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经济：

半瓶啤酒半瓶泡沫

半瓶啤酒半瓶泡沫，是对当前经济状态的形象化描述。啤酒代表真实经

济增长，泡沫代表流动性。宏观经济的味道是否美好由“啤酒”和“泡沫”

的比例决定，泡沫比例过低，味道不佳；泡沫比例过高，喝不到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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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要求全面布控

银行表外业务风险

中国人民银行昨日公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

2013

》提出，商业银行表

外业务风险可能向表内传递， 存在内部收益转移和交叉补贴等行为，

下一阶段要全面布控表外业务风险，严防风险传染和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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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开局五连跌

资金趋紧上涨难

玉件收藏：

美观之外更重材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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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炒股的明星

不是好散户

时报观察

In Our Eyes

S上石化S仪化三启股改 流通对价有所提高

S

上石化、

S

仪化今日公布新的股改方案，两家上市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分别向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在登记结算公司登记在册的两家上市公

司流通

A

股股东每

10

股支付

4.5

股上市公司股票，作为非流通股份获得在

A

股市场流通权的对价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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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家企业进入第二轮IPO财务专项抽查

中国证监会昨日召开新闻发布会，现场抽取首次公开发行财务专项检查第二批抽查名单。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同时表示，自

IPO

在审企业财务专

项检查工作开展以来，共有

268

家企业提交终止审查申请。

A2

新股发行改革方案今起公开征求意见

新股发行时点由发行人自主选择；新股定价完全交给市场自主确定；确立承销商新股网下

自主配售权；业内人士预计，8月份新股发行开闸，今年IPO融资约1500亿元

证券时报记者 于扬

《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推进新股

发行体制改革的意见（征求意见稿）》今

日起至

6

月

21

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

见。改革坚持市场化、法制化取向，综合

施策、 标本兼治， 进一步理顺发行、定

价、配售等环节的运行机制，加强市场

监管，维护市场公平，切实保护投资者

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意见》 推进新股市场化发行机

制， 强化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等责任

主体的诚信义务， 进一步提高新股定

价的市场化程度，改革新股配售方式，

并加大监管执法力度。主要内容包括：

将招股说明书预先披露时点进一步提

前至发行人招股说明书申报稿正式受

理后； 新股发行在审企业可申请先行

发行公司债， 鼓励企业以发行普通股

之外的其他股权形式或以股债结合的

方式融资； 新股发行时点由发行人自

主选择。要求控股股东、持有股份的上

市公司董、监、高在一定期限内减持价

格不得低于发行价， 持股

5%

以上股

东转让股票需披露减持原因； 新股定

价完全交给市场自主确定， 引入个人

投资者参与定价， 不再执行 “

25%

规

则”； 确立承销商新股网下自主配售

权，网下配售新股中至少

40％

应优先

向公募基金和社会保障基金配售。 进

一步完善新股上市首日开盘价格形

成机制及新股上市初期交易机制，建

立以新股发行价为比较基准的上市

首日停牌机制等。

业内专家指出， 打造中国经济升

级版，离不开功能完善、结构合理、机

制健全的资本市场，《意见》 正式实施

后恢复新股发行是发挥资本市场资源

配置功能的应有之义。 大多数业内人

士和投资者对于 《意见》 提出的市场

化、法制化的改革思路持肯定态度，也

有不少投资者担心随之而来的新股

“开闸”可能对市场形成新的“抽血”效应。

对此，业内人士预测，从前期已过会

的

80

家企业公布的筹资额预计，累计融

资额约

600

亿元左右； 以

8

月份开始恢

复正常审核估算， 今年正常审核时间不

超过

5

个月， 预计到年底前新上会企业

将在

160

家左右，融资规模在

1000

亿以

内。考虑到发审会会后事项等因素，实际

的发行量还会更少一些。 今年

IPO

融资

总额估计在

1500

亿左右，发行数量与今

年前

5

个月的再融资规模相当， 在市场

承受范围之内， 从而应该不会改变股市

的总体运行趋势。

(更多报道见A2版)

