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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创新点火

深圳板块

15

只个股涨停

证券时报记者 邓飞

昨日， 沪深两市受深圳将出台系

列金融创新改革措施、

3

月信贷超预

期等消息刺激双双放量大涨。 截至收

盘， 沪指报

2350.86

点， 上涨

41.93

点， 涨幅

1.82%

， 成交

873.2

亿元；

深成指报

10007.7

点， 上涨

205.33

点， 涨幅

2.09%

， 成交

781.8

亿元。

两市成交量均较前一交易日放大逾三

成， 沪指成功收复

2350

点， 深成指

也重回万点大关。

从盘面看， 受益深圳将出台金融

创新利好的券商股及深圳本地股走势

强劲， 昨日券商板块大涨

3.84%

， 领

跑板块涨幅榜 ， 深圳板块上涨

3.13%

， 涨幅居前。 券商板块的国海

证券强势涨停， 带动东吴证券、 海通

证券、 中信证券等券商股飙升， 对指

数午后加速上攻起到推动作用。 深圳

本地股表现更为突出， 深圳板块有多

达

15

只个股涨停； 其中前海金融新

区概念股再现井喷行情， 华联控股、

深天健、 深物业

A

等多只相关个股

涨停。 在金融创新概念股启动

A

股

新的热点引擎后， 市场人气全面激

发， 板块全线上涨。

从资金流向角度来看， 昨日沪深

两市共流入资金

111.06

亿元， 连续

第

2

个交易日净流入。 其中， 沪市净

流入

74.57

亿元， 深市净流入

36.48

亿元。 据同花顺数据统计， 券商信托

板块净流入资金超过

18

亿元， 龙头

股中信证券及海通证券分别净流入

6.27

亿元及

3.67

亿元； 前海金融新

区概念净流入

2.76

亿元， 深天健及

华侨城

A

净流入资金均超过

0.6

亿

元， 深振业

A

及华联控股净流入资金

分别达到

0.42

亿元及

0.33

亿元。

与此同时， 市场资金对于温州设

立金融改革试验区的关注也持续升

温。 昨日浙江板块的浙江富润、 轻纺

城、 新世纪等

10

只个股涨停， 与深

圳本地股遥相呼应。 值得注意的是，

参股温州商业银行的浙江东日在此前

7

个交易日中出现

6

次涨停。 金融创

新概念已成为近期

A

股最炙手可热的

炒作题材。

深圳探路金融创新 前海试验田承载多项任务

大力推进前海股权交易所建设；加快推进深港银行跨境人民币贷款业务试点

证券时报记者 陈中

昨日， 深圳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并

通过 《关于加强改善金融服务支持实体

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 （下称 《意

见》）， 在国家金融政策的要求和总体框

架下， 《意见》 对深圳金融支持实体经

济发展的经验和做法进行了总结梳理，

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政策创新， 从

8

个

方面提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

24

项举措。 前海作为推进金融创新的试验

田， 将承担多项金融创新内容。

为促进实体经济自主创新发展，

《意见》 提出要强化金融先导功能， 大

力扶持股权投资基金发展， 推进前海金

融创新， 构建更具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

业体系。

据了解， 深圳将吸引更多创投和股

权投资类企业落户， 以前海先行先试的

政策优势和金融创新开放为契机， 鼓励

各类股权投资基金在前海集聚发展， 今

年力争全市股权投资企业突破

2500

家。

同时， 深圳将以前海开发开放为

契机在金融改革创新方面积极探索，

推进深港金融合作， 更好服务实体经

济发展。

《意见》 规定， 作为推进前海金融

