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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亿市值解禁

华丽家族高管大股东唱双簧

风险未完全释放

城投债捧场者少

投资回报率

与上市公司内控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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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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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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防止苗头性问题转化为趋势性问题

广东浙江等地未出现中小企业扎堆倒闭现象

见习记者 李强

工信部新闻发言人朱宏任昨日在国

新办举行的全国工业通信业运行形势发布

会上表示， 下半年， 我国工业经济将继续

保持平稳增长的态势， 要保持宏观政策的

连续性和稳定性， 同时更加注重针对性、

有效性和前瞻性。 关键是防止苗头性问题

转化为趋势性问题， 进而影响全局。

朱宏任表示， 上半年， 我国工业经

济继续呈现生产较快增长、 效益逐步改

善和结构调整稳步推进的良好格局， 正

在由政策推动向自主增长有序转变。

朱宏任指出， 上半年工业经济运

行中不平衡、 不协调、 不可持续的问

题仍然突出。 一是主要能源、 原材料

价格高位波动并向下游传导， 生产要

素保障较紧， 企业融资、 用工成本增

加， 给企业生产经营造成很大困难，

不同行业、 不同企业之间出现分化；

二是一些小型、 微型企业在信贷总体

规模减少和商业银行信贷惠及面有限

的形势下面临的生存压力增大； 三是

完成节能减排、 淘汰落后产能和遏制

产能过剩行业盲目扩张、 推进企业兼

并重组等结构调整任务艰巨。

朱宏任强调， 尽管我国工业经济发

展中还存在很多不稳定性因素， 但是从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月度环比数据来看，

工业增加值月度环比数据在

1.04%～

1.48%

之间， 基本上处于正常波动范围，

没有出现令人担忧的大起大伏的局面。

此外， 朱宏任还表示， 经过工信部

调研核实， 广东、 浙江等地并没有出现

媒体报道的中小企业扎堆倒闭的情况。

对于部分企业出现生产经营比较困难的

情况， 工信部将积极协助金融部门多措

并举， 加快金融体制机制改革， 推动发

展小型金融机构， 提高小型企业贷款比

重， 加大证券市场和债务市场融资力度，

缓解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型、 微型企业融资难

问题； 推动完善和落实税收等优惠政策。

针对稀土价格上涨和供应问题， 朱

宏任表示， 在保护资源和环境的前提

下， 组织生产方面会考虑到稀土的合理

需求， 同时， 稀土应用企业也要理性看

待和适应稀土价格上涨。 稀土价格的上

涨是稀土价值本身的回归， 有合理的方

面。 其次， 稀土价格的上涨还受到世界

范围内资源型产品的普遍上涨的影响。

而新材料产业的发展， 促进了稀土的应

用， 也推动产品价格的提高。

上交所总经理张育军表示

加快股市结构调整 大力发展交易所债市

证券时报记者 孙玉

上海证券交易所总经理张育军昨日

在 “沪上金融家对话未来国际商业精

英” 论坛上表示， “十二五” 期间， 交

易所将并重发展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

进一步推动债券市场、 特别是交易所债

券市场的发展。 同时， 应当加快股票市

场结构调整， 大力优化上市公司结构，

推动上市公司并购重组， 提高市场资源

配置的效率。

张育军指出， 交易所债券市场发展

空间、 潜力巨大， 现在尽管有一个巨大

的场外债券市场， 但应当发展一个更加

市场化的、 以市场各方参与者为基础、

以集中竞价交易为基础的债券市场。 而

这将成为上交所未来几年的工作重点。

他指出， 在美国市场债券的持有量， 商

业银行持有不到

10%

， 在我国商业银

行超过

4

万亿的持有量是基于国家信用

为担保的， 债券市场市场化程度、 投资

人分散程度不够。 因此， 应当大力推动

债券市场的发展， 特别是交易所债市的

发展， 这也是实现 “显著提高直接融资

比重” 中最重要、 最核心的举措。

就股票市场的发展问题， 张育军指

出， 股票市场面临增量发展与结构调整

并重的问题， 未来应当把结构调整放在

更加突出的位置。 他指出， 目前股票市

场在增量发展方面已经开足了马力， 全

力以赴。 但是在存量结构调整、 上市公

司结构调整方面还大有可为， 市场结构

