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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News

姜洋：保障期货保税交割平稳运行

证券时报记者 游 石

本报讯 上海期货交易所期货保

税交割业务昨日正式展开试点，品种

为铜和铝， 试点区域为洋山保税港

区。 海关总署副署长孙毅彪，中国证

监会主席助理姜洋， 上海市委常委、

副市长屠光绍，上海市委常委、浦东

新区区委书记徐麟共同启动期货保

税交割业务。

姜洋在仪式上表示，在资本市场

成立

20

周年之际， 经过扎实细致的

准备，上海期货交易所期货保税交割

业务试点正式启动。 这标志着上海国

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取

得重大进展，标志着我国期货市场发

展迈出了重要一步。

姜洋表示，期货保税交割业务试

点是在没有改变我国期货市场现有

法规、制度、规则体系的前提下，对商

品期货实物交割的延伸和完善。 这不

仅有利于进一步便利进口贸易，加强

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联系和互通，扩

大商品期货市场的可供交割量，缓解

市场逼仓等风险隐患，促进我国期货

市场的平稳运行，而且有利于积极稳

妥推进期货市场对外开放，进一步拓

展期货市场的发展空间，不断提高我

国期货市场的国际影响力。

姜洋指出， 期货保税交割业务试

点是一项全新业务， 不仅涉及期货市

场的相关参与主体，而且还需要海关、

财政、税务、外汇等多个部门的大力支

持和密切配合， 将经历一个了解、熟

悉、完善并逐步发展成熟的过程。在此

过程中，上期所要加强舆论宣传，做好

期货公司、 交割仓库和客户的培训工

作，强化市场监控，切实防范和严厉打

击市场操纵等违法违规行为， 做好保

税交割和完税交割的衔接工作， 保障

期货保税交割业务试点的平稳运行。

同时， 上期所要积极配合国家有关部

委和上海市有关部门， 做好试点总结

和评估工作，不断完善政策和制度，力

争使试点工作尽快常态化。

屠光绍表示， 去年国务院颁布

《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

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

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 明确提出要

“加大期货市场发展力度， 做深做精

现有期货品种，有序推出新的能源和

金属类大宗产品期货，支持境内期货

交易所在海关特殊监管区内探索开

展期货保税交割业务”。 期货保税交

割业务的推出，将对上海“两个中心”

