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交所野蛮生长 统一监管迫在眉睫

“遍地交易所， 处处证券化” 的现象让监管部门深感忧虑。 截至

6

月初， 国内已陆续开业的文化产权交易所

(

含艺术品交易平台

)

已达

15

家， 而正在筹备的文交所还有

5

家， 总数将达

20

家。 如何加强文交所

的对口监管， 目前存在 “文监会” 与证监会 “文监部” 两个版本。

印度第

10

次加息 菲律宾央行“提准”

尽管全球各主要经济体都出现增长放缓的迹象，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

也出现一定程度回落， 但这并未缓和全球特别是新兴经济体面临的通胀

压力。 昨日， 印度央行再次宣布加息

25

个基点， 菲律宾央行宣布将银

行存款准备金率从

19%

上调至

20%

， 维持基准利率水平不变。

淘宝分拆一变三 阿里巴巴谋划整体上市

阿里巴巴集团

16

日宣布， 即日起把淘宝分拆为三家公司： 淘宝网、

淘宝商城和一淘网， 以备战 “大阿里战略”。 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昨日

透露， 淘宝分拆将使客户、 员工和股东收益最大化， 未来不排除阿里巴

巴集团整体上市的可能。

贵州煤炭资源整合吸引各路英雄好汉

继山西、 河南之后， 有 “西南煤海” 之称的贵州也启动了煤炭资源

整合。 在政策推动之下， 寄望分羹的相关企业跃跃欲试。 粤宏远曾明确

表示要大举进军煤炭行业， 且两度在贵州省威宁县收购煤矿企业。 半个

月不到， 粤宏远大股东宏远集团就两次出手增持上市公司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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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监会指定披露上市公司信息报纸
中国保监会指定披露保险信息报纸
中国银监会指定披露信托公司信息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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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东征：中小板诚信公司将享制度溢价

诚信记录较好公司实行信披事后审核
，

并加大对其再融资并购重组支持力度
证券时报记者 张媛媛 杨丽花

深交所理事长陈东征昨日在中小企

业板监管与发展座谈会上透露， 深交所

将加大对诚信规范的中小板企业支持力

度， 建立鼓励上市公司诚信规范的激励

机制。 他同时建议， 上市公司要珍惜机

遇、 敬畏市场、 尊重股民， 从基本理

念上推动上市公司健康稳定发展。

陈东征说， 此前深交所比较强调

对上市公司的约束， 偏重对违规行为

的处罚， 相对忽视了对诚信规范公司

的奖励， 没有体现 “诚信规范” 的制

度溢价， 导致公司自我规范的动力不

足。 今后深交所将根据公司的诚信记

录， 对中小板公司实行差异化的监管

政策， 对于诚信记录较好的公司， 实

行信息披露事后审核， 加大对公司再

融资、 并购重组、 股权激励等事项的

支持力度， 让一部分优秀公司得到更

好发展； 对于诚信记录有污点的公司

则加强监管， 积极化解风险， 从而引

导上市公司进入重诚信、 讲规范的良

性发展轨道。

此外， 深交所今后将建立适合中

小企业特点的再融资、 收购兼并、 股

权激励等制度安排； 深化信息披露改

革， 降低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成本，

提高信息披露的有效性， 针对性做出

有利于中小企业做优做强的举措。

陈东征说， 深交所未来将继续毫不

动摇地坚持从严监管， 保持对重大违法

违规行为的高压态势； 同时更新监管理

念， 创新监管方式， 充分发挥市场约束

机制的作用， 提高市场参与者自我规范

意识和中介机构市场自律意识。

会上， 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部副

主任安青松对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提

出了四点要求： 牢固树立诚信规范观

念， 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 牢固树立

“给投资者一个真实的上市公司” 意识，

不断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强化内幕信息

管理意识， 有效防范和打击内幕交易；

有效利用并购重组手段， 不断提高资本

运作水平。

深交所副总经理周明在会上通报

了近期中小企业板监管中重点关注的

一些问题。 他透露， 中小企业板下一

步将试点分类监管， 建立奖优罚劣机

制， 并将组织开展 “中小企业板内部

控制规则落实年” 专项活动， 提升上

市公司自律水平。 （更多报道见

A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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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二季度储户问卷调查显示

逾八成居民选储蓄 炒房炒股意愿下降

证券时报记者 贾壮

据中国 人民 银行 昨 日 公 布 的

《

2011

年二季度储户问卷调查报告》，

在各主要投资方式中， 选择 “房地产

投资” 的居民占

22.2%

， 比上季减少

2.8

个百分点， 仍为居民投资首选。 其

他依次为 “基金理财产品”

21.9%

，

“债券投资”

13.2%

， “股票投资”

11%

， “债券” 取代 “股票” 升至居

民投资第三选择。

在当前物价、 利率以及收入水平

下，

83%

的城镇居民倾向于储蓄 （其

中，

41%

偏好 “投资债券、 股票、 基

金等” 变相储蓄，

42%

偏好 “储蓄存

款”），

17%

的倾向于 “更多消费”。 居

民消费意愿低位回升， 储蓄存款意愿

更高， 投资意愿回落。

在各类消费中， 居民购车意愿仍

保持高位， 旅游消费季节性回升明显。

央行调查显示， 对当前房价水平，

74.3%

的居民认为 “过高， 难以接受”，

与上季基本一致， 为

2009

年调查以来

的较高值。 对下半年房价走势，

34.2%

的居民预测房价将 “保持稳定” ，

25.9%

的预测 “上升” （包括 “上升”

