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资本市场激发“红色故都”财富梦想

证券时报记者 刘行健

瑞金市地处江西赣南， 是一个

县级市， 也是著名的老区。

1931

年

11

月

7

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临时中央政府在这里宣告成立， 并

把瑞金定为首都， 瑞金因此被称为

“红色故都”。

自古， 瑞金就以淘金而得名。

当地县志记载， 唐天佑元年 （公元

904

年）， 以象湖镇淘金场置瑞金

监， 瑞金之名起源于始， 因 “握地

得金， 金为瑞” 而得名。 如今， 虽

然绵江河上的淘金人早已不见， 但

是随着经济发展， 资本市场的发展

也在刺激着瑞金人的淘金梦。

10

年间， 瑞金经济的飞速发

展， 可以从一个营业部在瑞金的发

展窥豹一斑。 早在

2000

年， 华夏

证券就在瑞金市设立了证券服务

部，

2005

年华夏证券破产重组为

中信建投证券， 该服务部也变更

为中信建投证券服务部，

2009

年

初这里升格为营业部。

如今已是中信建投南昌一家营

业部销售经理的柳洁 （化名）， 是

当时华夏证券瑞金服务部最早的一

批员工之一，

2001

年从赣州市营

业部派到瑞金服务部。 “那时候股

民开户数很少， 一直到

2005

年更

名时， 都只有一千多户， 大多是中

小散户。”

当时， 该证券服务部的位置也

很偏僻， 位于瑞金城西开发区，

周边都是一片荒地， 少有人来。

如今，

10

年过去了， 营业部地点

并没有变， 但是这个地段却繁华

多了， 随着瑞金城市建设的发展，

城西开发区已经是市区主要区域

之一。

1985

年出生的小张， 和中信

建投瑞金营业部一起经历了成长。

2007

年， 他从一所财经大学毕业，

来到这里工作， 那时候正是市场最高

位的时候， 也是开户数增长最快的时

候。

4

年间， 小张经历了牛熊转换、

服务部升级， 自己也晋升为营业部客

户主管。

小张介绍， 目前中信建投瑞金营

业部的开户数已经有

7000

多户， 资

金超过百万的客户也有

20

多户， 开

户数跟服务部开业前几年比起来增长

了七八倍， 不少是在

2006

年、

2007

年增加的。 “

2007

年， 大资金的客

户更多。 只是因为目前行情清淡， 一

些人资金缩水， 也有一些人撤出了账

上的保证金。” 他说。

小张觉得， 这些年， 股民增加一

方面是得益于

2006

年到

2007

年牛市

的造富效应， 另一方面是因为随着经

济发展， 当地人收入的提高。 这几

年， 他切切实实感受到， 瑞金的市区

扩大了， 商业步行街、 广场、 开发区

都陆续建设起来， 各种品牌专卖店也

多了起来。

2005

年， 瑞金市生产总值

31.78

亿元，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

6908

元，

农民人均纯收入

2769

元。 到

2010

年， 瑞金市实现生产总值

65.06

亿

元，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1338

元； 农民人均纯收入

4077

元。

资本市场不仅让瑞金人多了一种

投资渠道， 也带动了实业的发展。 年

产

200

万吨水泥的江西瑞金万年青水

泥有限公司是赣州境内最大的水泥公

司， 该公司为上市公司江西水泥旗下

公司。 三九集团投资的瑞金三九药业

有限公司也获益于与上市公司华润三

九的销售关系。

经历了股市的涨跌， 当地的投资

者较以往更为理性， 今年许多新开户

的账户都是没有资金的空户。 小张说，

从

2008

年末到现在， 中信建投瑞金营

业部一直坚持每周四开设股民学校，

传播证券知识， 普及风险教育。

对于股市， 身为从业者的小张始

终有一份美好的期待。 他的女儿

9

月

17

日刚满月。 “我给她起的小名为婷

婷， 就是涨停板的意思。” 小张说。

前

7

月黄金企业

利润同比增长

34%

工信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

7

月份， 全国黄金企业累计实现工

业总产值

237.553

亿元， 实现利润

28.047

亿元。

1

月

～7

月份， 全国

黄金企业累计实现工业总产值

1432.941

亿元， 同比增长

21.88%

；

实现利润

165.615

亿元， 同比增

长

34.06%

。

数据还显示，

1

月

～7

月份，

十大黄金集团累计完成黄金成品金

产量和矿产金产量分别为

103.340

吨和

80.198

吨， 比去年同期分别

增长

10.04%

和

6.08%

。 十大黄金

集团黄金成品金产量和矿产金产量

分别占全国的

53.13%

和

49.22%

。

（周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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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ervation