建设起到实质性的推动。 上海将全力

配合有关方面，充分发挥期货保税交

割业务在上海“两个中心”建设中的

重要作用，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注入新

的活力。

国内超短期融资券将于近期正式推出

证券时报记者 于 扬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国内某大

型银行获悉， 在中国银行间市场交

易商协会的推动下， 超短期融资券

将于近期正式推出。 目前， 国内超

短期融资券在产品研究 、 注册流

程、 发行规则、 信息披露程序、 相

关协议文本等准备工作井然有序的

开展， 为正式推出首单产品奠定了

基础。

据介绍， 超短期融资券 （

SCP

）

是具有法人资格的评级较高的非

金融企业发行的期限在

270

天以

内的短期融资券 ， 募集资金用于

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 禁止用

于长期投资。 为促进超短期融资

券的发展， 交易商协会简化了发

行注册流程， 接受超短期融资券

注册的效率显著高于其他非金融

企业债务融资工具 ， 而且只要注

册成功， 在两年的有效期内， 企

业可选择分期、 分批发行， 只需

发行前一个工作日进行公告 ， 发

行后两个工作日向交易商协会报

告即可。 此外， 信息披露上避免

重复披露， 如企业曾经于市场公

开披露过有关审计报告和财务报

表， 报送文件时可不再上报 ， 信

息披露时也可以不再披露。

据介绍， 银行通过承销与分销

超短期融资券及其相关产品， 以及

开发相应的理财产品， 可增强创造

佣金、 理财等中间业务收入及对市

场分析研判的能力。 以非金融企业

债务融资工具主承销额市场占比第

一的工商银行为例， 工行年初即确

定了大力开展承销业务营销思路，

截至

2010

年

11

月末， 工行共主承

销债务融资工具项目

80

余个， 金额

近

2000

亿元， 其中短期融资券占比

近

60%

， 主承销业务利润同比大幅

增长。 超短期融资券推出后

,

为商业

银行加快创新产品开发， 拓宽承销

发行业务和信用交易业务品种， 探

索企业需求， 优化业务发展策略，

促进承销业务的专业化和可持续发

展， 起到了积极作用。

此外， 推出该产品还能满足投

资者多元化的投资需求。 目前， 市

场中

3

个月及以下期限的货币市场

产品相对缺乏， 投资主体可投资的

一年内短期债券产品的种类屈指可

数， 仅有部分国债、 央票、 短期融

资券以及数量很少的金融债券， 在

市场中体现为短期融资券规模的迅

速扩张。

截至

11

月末， 今年发行的一

年内央票、 政府债券的发行总额分

别为

31880

亿元和

5686

亿元， 一

年内金融债的发行量仅

965

亿元。

作为企业债的主力军， 今年以来短

期融资券发行规模与只数持续增

长 ， 共 发 行

418

只 ， 筹 集 资 金

6491.85

亿元， 发行总额同比增长

53.65%

； 而同期发行的中期票据

231

只 ， 发行总额

4898.42

亿元 ，

同比下降

23.41%

。 可见， 短期债

券的需求相对较高， 超短期融资券

推出后进一步细分了市场， 增加

了投资者选择的空间和定价参考

依据。

发改委：要继续加大

清费降价工作力度

证券时报记者 周 宇

本报讯 发改委昨日下发通知，要求各地价

格主管部门加强元旦、春节期间市场价格监管，

促进价格运行平稳有序。通知提出，要继续加大

清费降价工作力度。

通知要求， 要继续清理和取消不合理收费

项目，降低过高收费标准。全面落实鲜活农产品

运输绿色通道政策， 确保所有收费公路对整车

合法装载鲜活农产品的车辆免收通行费， 进一

步规范和降低集贸市场摊位费和超市进场费，

切实降低农产品流通成本。 企业要主动承担社

会责任，自觉保持价格稳定。

通知要求， 各地价格主管部门要依据新修

订的《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加大价格

监督检查力度， 对恶性炒作和价格违法行为的

查处态度要更坚决，行动要更果断，措施要更得

力，坚决抑制不合法不合理涨价行为，切实维护

正常的市场和价格秩序。

证券业信息技术

近年迈上新台阶

证券时报记者 于 扬

本报讯 中国证券业协会信息技术委员会第

二届七次会议近日召开。 会议认为，几年来，行业

信息系统的性能和安全防护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信

息安全事故率明显下降，

IT

工作迈上一个新台阶。

会议听取了主任委员戴文华关于行业

IT

工

作和

IT

委员会工作思考的专题报告。 他指出，行

业

IT

工作重心逐步由前几年的应急防护转向统

筹建设、夯实基础、巩固和扩大成果方面上来。

IT

委员会应在证监会信息化领导小组和协会的统

一领导下，在行业“十二五”规划的背景下考虑

IT

委员会工作；用全球化视野和专业化能力，保障

行业信息安全。

协会俞副秘书长白桦还指出，行业

IT

工作

要围绕行业发展的大局， 研究解决一些共性的

热点、难点问题，利用技术攻关和专题研究等方

式解决行业的一些深层次问题， 推动行业经营

模式和盈利模式的转变。

再出发

回首

20

年资本市场发展历程， 可以清晰

地看到资本市场的产生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内

在要求和必然产物，资本市场的改革发展也推

动了我国经济和社会诸多重要体制和机制的

深刻变革。

20

年来，中国证监会一直在深化改革中不

断夯实市场基础，在稳步创新中逐步完善市场

体系，在强化监管中着力维护市场秩序，在服

务大局中充分发挥市场功能， 在各项改革、发

展与监管工作中全力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不

断健全有利于市场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有效

提升了我国资本市场的运行质量和效率。

我们坚信，中国资本市场在未来一定能够

谱写出改革发展的新篇章。 我们期待着……

深交所创业板首批 28 家上市公司股票顺利上市

伴随着 20 年的风雨历程，“入市有风险， 投资

需谨慎”“理性投资”等理念逐步深入人心。

中国资本市场大事记

投资理财和市场观念逐渐融入百姓日常生活

雄壮的奔牛喻示着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活力

尚福林等签名寄语中国资本市场

股指期货正式启动仪

式。 图为中共中央政治

局委员、 上海市委书记

俞正声和中国证监会主

席尚福林共同启动股指

期货。

文 /摄影 周 宇 (本专题完)

11

月份银行代客

结售汇顺差

453

亿美元

本报讯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

据显示，

2010

年

11

月境内银行代客

结汇为

1297

亿美元， 代客售汇为

844

亿美元， 银行代客结售汇顺差为

453

亿美元。

(

贾 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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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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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要保持贷款总量合理适

度增长。 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和直

接融资比例的提高，支持实体经济

发展的资金供给会体现在社会融

资总量上，社会融资总量调控应按

满足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正常需

要掌握。 银行信贷是社会融资总量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银行信贷增

长要与实现社会经济发展主要目

标相吻合，特别要考虑经济增长目

标和通胀控制目标，从反危机特殊

时期的非常态应对，转向合理适度

的增长。

第三， 要继续优化信贷结构，引

导商业银行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薄弱

环节的信贷支持力度， 严格控制对

“两高”行业和产能过剩行业的贷款，

服务于经济结构调整的大局，为经济

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支持。 第四，要

有效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胡晓炼强调， 当前和未来一段

时期， 我国金融宏观调控仍将面临

国内外流动性宽松的压力， 必须控

制好流动性的总闸门， 引导货币信

贷合理适度增长。

2011

年是“十二

五”开局之年，各方面发展热情高，

基于流动性偏多之上的货币信贷扩

张压力必然较大。 为做好下一阶段

宏观调控工作， 保持经济平稳健康

运行，人民银行将按照中央的要求，

健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 综合运用

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

等价格和数量工具， 提高货币政策

的有效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