创新的内容之一， 深圳将大力推进前海

股权交易所建设， 率先建成在全国有重

要影响力的区域性场外交易市场； 加快

推进深港银行跨境人民币贷款业务试

点， 利用香港低成本人民币资金支持前

海开发开放和重点产业发展。

同时， 深圳将争取更多前海地区企

业和金融机构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

今年深圳跨境人民币业务结算量力争不

低于

3600

亿元， 继续保持全国前列。

《意见》 提出， 深圳将丰富金融服务市

场主体， 进一步完善人民币跨境结算基

础设施， 支持跨国企业在前海设立全球

结算中心。

深圳市金融办有关负责人表示， 这

些举措将积极争取支持、 待国家有关部

门正式批准后实施。

根据 《意见》， 深圳将拓宽直接融

资市场资金渠道， 鼓励更多符合条件优

质企业通过上市、 再融资等多种形式筹

措资金， 今年新增上市公司数量不低于

30

家， 首发和再融资累计募集资金力

争突破

500

亿元。

同时， 深圳还将扩大银行间债券市

场发行规模， 稳步发展中小企业集合债

券、 集合票据等新型债务融资工具， 研

究制定区域集优债等适应中小企业融资

特点的金融服务方案并推动实施。 争取

将深圳高新技术园区纳入代办股份转让

系统第二批试点范围， 推动有潜质的园

区企业到该系统挂牌。

《意见》 还提到， 引导金融机构建

立适应战略性新兴产业特点的信贷管理

和贷款评审制度， 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

业信贷支持， 鼓励各金融机构重点支持

深圳

12

个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和

11

个

产业集聚区建设， 力争辖区战略性新兴

产业优质企业上市家数突破全市新上市

企业的

60%

， 探索开发适合战略性新

兴产业企业特点的中小企业私募债和产

业链融资等金融产品； 争取国家批准跨

国公司在深圳设立内部资金集中管理机

构统一管理自有资金， 满足总部企业资

金管理需求； 探索推动深圳排污权交易

体系建设， 适时开展企业排污权交易试

运行工作等。

深圳加码备战新三板

券商提前布局

证券时报记者 曹攀峰

深圳将加码备战新三板扩容。 昨

日， 深圳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通过的

《关于加强改善金融服务 支持实体经

济发展的若干意见》 的文件中指出，

要拓宽直接融资市场资金渠道， 其中

重要一环即争取深圳高新技术园区纳

入国家代办股份转让系统第二批试点

范围， 推动有潜质的园区企业到代办

股份系统挂牌。 据证券时报记者了

解， 广发证券、 国信证券等券商早已

与深圳高新园区建立合作关系。

“此政策的出台， 标志着深圳高

新园区将会加快推进企业挂牌工作，

待新三板扩容政策敲定， 深圳的相关

企业便可享受到新三板市场的便利。”

南方某券商新三板负责人表示。

西部证券代办股份转让部总经理

程晓明认为， 全国共有

80

多个国家

级高新园区， 各地相关政府均在积极

申请其辖区内的园区成为新三板扩容

的第二批试点。

尽管如此， 深圳高新技术园区仍

具有相当的竞争力。 该园区网站显

示， 该园区始建于

1996

年

9

月， 规

划面积

11.5

平方公里， 是国家 “建

设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 的六家试点

园区之一。 据记者了解， 该园区下辖

有

6000

多家高新技术企业。

早在

2009

年， 深圳高新园区已

选定深圳市蓝凌软件、 深圳市中科新

业信息技术发展有限公司等

6

家企业

为新三板挂牌试点企业， 而后因新三

板扩容政策迟迟未定， 挂牌工作未能

有效推进。

今年

3

月以来， 随着新三板扩容

呼声再次高涨， 相关券商已在积极助

推相关企业做好准备工作。

“若企业有意向， 我们会积极推

动企业在财务、 法律等方面更加规

范， 政策敲定后， 即可尽早挂牌。”

