中经社控股有限公司

上海文华财经资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澎博财经资讯有限公司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

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SunGard�Data�Systems�Inc.

上海富远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乾隆高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国泰安教育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万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精诚胜龙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深圳市财富趋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Interactive�Data�Corporation

东方财富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ACTIV�Financial�Systems,�Inc.

Morningstar�Real-Time�Data

Aspect�Enterprise�solutions

通联数据股份公司

浙江核新同花顺网络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信易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同鑫信息技术咨询有限公司（仅无线终

端）

二、有色金属即时行情服务商

上海有色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FastMarkets�Ltd.

三、能源类即时行情服务商

北京金凯讯达信息系统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四、延时行情服务商

RiskMetrics�Group,Inc

MetalPrices.com

上海科视数码频道制作有限公司

网易传媒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深圳证券时报社有限公司

日本时事通讯社

Reval.com，Inc.

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普氏（Platts）能源

CRU�Group

任何未经授权的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转发或

传播上海期货交易所交易行情信息， 否则将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

上海期货交易所

2015年 4月

上海期货交易所授权行情服务机构名录

北京圣鑫乾元科技有限公司研制

的燃煤脱硝催化剂再生液配方和燃煤

脱硝催化剂成套再生设备， 经中电联

环保专家鉴定：“具有结构合理， 高效

节能”“部分技术填补了国内外空白，

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并获得 8 项专利。

真诚寻求志同道合之士共同发展，同

时出售成套再生设备。

吕先生 13810629616

诚邀合作伙伴

燃煤脱硝催化剂再生

市场巨大 极具投资价值

诚邀合作伙伴

财政部：鼓励社保基金等投资地方专项债券

□本报记者 赵静扬

财政部近日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

管理暂行办法》， 规定专项债券期限为1年、2

年、3年、5年、7年和10年， 由各地综合考虑项目

建设、运营、回收周期和债券市场状况等合理确

定，但7年和10年期债券的合计发行规模不得超

过专项债券全年发行规模的50%。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是指省、自治区、直辖

市政府等为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项目发行的、

约定一定期限内以公益性项目对应的政府性

基金或专项收入还本付息的政府债券。 专项债

券由各地按照市场化原则自发自还， 遵循公

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发行和偿还主体为地方

政府。

办法要求， 各地应积极扩大专项债券投资

者范围，鼓励社会保险基金、住房公积金、企业

年金、职业年金、保险公司等机构投资者和个人

投资者在符合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的前提下投

资专项债券。 企业和个人取得的专项债券利息

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

办法要求， 单只专项债券应当以单项政府

性基金或专项收入为偿债来源。 单只专项债券

可以对应单一项目发行， 也可以对应多个项目

集合发行。 专项债券发行利率采用承销、招标等

方式确定。 采用承销或招标方式的，发行利率在

承销或招标日前1至5个工作日相同待偿期记账

式国债的平均收益率之上确定。

各地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披露专项债券

基本信息、财政经济运行及相关债务情况、募投

项目及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或专项收入情况、风

险揭示以及对投资者做出购买决策有重大影响

的其他信息。专项债券存续期内，各地应按有关

规定持续披露募投项目情况、 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 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或专项收入情况以及可