还有很多不合理的因素， 未来应当把存

量调整放到更重要的位置加以推动。 其

中， 包括上市公司结构、 投资者结构、

中介服务者结构等诸多方面的工作，

就上市公司而言， 很重要的一条是要

大力优化上市公司结构， 推动上市公

司的并购重组， 进一步提高市场配置

资源的效率。

张育军指出， 在坚持风险防范和

推动金融创新并举的过程中， 应继续

把金融创新放在更加重要的地位。 “把

防止系统性金融风险作为底线。 但是防

止系统性金融风险只能为发展提供条件，

更重要的还是要推动金融创新， 在此基

础上推动金融业的发展。” 他指出， 未来

要进一步把市场质量与效率放在更加重

要的位置， 要进一步强化中国资本市场

建设中的软实力， 包括法律、 会计、 基

础制度、 税收管理、 人才培养等， 这些

软实力决定了市场运行的质量与效应。

张育军还指出， 未来继续加快金融创新，

在发展银行、 证券、 保险三大行业外，

还应大力推动私募股权投资、 风险投资

等新兴金融行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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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时报网国际频道改版上线

证券时报网国际频道 （

overseas.

stcn.com

） 今日改版上线。 改版后的

国际频道整体布局清晰合理， 突出重

点新闻， 新增了国际股市行情、 大宗

商品行情等栏目， 更加符合国内读者

阅读习惯。

新版国际频道能全面满足读者对

全球经济信息的需求。 经济观察、 国

际动态及各国央行动态提供了大量国

际经济宏观方面的资讯； 公司新闻、

全球商品等栏目能使读者详尽了解全

球经济微观方面的信息； 全球财媒头

条使读者能及时了解海外市场发生的

重要新闻事件。 （孙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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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短融券招标未满

昨日招标的

2011

年铁道部第三期

短期融资券， 受到资金面紧张和市场

风险厌恶情绪上升的双重影响， 原定

200

亿元发行规模仅有

187.3

亿元的实

际中标额， 最终由主承销商包销余额。

此外招标结果还显示， 本期短融

票面利率攀至

5.18%

， 落在公告招标

区间

4.68%～5.18%

的上限， 并远超今

年

3

月底、

6

月初的前两期品种利率。

资金面的悲观预期， 对本期新债

招标造成了较大影响。 昨日的质押式

回购隔夜利率

5.4702%

， 在前日基础

上再涨

67

个基点， 较本月低位

2.46%

超出一倍多；

1

个月期利率则走高至

6.7634%

， 成交量

150.34

亿元也续创近

一个月新高。

值得注意的是， 国家开发银行昨

日发布临时公告称， 将取消原定今日

招标的半年期贴现金融债。 该期债券

为

１７４

天期贴现债券， 发行规模不超

过

１７５

亿元。 市场分析称， 发行人担

心流标的同时， 也希望在市场利率回

落时发行以降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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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ide Today

朱玉辰：丰富产品打通市场形成合力

王亚伟减持南通科技

毛长青：发掘中国农业领域的孟山都

市场分歧加深 商品持仓创年内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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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rt News

■图片新闻

欧元区峰会力争出炉希腊新救助方案

欧元区领导人于

２１

日在布鲁塞尔召开紧急峰会， 力争出炉对希腊的第二轮救助方案， 以防止债务危机向其他国家蔓

延。 目前就如何对希腊进行新一轮救助， 欧元区正在讨论多种方案， 其中包括向希腊政府提供新的贷款， 以回购债券；

扩大欧洲金融稳定工具的灵活性和使用范围； 以及降低对希腊、 爱尔兰和葡萄牙的贷款利率等。 峰会草案显示， 各方就

新援助计划达成一致。 受此消息刺激， 欧美股市昨日盘中全线上涨， 涨幅均超过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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