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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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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新闻

姜洋：建立期货投资者教育长效机制

证监会主席助理姜洋昨日指出， 期货投资者教育服务和保护工作的

开展应以 “四个正确认识” 为基础， 建立期货投资者教育服务工作的长

效机制， 促进期货市场健康稳定发展。

金融企业一般准备金计提比例上调至

1.5%

财政部日前发布修订后的 《金融企业准备金计提管理办法》， 明确

金融企业一般准备余额原则上不得低于风险资产期末余额的

1.5%

。

超过资管 两融成券商第三大收入源

截至今年

3

月底， 两融自开闸以来为券商行业贡献收入约

50

亿元，

远超同期资管业务收入， 已正式成为券商第三大稳定收入支柱。

重庆啤酒乙肝疫苗总结报告终出炉

重庆啤酒治疗用 （合成肽） 乙肝疫苗临床试验的总结报告今日终于

出炉。 报告中的主要疗效指标与去年

12

月披露的揭盲数据相比没有变

化结论显示， 该乙肝疫苗在单独治疗慢性乙型肝炎时无显著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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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专家金墉当选世行第

12

任行长

总部位于华盛顿的世界银行当地时间

16

日宣布， 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名的韩裔美籍医学专家金墉将接替

6

月底卸任

的现任行长罗伯特·佐利克， 成为世行第

12

任行长。 （更多报道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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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树清：积极审慎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

证监会正研究设立区域性股权转让市场的可行性

证券时报记者 吴蒙 缪媛

证监会主席郭树清昨日出席

2012

年湖北省资本市场建设工作会议时说，

“积极审慎、 主动小心” 是推进多层次

资本市场建设的重要原则。

郭树清指出， 虽然我国资本市场起

步较晚， 但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 目前

市场规模已经跻身全球前列， 与我国在

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基本匹配。 资本市场

为实体经济的发展， 特别是为一批企业

跻身全球前列提供了重要的支持。 但也

要看到目前资本市场发展存在的问题和

不足， 主要体现为三个不够： 一是资本

市场与科技创新、 文化创意对接不够；

二是资本市场与农业以及食品工业对接

不够； 三是社会保障基金与资本市场对

接不够紧密。 针对上述问题， 下一步资

本市场的改革发展， 将着力于进一步增

强服务实体经济， 特别是服务国民经济

发展薄弱环节的能力。

郭树清表示， “新三板主要为高科

技企业服务， 将来还要扩展。 我们各项

准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除了

主板市场和加紧准备推出的新三板， 证

监会也在研究设立区域性股权转让市场

的可行性， 专门为那些中小型企业、 微

型企业， 没有达到上市规模企业的股份

转让、 流通服务。 同时， 证监会准备在

年内推出中小企业私募债， 购买人是机

构投资者以及少数具有一定专业知识和

一定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者。

（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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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使用外资连降

5

月 今年形势仍然严峻

一季度欧盟对华投资降逾三成，美国对华投资则在连续下探后开始增长

证券时报记者 许岩

商务部昨日发布的数据显示， 一季

度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为

294.8

亿美

元， 同比下降

2.8%

， 其中

3

月当月实

际使用外资

117.57

亿美元， 同比下降

6.1%

， 这是我国使用外资连续第

５

个

月同比下降。

自去年

１１

月以来， 我国实际使用

外资呈现持续下滑态势， 月度同比分别

下降了

９．７６％

、

１２．７３％

、

０．３％

、

０．９％

和

６．１％

。

就一季度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继续下

降的形势，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在

昨日举行的月度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一是受世界经济低迷影响， 全球跨国

直接投资放缓； 二是受国内房地产市

场调控的影响， 房地产业实际使用外

资增速有所下降， 近两年房地产领域

实际利用外资大约占利用外资规模的

1/4

； 三是去年一季度的基数比较高。

去年利用外资情况是前高后低， 今年

则有可能反过来。

从国别看， 当前欧盟对华投资继

续下降， 而美国对华投资则在连续下

探后开始增长。 一季度欧盟

27

国对

华实际投资金额为

14.14

亿美元， 同

比下降

31.2%

； 美国对华实际投资金

额为

8.93

亿美元， 同比增长

10.1%

。

沈丹阳表示， 国际方面， 欧洲债务

危机还没有妥善的解决方案， 欧洲企业

对外投资的能力因此下降。 美国政府倡

导 “制造业振兴”、 推出 “选择美国”