中国版铁矿石价格指数

≠

话语权

证券时报记者 周宇

至少最近五年以来， 中国钢铁

工业协会的日常新闻发布， 无论多

重要， 地点总是在其机关楼那间狭

小的会议室里。 但这一次， 却选择

在钓鱼台国宾馆 “高调” 发布中国

版铁矿石价格指数。

昨天， 与会嘉宾的身份也有些

不同寻常。 除了中钢协、 中国五矿

化工进出口商会和中国冶金矿山企

业协会三家指数编制单位以外， 来

自发改委、 工信部以及商务部等行

业主管部门的官员也出席了会议。

按照惯例， 这些官员很少掺合企业

微观经济的事。

发改委价格司副司长周望军

的讲话揭晓了谜底。 他说， 建立

中国铁矿石价格指数， 有利于引导

国内外铁矿石预期价格的形成， 有

利于打破国际铁矿石巨头垄断市场

的格局， 对增强我国议价能力具有

标志性的战略性意义。

这一表述早在情理之中， 但是

在意料之外。 数月前， 中钢协在宣

布拟发布中国铁矿石价格指数时的

对外口径还是 “发布这一指数意图

并不在于争夺话语权， 而是希望能

够科学、 公正、 客观地反映铁矿石

价格走势”。 但现在中钢协貌似

“来势汹汹”。

正如周望军所说 “发布铁矿石

价格指数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 这

一指数能否获得三大矿山的认可才是

问题的关键。 事实上， 即使三大矿山

采纳了这一指数也并不意味着中国就

掌握了铁矿石定价的话语权。

目前， 国际上主要有三大铁矿石

指数， 分别是环球钢讯的

TSI

指数、

金属导报的

MBIO

指数、 普氏能源资

讯的普氏指数。 其中， 普氏能源推出

的铁矿石价格指数作为国际三大矿商

季度和现货贸易结算的定价基础， 已

经成为决定铁矿石价格的官方指数。

据悉， 普氏近期将在青岛对其指数进

行推广。

但业界尤其是国内钢铁企业对

普氏指数的科学性和真实性一直饱

含质疑。 据了解， 普氏指数的形成

主要是通过致电钢厂、 贸易商， 以

询价或报价而不是以实际交易价格

作为评估价格。 为此， 业界一直担

心， 这有可能为一些贸易商通过操

纵价格来影响指数定价埋下隐患。

中钢协对此也一直嗤之以鼻， 甚至

不屑于对其进行评价。

从这一角度出发， 尽管中国铁矿

石价格指数姗姗来迟， 但并不排除后

来居上的可能。 因为即使是三大矿

山， 出于长远利益需要， 也希望推出

一个能够准确反映市场实际情况的价

格指数， 以此来准确指导其生产经营

与投资决策， 避免出现大的失误。

由此可见， 如果能够客观反映实

际成交价格情况， 那么中国铁矿石价

格指数就拥有了成为全球最权威的价

格指数的坚实基础， 中国作为铁矿石

最大消费国和进口国客观上也为此提

供了技术上的支持。 但这样的指数显

然不能用来遏制价格上涨， 对于中国

而言， 其更多的积极意义在于准确反

映市场实际成交价格情况， 避免被人

为扭曲， 进而保护国家利益。

而最终决定铁矿石价格的根本因

素仍然在于供求关系， 而非选用哪种

指数。 就像周望军预测的那样， “只

有将来我国工业化、 城市化进入后期

以后， 铁矿石进口量才可能有所回

落”。 如此看来， 中国可能还要忍受

一段没有话语权的日子。

国资委：前

8

月央企

净利润同比增长

13.1%

证券时报记者 郑晓波

国务院国资委昨日公布的 “中央企业

2011

年

1～8

月经营情况” 数据显示， 今年前

8

月， 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净利润

6242

亿元， 同

比增长

13.1%

， 其中：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4121.7