广发证券代办股份转让部门相关人士

介绍。 据记者了解， 为帮助中小企业

了解新三板、 利用国家大力发展场外

交易市场契机拓宽融资渠道， 深圳市

科技创新委员会和深圳市高新技术产

业园区管委会将于

4

月

18

日举办

“中小科技型企业新三板改制挂牌上

市实务操作高管培训班”， 广发证券

和深圳高新区创业投资服务广场承办

此次培训班。

“目前我们在选择企业时， 均是

参照中关村的标准来做。 而未来的标

准如何， 仍有待新三板扩容政策的确

定， 以及扩容后企业挂牌标准的出

台。” 上述广发证券人士表示。

今年 “两会” 后， 沉寂一时的新

三板扩容之声再起， 国务院副总理王

岐山考察中关村， 让各路人士颇为期

待新三板的扩容。 多家券商代办股份

转让部门负责人均对记者表示， 今年

9

月份新三板扩容的具体方案以及相

关规则会最终落地。

试行双向跨境贷款

打开企业赴港找钱通道

见习记者 潘玉蓉

根据深圳市政府 《关于加强改

善金融服务 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若

干意见》 的文件， 深圳将与香港试

点开展双向跨境贷款。

在具体实施上， 将加快推进深港

银行人民币贷款业务试点， 加快推进

深港银行跨境人民币贷款业务试点，

利用香港低成本人民币资金支持重点

产业发展和前海开发开放。 争取更多

前海地区企业和金融机构在香港发行

人民币债券， 拓宽在港融资渠道。

对此， 综合开发研究院研究员

余淩曲认为， 中央在前海推行双向

跨境贷款， 应是有意探索资本项目

领域的逐步放开。 由于境内资本项

目未放开， 境外人民币回流渠道仍然

较窄， 不仅有额度限制， 还需要满足

一定条件。

中国银行一位分行副总经理表示，

当前境外人民币贷款利率比境内低， 企

业跨境贷款的需求很强烈。 双向跨境贷

款如能试行， 将帮助企业打开赴港贷款

的通道， 与此同时， 银行在这方面的业

务将会有大幅增长。 虽然目前已有一些

企业赴港发行人民币债券， 但是总量并

不大， 以后通过银行跨境贷款有望成为

更加重要的渠道。

也有业内人士表示， 在深圳前海试

点双向贷款， 主要是为了做大离岸人民

币存量， 加强离岸市场的活跃程度。 此

举扩大了人民币回流渠道， 也有利于增

强人民币在境外使用的接受程度。

前海概念遭爆炒

上市公司慎言受益

证券时报记者 范彪

深圳市政府常务会议昨日通过

《关于加强改善金融服务 支持实体经

济发展的若干意见》 的文件， 与市场

的热烈追捧不同， 对该文件， 上市公

司的回应较为谨慎。

在前海拥有

55

万平方米工业用

地的中集集团， 从

1996

年起就进入

地产行业。 中集集团证券代表王心九

对证券时报记者表示， “我们的确是

在前海拿到一块地， 手续也办得差不

多了， 但是这块地如何去规划， 是否

会受益， 我们现在还很难下结论。”