开放式基金销售可差异化收费

证券时报记者 于扬

中国证监会昨日发布修改后的

《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销售费用管理

规定》， 允许基金公司自主采用多种

收费模式和收费水平， 基金销售机构

可以根据自身服务进行差异化收费。

该规定自 8 月 1 日起施行。

目前我国开放式基金销售费用涵

盖了申（认）购费、赎回费、转换费、销

售服务费等多种类型。 随着市场创新

发展， 目前开放式基金销售费用的定

价机制、 费率水平及销售机构盈利模

式等方面逐步出现了一些影响市场化

竞争的问题。鉴于此，证监会联合行业协

会、市场主体等机构进行广泛调查研究，

形成了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销售费用改

革思路和具体措施：一是明确《费用规

定》的适用范围为依据新的《证券投资

基金法》并经证监会注册的公开募集开

放式证券投资基金。二是促进市场化、差

异化销售费率机制的形成。 三是丰富基

金销售费用收取方式。 四是征收惩罚性

赎回费，鼓励长期投资。五是取消基金管

理人只能与基金销售机构总部签订销售

协议的限制， 支持符合条件的基金销售

机构分支机构与基金管理人员签署销售

协议并办理基金的销售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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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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5

月末持续至今的货币市场价格猛涨，央行的确在扮演“旁观者”的角色。 据业内人士介绍，央行掌握的金融数据一般会早于市场，其保持

静观必有相应道理。 同样，何时出手最佳，央行心中亦有十分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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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热与中国梦

证券时报记者 孙勇

一年一度的高考来临。 在很多城

市里， 考点附近的酒店由于考生及陪

同亲属的入住而爆棚， 高考也成为民

众街谈巷议的焦点话题。

的确，高考是无数中国人命运的重

要转折点。多少学业优秀的寒门子弟藉

此“鲤鱼跃龙门” ，谱写不同于父辈的

美好人生。 即便是富家子弟，如果能考

上大学接受高等教育，也能为赢得未来

的成功增加筹码。 高考，对于来自社会

各阶层的学子而言，都是一个通向美好

愿景的机会，值得拼尽全力去争取。

尽管存在诸多不足， 比如应试教

育色彩浓厚、学业评价尺度单一等，高

考考场上的竞争总体上仍是公平的，

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在相当程

度上屏蔽了权力寻租和金钱开道的空

间。高考的选拔机制和价值取向，倡导

且认可的是“通过个人努力能够达到

的成功” ， 这是对血统论以及门第观

念的否定和超越，为社会底层向中上层

健康流动提供了动力。 换言之，高考制

度蕴含公平正义的基因，它具有广泛的

社会认可度理所当然。

理论上，在高考考场，每一位学子都

公平地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相应地，为

孩子学业而牵肠挂肚的亿万中国人的福

祉，也必然与之攸关。 从这一点看，高考

考场也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舞台。

但我们必须看到，这个舞台的搭建

并没有人们期待中那样完美。 尤其是最

近几年来，这个舞台上经常冒出一些不

和谐的音符，比如，高考保送生加分不

公平、高考试题泄密、农村学生高考录

取比重逐年降低、城市务工者随迁子女

异地高考难……让高考公平正义的基

因受到伤害。

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权贵

资本主义暗中做大，当下中国社会的层

际流动出现凝滞的迹象。 在很多情况

下， 找一个好工作乃至开创一番事业，

不是凭个人的能力，而是“拼爹” 。 这类

充塞负能量的案例日益增多，弱化了高

考的圆梦功能。 当越来越多“爸爸不是

李刚” 的大学毕业生求职无门时，“读

书无用论”开始抬头。 如果这种局面持

续下去，高考热还能持续多久恐怕需要

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高考需要改革， 但绝不能废除；高

考热需要降温，但绝不能冰冻。 祝福参

加高考的学子们能考出好成绩，也希望

高考制度与改革大业携手并进，更好地

安放亿万中国人的幸福梦想。

辽宁红沿河核电站昨日召开媒体会对外宣布，该核电站一期 1 号机组于 6日完成 168小时的试运行试验，正式投入商业运行。 至此，辽宁红沿河核电站成为

中国第五个、东北首个投入商运的核电基地。 图为红沿河核电站海水淡化厂房，也是中国内地首个核电站海水淡化系统。 中新社 / 供图

我国东北首个核电基地投入商业运行

上周五，

A

股市场尾盘跳水，拉开了本轮调整的序幕。 本周，深沪股市

持续下跌，上证指数逼近

2200

点整数关口，全周下跌

3.90%

，一度因

“红五月”而变得乐观的市场情绪也再度被阴云笼罩，市场的良好预期

被资金面的趋紧所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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