亿元， 同比增长

14.5%

。

央企前

8

月净利润增幅与前

7

月相比出现

下降趋势。 数据显示， 今年前

7

月， 央企累计

实现净利润

5432.7

亿元， 同比增长

15.7%

；

而上半年， 央企累计实现净利润

4571.7

亿元，

同比增长

14.6%

。

数据同时显示，

1

月

～8

月， 中央企业累

计实现营业收入

131452.1

亿元， 同比增长

24.2%

； 应交税费总额

11406.6

亿元， 同比增

长

27.6%

。

3

月期国库定存利率攀新高

证券时报记者 朱凯

昨日央行、 财政部招标的

300

亿元国库现

金定期存款利率再攀新高， 显示中小银行存贷

比压力依旧较大。 纵观今年以来的

3

个期限共

计

8

期品种，

7

期中标利率创出新高。

央行公告显示， 昨日该期国库定存中标利

率

6.15%

， 不仅超越了同期限的存款基准利率

3.10%

以及当日的

3

个月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

利率 （

Shibor

）

5.6216%

， 而且较

6

个月期限

金融机构贷款基准利率

6.10%

高出

5

个基点。

据悉， 本期存款的到期日为今年

12

月

20

日，

尚未跨越年末。

参与投标的人士表示， 全国性股份制银行

由于规模扩张较快， 对存款的渴望程度较高，

使得其成为昨日竞标最积极的群体之一。 上海

农商银行资深债券交易员丁平认为， 从期限分

布来看， 市场大都对未来两三个月的流动性状

况感到担忧， 尤其是对年末政策面拐点是否到

来分歧较大， 因此都在提前筹备头寸。

上半年创投领域

个人募资额接近半壁江山

证券时报记者 杨丽花

昨日， 中国风险投资研究院 （下称

“

CVCRI

”） 发布

2011

年上半年中国风险投资

行业调研报告。 报告显示，

2011

年上半年虽

然平均募资规模快速增长， 但完成募集的数量

偏少； 风险投资

/

私募股权投资 （

VC/PE

） 投资

活跃度有所回落，

VC/PE

背景企业上市趋缓。

据

CVCRI

统计，

2011

年上半年已完成募

集和正在进行募集的资本额达

6938.35

亿元。

但完成募集基金数量有所减少， 仅为

2010

年

全年的

29.22%

。 从已完成募集的基金数量上

来看， 人民币仍占主导地位， 但占比较

2010

年小幅下降； 从募集金额来看， 人民币已完成

的金额占比大幅缩水， 已失去主导地位。 但在

进行募集的基金中， 人民币基金数量占

80.11%

， 募集规模占

83.36%

。 人民币基金的

潜力很大， 但在中国的主流地位受到了挑战。

从募集渠道来看， 个人投入与非金融类企

业的资金比例分别占比

45.39%

、

37.04%

， 成

募资主渠道。 与

2010

年相比， 个人投入比例

大幅提高， 政府类投资大幅减少。 中国内地风

险资本来源已由过去政府投资主导， 演变为以

个人和各非金融类企业的闲置资金为主。

此外， 根据抽样调查结果显示， 对于

2011

年上半年

VC/PE

行业的发展， 半数机构

认为行业发展偏热， 随着经济环境不确定性的

增加， 下半年

VC/PE

行业在平稳发展中应谨

防泡沫的出现， “项目估值过高、 优质项目源

缺乏” 依然是

2011

年中国风险投资行业面临

的最大挑战。

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

借力央行征信平台做好证券期货监管

证券时报记者 郑晓波

近期， 中国证监会就参与建设