或 “先降后升”），

18.9%

的预测 “下

降” （包括 “下降” 或 “先升后降”）；

与上一季相比， 认为 “保持稳定” 和

“无法判断” 的居民占比增加， 二者代

表了一半以上被调查者的判断。 未来

一季有购房意愿的居民占

14.6%

， 比

上季下降

0.8

个百分点。

另据央行调查， 二季度居民对物

价满意度仍不理想， 当期物价满意指

数

16.8%

， 比上季下降

0.5

个百分点。

居民对未来物价上涨预期有所缓和，

未来物价预期指数

72.2%

， 比上季下

降

0.5

个百分点。

同日公布的 《

2011

年二季度全

国银行家问卷调查报告》 称， 第二季

度宏观经济热度有所下降， 银行家信

心指数略有上升， 银行业景气指数继

续回落， 贷款需求指数转升为降 ，

货币政策感受指数连续第三个季度

下滑。

调查显示 ， 认为当前宏观经济

“偏热” 的银行家占比为

３８．４％

， 比上

季度下降

５．５

个百分点； 认为 “正常”

的银行家升至

５４．４％

， 比上季度提高

２．８

个百分点； 对下季度经济运行走

势，

３１．４％

的银行家预计将持续偏热，

５９．７％

的银行家认为下季 “正常”，

９％

的预计偏冷。 受此影响， 银行家宏观

经济信心指数回升至

５７％

， 比上季度

提高

１．７

个百分点， 为连续第二个季度

上升。

■

图片新闻

外汇局报告称今年仍将呈现较大顺差

套利资金净流入可能增加
，

热钱通常以“蚂蚁搬家”方式渗透
证券时报记者 贾壮

昨日公布的 《国家外汇管理局年

报

2010

》 认为， 利差、 汇差和境外融

资成本较低等因素可能使得套利资金

净流入增加， 境内企业境外融资活动

可能会趋于活跃。 预计

2011

年我国国

际收支仍将呈现较大顺差， 国际收支

运行可能呈现一定波动性。

该年报称，

2011

年全球经济将持

续复苏， 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动将稳步

回升， 但全球经济下行风险依然存在，

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

新兴市场经济体通胀压力明显加大，

国际金融市场存在较多不确定性， 全

球经济可持续增长也面临挑战。 我国

经济将继续保持较快增长， 经济发展

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将不断深入，

内需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将更加突出。

关于外汇管理的政策取向， 外汇

局在年报中提出， 在经常项目方面，

今年要着力推进货物贸易外汇管理等

重点领域改革， 努力提升经常项目便

利化水平； 密切跟踪形势变化， 有针

对性地改进和完善管理， 积极防范和

有效应对跨境资金流动风险； 加强监

测分析和非现场监管， 切实转变经常

项目外汇管理方式。

资本项目方面， 要进一步转变管

理理念、 提升管理手段， 完善资本项目

法规建设与内控管理， 深化资本项目外

汇管理改革， 加强跨境资本流出入的统

计监测和分析预警， 强化资本项目非现

场核查和事后监管， 在推进贸易投资便

利化的同时， 防范跨境资金异常流动风

险， 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

外汇局指出， 我国有 “热钱” 违

规流入现象但尚未成规模集中流入，

“热钱” 通常以 “蚂蚁搬家” 的方式分

散渗透。 下一阶段， 应对和打击 “热

钱” 流入工作将继续坚持 “两手抓”，

在进一步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的同时，

继续对 “热钱” 等违规资金流入保持

高压打击态势， 加强对跨境资金流动

的监测预警， 采取措施防范 “热钱”

大进大出。 要密切跟踪国际国内经济

金融形势变化， 有针对性地开展各类

专项检查和调查； 加大对地下钱庄、

网络炒汇等外汇违法违规行为的打击

力度； 创新外汇检查手段， 进一步完

善外汇非现场检查系统， 探索金融机

构非现场检查方法； 加强对异常跨境

资金流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监测

预警， 加大对外汇违规线索的排查力

度； 继续推进外汇信用体系建设。

外汇局年报还建议， “十二五”

期间， 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 要进一

步放宽跨境资本流动限制， 有序推进

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根据经济发

展阶段的不同需要， 加快放开市场主

体需求强烈、 风险相对较小的项目，

对风险较大和无真实贸易投资背景的

项目， 如衍生品交易， 采取试点、 规

模控制等方式， 逐步为扩大开放创造

条件。

央行昨日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今年

5

月末， 我国金融机构的外

汇占款为

243907

亿元，

5

月份当月增

加了

3764

亿元， 高于

4

月份的

3107

亿元。 今年前

5

个月， 外汇占款增加

了

1.4

万亿元，

3

月份的单月增加量达

到

4079

亿元。

深沪股市创

8

个月来收盘新低

受外围市场及大宗商品大跌影响， 深沪股市昨日双双低开低走， 沪指收报

2664.28

点， 创出去年

10

月

8

日以来的

收盘新低， 深成指也创去年

9

月

30

日以来的收盘新低。 图为海南海口一投资者在证券营业部关注股市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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