能影响专项债券偿还能力的重大事项等。

去年末我国外债负债率8.64%

外汇局：外债风险总体可控

□本报记者 任晓

国家外汇管理局7日公布，2014年末我国外

债负债率为8.64%，债务率为35.19%，偿债率为

1.91%，短期外债与外汇储备的比例为17.78%，

均在国际公认的安全线以内， 我国外债风险总

体可控。

截至2014年末， 我国外债余额54793亿元

人民币（等值8955亿美元），按可比口径计算，

同比增长2.5%。从期限结构看，中长期外债余额

16788亿元人民币 （等值2744亿美元），占

30.6%，同比增长7.5%；短期外债余额38005亿

元人民币（等值6211亿美元），占69.4%，同比

增长0.4%。在短期外债余额中，与贸易有关的信

贷占70.5%。

数据显示，从机构部门看，广义政府债务

余额3379亿元人民币 （等值552亿美元），占

6%； 中央银行债务余额619亿元人民币 （等

值101亿美元），占1%；银行债务余额18470

亿元人民币（等值3018亿美元），占34%；其

他部门债务余额26741亿元人民币 （等值

4371亿美元），占49%；直接投资：公司间贷

款债务余额5584亿元人民币 （等值913亿美

元），占10%。

深交所推出交易日早间及非交易日信披制度

□本报记者 张莉

深交所日前发布《关于推行交易日早间及

非交易日信息直通披露制度的通知》， 将在我

国证券市场首次实行早间信息披露制度。 深交

所“交易日早间及非交易日信息直通披露” 功

能模块将于2015年4月8日正式上线运行。届时

深交所在现有交易日一日两个信息披露时段

（午间和收市后晚间披露时段） 的基础上，将

增加每个交易日的早间时段（6:00-8:00）以

及单一非交易日或连续非交易日的最后一日

下午（12:00-16:00）信息公告直通披露时间

窗口。

这是深交所继2007年8月率先推出午间信

息披露制度之后， 贯彻证监会以信息披露为中

心推进监管转型工作部署， 深化信息披露制度

改革、持续提高服务水平的又一重大举措。 早间

信息披露制度的推出，进一步增强了市场效率，

提升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及时性， 使上市公

司在重大事项发生后能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从而可以大幅度减少股票停

牌，充分保护投资者交易权，切实提高市场运行

效率。 增加交易日早间及非交易日信息直通披

露时段后， 深市信息披露时段实现了与香港等

境外成熟资本市场在信息披露时段上的对接，

缩小了境内外信息披露制度的差异， 为投资者

提供了一个更为便捷、有效的市场环境，为落实

“深港通” 等资本市场重大改革以及推进我国

资本市场的国际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深交所相关负责人表示， 多时段信息披露

的制度安排以及早间披露的推出， 不仅将促使

上市公司更加重视信息披露效率， 强化信息披

露质量，也对监管部门在监管敏感性、快速反应

能力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深交所将切实

落实以信息披露为中心的监管理念， 以投资者

需求为导向， 进一步简化信息披露公告上载流

程， 优化信息披露公告展示界面， 增强 “互动

易” 功能，提高信息披露互动性，不断推进信息

披露的实时化、简明化、互动化，完善上市公司

信息披露制度。

保监会规范险企关联交易

对关联方全部投资余额合计不得超过上季末总资产30%

□本报记者 李超

保监会7日发布 《关于进一步规范保险公

司关联交易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保险公司资

金运用关联交易应符合相关比例要求。 在保险

公司投资未上市权益类资产、不动产类资产、其

他金融资产的账面余额中， 对关联方的投资金

额分别不得超过该类资产投资限额的50%；对

关联方中单一法人主体的投资余额， 合计不得

超过保险公司上季末总资产的15%与该法人主

体上季末总资产的5%二者孰高；对关联方的全

部投资余额， 合计不得超过保险公司上季末总

资产的30%， 并不得超过保险公司上季末净资

产。 在计算人身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总资产

时，其高现金价值产品对应的资产按50%折算。

《通知》要求，加强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的内

部审查，强化非关联董事和独立董事作用，进一

步明确信息披露要求。 保险公司重大关联交易

应由董事会批准的， 董事会会议所作决议须经

非关联董事2/3以上通过。 保险公司应当按照有

关规定，对重大关联交易和资金运用关联交易，

于签订交易协议后10个工作日内披露。

保监会表示，近年来，保险公司的关联交易

呈现增长趋势。 部分中小保险公司关联交易占

比偏高、交易对手比较集中、另类投资领域的关

联交易增幅明显。 部分保险公司的关联交易管

理制度不健全、落实不严格，关联交易的潜在风

险值得关注。

伊朗、阿联酋成为

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

财政部7日消息， 经现有意向创始成员国

同意，伊朗、阿联酋已于4月3日正式成为亚洲

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意向创始成员国。

截至目前，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增至35

个，包括孟加拉国、文莱、柬埔寨、中国、法国、德

国、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意大利、约旦、哈萨

克斯坦、科威特、老挝、卢森堡、马尔代夫、马来

西亚、蒙古国、缅甸、尼泊尔、新西兰、阿曼、巴基

斯坦、菲律宾、卡塔尔、沙特阿拉伯、新加坡、斯

里兰卡、瑞士、塔吉克斯坦、泰国、阿联酋、英国、

乌兹别克斯坦和越南。 (赵静扬)

险企组建首台（套）重大

技术装备保险共保体

□本报记者 李超

保监会7日消息，由人保财险、太保财险、

平安财险、中国大地财险、天安财险、中华联合

财险、中航安盟财险组建的首个首台（套）重大

技术装备保险共保体近日正式成立并开始运

行。保险公司自主组成的共保体，将按照统一条

款开展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承保工作。

经共保体协商，人保财险、太保财险、平安财险

作为主承保签单企业， 分别牵头与装备企业落

实相关承保协议。

江苏与加拿大不列颠

哥伦比亚省开展合作

□本报记者 丁菲

江苏省政府日前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

省签署加强经贸联系和促进高科技产业交流的

合作谅解备忘录。

备忘录确认两省将在多个领域开展合作，

包括：推动双边政府部门的高层互访，促进沟通

交流；鼓励双边企业开展对接和交流，支持企业

参加对方组织的经贸合作论坛、 专业性展会等

活动； 在信息通信技术和数字媒体产业制定合

作方案，以支持双边互利互惠的经贸投资合作；

双方将每年定期就合作方案讨论并研究新的合

作机会。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方面表示，备

忘录的签订是两省加强双边紧密合作的重要一

步，同时，南京市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都

有迅速成长的科技产业， 此次访问将促进两省

的科技企业建立伙伴关系和开展双向投资。

公共文化服务新政

细化113项改革任务

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协调组7日在

京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 审议通过贯彻落实

《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

见》工作方案和分工方案。 这两个方案将公共

文化服务新政细化为113项改革任务， 每项具

体任务都明确了牵头单位、 配合单位和完成时

限，协调组25个成员单位都有涉及。

工作方案提出，要抓好学习宣传、职责分

工、动员部署、调查研究、配套政策、检查督导

六项重点任务，并明确了实施的方法步骤。 分

工方案从贯彻落实意见方面，细分出加强社区

和乡村文化设施建设、出台政府购买公共文化

服务指导性意见和目录、制定村（社区）综合

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建设标准、加快构建现代文

化传播体系等90条具体工作任务；从贯彻落实

意见附件《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标准》

方面，梳理出为农村乡镇每年送戏曲、为每个

县配备流动文化车、提供信息服务等23项具体

工作任务。

文化部部长、协调组召集人雒树刚说，下一

步工作要围绕六个重点：推动中办、国办意见的

全面贯彻落实；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

均等化；加快推进公共文化立法进程，推动公共

文化服务保障法尽快出台， 加快完善公共文化

服务法律法规体系； 加快推进公共文化服务社

会化；推进公共文化服务资源统筹整合；积极推

动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纳入国家 “十三

五” 规划。 (新华社记者 周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