金融业统一征信平台， 并在证券期

货监管工作中使用征信信息与中国

人民银行达成协议安排。 证监会有

关部门负责人昨日回答记者提问时

表示， 证监会将在证券期货监管工

作中查询监管对象的信用报告， 作

为考察监管对象信用状况的重要依

据。 他透露， 下一步， 证监会将大

力推进与其他行业主管部门、 司法

机关和有关地方政府的信用信息共

享， 并不断完善证券期货市场自己

的诚信档案系统。

该负责人表示， 证监会积极参

与征信平台建设， 一方面向征信平

台提供证券期货监管执法公开信

息， 另一方面在证券期货监管执法

工作中使用征信平台信息。 证监会

将在证券期货监管工作中查询监管

对象的信用报告， 作为考察监管

对象信用状况的重要依据。 证监

会及派出机构在履行证券期货监管

职责工作中， 可以查询政府版信用

报告， 了解监管对象在履行法定义

务、 接受行政管理或行业自律管理

等方面的遵纪守法情况。 在查处内

幕交易、 操纵市场、 虚假陈述等违

法违规案件， 以及其他情形下经监

管对象同意的， 可以查询社会版信

用报告， 了解监管对象的金融与非

金融负债信息。

该负责人说， 参与征信平台建

设， 实现证监会与人民银行之间的

信用信息共享， 不仅有助于进一步

做好证券期货监管工作， 提高证券

期货市场诚信水平， 而且有助于实

现对失信行为特别是违法行为的协

同监管， 推动健全社会信用体系。

首先， 将证券期货监管执法中

产生的信用信息纳入征信平台， 有

助于增强监管执法的效果。 其次， 积

极使用征信平台信息， 全面掌握考察

监管对象的信用状况， 能够促进证券

期货监管工作。 第三， 证监会与人民

银行共同建设征信平台， 实现信用信

息共享， 也是落实部际联席会议要求

的重要举措， 为证监会下一步全面推

进与其他行业主管部门的信用信息共

享， 建立内容更丰富、 更适应证券期

货市场诚信建设需要的诚信信息交

流、 利用平台积累了经验。

该负责人强调， 征信平台信息涉

及当事人的权益， 证监会会同人民银

行， 明确地规定了查询权限范围。 除

可供政府机关在执法中可以共享使用

的政府版信用报告外， 证监会只有在

具有法律依据或获得信息主体同意两

种情形下， 才有权查询使用征信平台

其他信息： 一是依据法律、 行政法规

赋予的职权职责， 查处证券期货违法

违规案件； 二是获得信息主体的同

意， 在证券发行、 并购重组、 机构准

入、 人员任职等证券期货监管工作中

查询使用其征信平台信息。

此外， 证监会还建立了三个方面

的查询管理制度： 一是建立查询使用

批准制度。 证监会各机关部门、 派出

机构在监管工作中确需查询使用征信

平台信息的， 除需具有前述权限外，

还需经部门、 单位负责人批准。

二是建立查询管理员制度。 根据

规定， 证监会各机关部门、 派出机构

要指定一名至两名查询管理员， 统一

办理征信平台信息查询工作， 在部

门、 单位负责人批准后， 办理查询事

宜， 反馈查询结果， 其他人员不得接

触征信平台及其信息。

三是建立查询登记制度。 一方

面， 证监会各机关部门、 派出机构必

须逐项填写查询登记表。 另一方面，

证监会查询使用情况也将在征信平台

系统中反映出来。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

安全审查无意为外资并购设置新门槛

证券时报记者 许岩

昨日，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

丹阳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开展实施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