等计划， 鼓励资金回流， 而发展中国家

也加大了引资的力度。 与此同时， 美国

的企业趁欧洲债务危机加大了对欧洲的

投资， 印度、 巴西、 俄罗斯等新兴经济

体国家也成为跨国公司战略布局的新热

点。 这些因素都会导致全球直接投资流

向发生变化。 从国内来看， 劳动力成本

上升、 土地等资源供应趋紧、 融资困难

等多重压力并存， 外国企业扩大在华投

资的意愿因此受到影响。 沈丹阳表示，

今年利用外资形势仍然比较严峻， 对外

直接投资则可能继续保持快速增长。

沈丹阳表示， 下一步将根据 《政府

工作报告》 的要求， 进一步扩大服务业

对外开放， 鼓励外商投资战略性新兴产

业、 现代农业、 现代服务业和节能环保

产业； 抓紧修订 《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

优势产业目录》， 引导外商加大对中西

部地区投资的力度； 进一步完善法律法

规， 创新利用外资方式， 提升外资管理

水平； 深化外资审批改革， 提高投资便

利化， 加快开发区和边境经济合作区的

转型升级， 推动沿边开放。

温州金改碎步前行 实施细则仍在修改

证券时报记者 朱凯

“根据国务院的部署方案， 温州首

先草拟了金融改革试验区的实施细则。

意见征求阶段目前已基本完成， 但仍需

进行不少修改。” 温州市金融办发展处

副处长柯园园昨日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

访时如是说。

柯园园告诉记者， 此前媒体所称温

州金融改革实施细则已上报国务院的说

法并不准确， 温州市金融办还会对草案

进行一定的修改和调整。 柯园园表示，

在最终方案敲定之前， 温州有关部门会

持续进行必要信息的公开， 近期国务院

新闻办也将召开一个较大规模的媒体

发布会， 届时可能会有新的消息。

昨日下午参加了在温州大学举办

的 “金融综合改革高端论坛” 之后，

温州金融办主任张震宇也在微博上

表示， 会上西南政法大学、 福州大

学、 厦门大学、 浙江工商大学等专

家、 教授的发言， 对温州下一步实施

综合金融改革会有一定的帮助。 一位

参会人员在会后向记者透露， 相关

部门已考虑在温州大学新设与此次

金融改革无缝对接的金融学院或相关

专业， 进一步加强后续人才培养等

配套工作。

张震宇本月初在微博上透露， 温州

金融改革实施细则很可能在浙江省政

府召开的 “温州金融改革试验区动员

大会暨全省金融工作会议” 上公布。

相对于外界的极大关注， 温州市政

府及相关金融监管部门则相对冷静。 对

此， 温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中小企

业处处长项光和认为， 去年三季度爆发

的信贷风波， 的确给温州当地企业及民

间资本造成极大冲击。 此次国家大力推

进温州金融生态变革， 我们自己也应充

分求证谨慎操作。

温州市委组织部近日高调宣称要向

全国公开招聘

108

名金融人才， 范围包

括市县 （区） 级金融机构中高级管理人

员、 国有企业管理人员、 各类金融机构

管理及专业技术人员等。 证券时报记者

发现， 薪酬方面， 除了两个温州银行副

行长职位的年薪可达百万外， 其余近八

成人员的平均年薪约在

20

万元左右，

与地理位置并不算远的上海或杭州等城

市相比并无多大吸引力。 对此， 柯园园

表示， 人才招聘是双向选择， 希望凭借

国家对温州金融改革支持的春风， 延揽

更多优秀人才一起发展。 当地人士则

称， 温州某些地段的房价并不逊于上

海， 生活成本较高， 人才吸引机制存在

一定的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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