深振业在炙手可热的前海新区

虽然项目不多， 但其在售的振业国

际商务中心却是前海的首座甲级写

字楼， 也是目前唯一布局前海商业

办公的上市公司。 不过， 深振业证

券事务代表孔国栋对证券时报记者

表示： “我们在前海的那个项目已

经销售过九成了， 现在的影响真的

不大了， 难以受益。” 孔国栋认为，

实际上， 深圳金融创新的相关政策中，

除了关于前海的政策外， 其他政策多

指向于服务实体经济， 更偏重于整体

性利好。

另据记者了解， 网络媒体挂出的

受益前海的上市公司中， 很多在前海

其实并没有土地， 或者仅在前海周围

有土地。

“我们的土地不在前海， 而是在南

山其他地方， 在前海附近， 我们旧改的

工业用地主要在南山、 宝安等地区， 大

约有

20

多万平方米。” 华联控股证券事

务代表沈华认为， 此次改革中， 不仅仅

是前海会受益， 整个深圳都会受益。

有投资者将招商地产误读为最受益

于前海的上市公司。 但招商地产董秘刘

宁对证券时报记者说： “我们在前海没

有土地， 已经澄清过多次， 那是集团的

资产， 希望投资者理性一些。” 他表示，

其实关于前海的发展改革， 之前已经谈

了好久， 也已经有一些预期， 招商地产

更关注现实的、 能够给公司带来实质影

响的东西。

深圳中小企业迎来新机遇

基金经理看好战略新兴产业

证券时报记者 杜志鑫 陈楚

4

月

12

日， 深圳推出了金融创

新改革方案， 多位基金经理表示，

深圳此举充分利用了毗邻香港的地

理优势， 通过借鉴和利用香港经验

和优势来推动深圳金融创新和金融

发展， 有利于缓解中小企业的资金

饥渴症， 有利于深圳中小企业做大

做强。

南方基金首席策略分析师、 南方

小康基金经理杨德龙表示， 深圳是改

革开放的试验田， 但是随着中国改革

开放的逐渐扩大和推进， 现在深圳的

特区优势正逐渐丧失。 深圳将前海作

为金融改革试点区域， 通过和香港合

作， 试点开展双向跨境贷款， 可以互

相给对方区域企业贷款， 有利于缓解

中小企业的资金饥渴症， 有利于深圳

中小企业做大做强。 目前国内很多中

小企业面临的问题是不能获得银行信

贷支持， 国内银行在中小企业放贷方

面也缺乏经验， 借助香港的经验， 前

海的中小企业可以获得资金支持， 借

此缓解资金饥渴症并获得做大做强的

机会。

景顺长城核心竞争力基金经理、

景顺长城能源基建基金经理余广表

示， 深圳推出的这个金融方案是通过

深港合作， 互相跨境贷款， 意味着人

民币国际化又走出了一小步。 同时，

此举也是将金融创新推向市场化的方

向。 不过实际效果还得看具体的配套

措施。

此外， 深圳金融创新方案的另外一

个亮点在于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 根据

方案，

2012

年， 新增战略性新兴产业

贷款超

200

亿元， 贷款增速不低于

20%

； 高于全部贷款平均增速

4

个百分

点；

2012

年， 力争辖区战略性新兴产

业优质企业上市家数突破全市新上市总

数的

60%

。

对此， 杨德龙表示， 这一政策与

“十二五” 规划是一致的， 深圳的中小

企业一直很发达， 在前海确立支持战略

性新兴产业的政策， 意味着战略性新兴

产业在深圳不仅可以获得更多的资金支

持， 还可以获得更多的私募股权 （

PE

）

投资以及国际经验， 有利于战略性新兴

产业的发展。

谈到此次金融创新改革方案对资本

市场的影响， 深圳天力拓投资总监王先

春表示， 针对深圳金融发展现状及规

划， 应该重点考虑三点： 第一， 已经被

挖掘的中小企业融资窗口的小额贷款或

者担保公司关联的深圳本地股； 第二，

深圳本地金融创新的金融股， 包括但不

限于小券商和小银行、 小保险等； 第

三， 此前公布的前海金融合作开发区将

被提上日程加速启动， 在该区域内拥有

土地的地产、 物业公司将会获得市场资

金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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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2012

年部分量化目标

1

、 新增上市公司数量不低于

30

家，

首发和再融资累计募集资金突破

500

亿元。

2

、 银行间债券市场募集资金不低于

600

亿元， 深圳证交所债券、 债券回购累

计成交金额超

6000

亿元。

3

、 新增战略性新兴产业贷款超

200

亿元， 贷款增速不低于

20%

。

4

、 争取贷款风险容忍度提高至

5%

，

争取存贷比按规定控制线上浮不超过

5

个百分点。

5

、 融资担保机构新增融资额不低于

480

亿元。

6

、 股权投资企业突破

2500

家。

7

、 力争深圳跨境人民币贸易结算量

不低于

3600

亿元。

链接

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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