业案件审查制度的相关规定， 并

不意味着对外资并购设置新的门

槛或者新的许可程序。 未来外资

并购将逐步成为中国利用外资的

主要形式之一。

沈丹阳表示， 外资并购安全审

查的内容主要包括并购交易对国防

安全、 国家经济稳定运行、 社会基

本生活秩序以及涉及国家安全关键

技术研发能力的影响， 安全审查的

重点仅限于对国家安全造成影响或

带来潜在影响的少数并购行为。

沈丹阳说， 在世界经济日益

一体化、 产业分工日益精细化的

大趋势下， 中外企业间的协作竞

争和相互参股并购是市场经济的

常态。 中国利用外资过去主要是

“绿地投资”， 即新设工厂等投资，

外资并购所占比重较低， 去年为

3.1%

， 而根据世界投资报告， 去

年全球国际投资

27%

是跨国并购，

国内外差距非常大。 由于近年中

国自然成本以及劳动力成本不断

上升， 外资在中国的并购开始活

跃， 就像我国对国际并购也趋于

活跃一样， 而且这一趋势会不断

增强， 外资并购将逐步成为中国

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之一。 今年

1～8

月， 在我国利用外资中， 并购项目

达到了

34

亿美元， 比往年有较大增

长。

沈丹阳同时表示， 跨境人民币直

接投资征求意见稿至今共收到二十多

条意见和建议， 希望进一步明确境外

投资合法获得的人民币涵盖范围、 跨

境人民币对境内投资的领域等问题。

商务部将认真研究这些意见和建议，

争取尽快正式出台实施。

近期蔬菜价格出现反弹迹象， 猪

肉价格继续高位运行， 对此， 沈丹阳

表示， 对于糖、 肉等大宗敏感商品，

将通过储备投放和进口投放实现供求

平衡、 价格稳定。

关于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上市交易的公告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河南中孚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将于

2011

年

9

月

22

日

起在本所交易市场竞价系统和固定收益证券综合电子

平台上市交易， 该债券证券简称为 “

11

中孚债”， 证券

代码为 “

122093

”。 上市后上述债券可进行质押式回

购， 质押券申报和转回代码为 “

104093

”。

上海证券交易所

二〇一一年九月二十一日

关于

2011

年记账式贴现

（五期）国债上市交易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根据 《财政部关于

2011

年记账式贴现 （五期） 国

债发行工作有关事宜的通知》 （财库

[2011] 125

号） 和

本所有关规定，

2011

年记账式贴现 （五期） 国债 （以下

简称 “本期国债”） 将于

2011

年

9

月

23

日在本所集中

竞价系统和固定收益证券综合电子平台上市， 现将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

一、 本期国债期限为

182

天， 以低于票面金额的价

格贴现发行； 本期国债起息日为

2011

年

9

月

19

日，

2012

年

3

月

19

日 （节假日顺延） 按面值偿还。

二、 本期国债于

2011

年

9

月

23

日起在本所集中竞

价系统和固定收益证券综合电子平台上市， 交易方式为

现券和回购。

三、 本期国债上市交易的现券证券名称为 “

11

贴债

05

”， 证券代码为 “

020050

”， 出入库代码为 “

107050

”。

上海证券交易所

二

○

一一年九月二十日

江西瑞金行

２０１１－０９－２０

收盘 涨跌幅

２０１１－０９－２０

收盘 涨跌幅

深证成份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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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潮沪深

Ａ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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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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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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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板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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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潮小盘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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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

３００

指数

Ｐ ９９０．２５ ０．２２％

巨潮

１００

指数

２７３７．７４ ０．３５％

创业板指数

Ｐ ８５６．８１ ０．２５％

泰达环保指数

２６３０．１４ ０．３８％

深证治理指数

５９３９．１０ ０．１１％

中金龙头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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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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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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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证及巨潮指数系列

出口企业未出现“倒闭潮”

昨日，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

表示， 今年外贸形势与年初预定的两

个目标保持一致。

1

月

～8

月份出口

增速达到了

23.6%

， 明显快于国内生

产总值的增速； “转方式、 调结构、

促平衡” 也已取得积极成效。 沈丹阳

表示， 在国际经济形势和国内困难很

多的情况下， 出口增长实现目前的增

速， 实属不易。

针对浙江和广东出口型企业出

现 “倒闭潮” 的报道， 沈丹阳表示，

浙江和广东出口增速与全国水平相

当， 出口型企业 “倒闭潮” 的报道

并不属实。 “发布会之前商务部特

别发函征询了广东省外经贸厅和浙

江商务厅的意见， 了解是否有出口

型企业倒闭潮的情况发生， 回答是

否定的。”

沈丹阳还援引数据称，

1

月

～8

月

份广东出口同比增长

24%

， 浙江省出

口同比增长

22%

， 基本上和全国

23.6%

的出口增长水平差不多。 这部

分地说明， 广东和浙江的企业虽然面

临很多困难， 但是总体上还是在健康

发展。

（许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