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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南稀土产业：

繁荣背后盗挖泛滥

压测被指有漏

欧银行业再掀债务恐慌

中化集团正谋划

竞购加拿大钾肥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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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托公司净资本管理办法发布
配套的信托业务风险资本调整表近日下发

证券时报记者
张伟霖

本报讯 银监会昨日发布 《信托公

司净资本管理办法》，《办法》将信托公司

的信托资产规模与净资本挂钩， 并对信

托公司实施以净资本为核心的风险控制

指标体系。

另外， 证券时报记者独家获悉，与

《办法》相配套的信托业务风险资本调整

表本周也下发到相关信托公司。 从该表

相关内容来看， 监管层拟通过对各项信

托业务风险资本比例系数的调控， 促使

信托公司加快主动转型的步伐。

《办法》规定，信托公司净资本不得

低于

2

亿元；同时，信托公司应当持续符

合两项风控指标： 净资本不得低于各项

风险资本之和的

100%

，且不得低于净资

产的

40%

。此外，信托公司还应当根据不

同资产的特点和风险状况， 按照一定的

系数对资产项目进行风险调整。

根据配套的风险资本调整表， 单一

类信托业务（不含银信理财合作业务）中

的“金融产品投资”，其风险资本系数为

0.3

—

0.5%

， 这意味着信托公司发行

100

亿规模的相关信托产品， 其占用的风险

资本为

3000

万—

5000

万。而在涉及到房

地产类项目，尤其是在“集合类信托业务

（不含银信理财合作业务） 和银监发

（

2010

）

72

号文之后的银信理财合作业

务”项下的“房地产融资类信托”时，其风

险资本系数高达

3%

。

对于信托公司净资本等相关风险控

制指标不符合规定标准的，《办法》明确，

银监会将采取下列措施：其一，要求信托

公司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计划、方案，明

确整改期限；其二，要求信托公司采取措

施调整业务和资产结构或补充资本，提

高净资本水平；其三，限制信托公司信托

业务增长速度。

对于未按要求完成整改的信托公

司， 银监会可以进一步采取限制分配红

利、限制信托公司开办新业务、责令暂停

部分或全部业务等措施。 而对信托公司

净资本等风险控制指标继续恶化， 严重

危及信托公司稳健运行的， 银监会可以

责令调整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

令控股股东转让股权或限制有关股东行

使股东权利。此外，银监会还可采取的措

施包括责令信托公司停业整顿； 对信托

公司实行接管或督促机构重组， 直至予

以撤销。

（更多报道见

A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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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
：

工业增速将回落二次探底无忧
证券时报记者

周荣祥

本报讯 工信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

长辛国斌昨日表示， 下半年工业增速将

有一定程度回落，预计将在

10%

左右，但

全年仍可达到

13%

左右。他同时表示，预

计未来不会出现所谓的经济二次探底。

辛国斌是在 《中国工业经济运行

2010

年夏季报告》发布会上作上述表示

的。他说，目前经济增长出现回落既有同

比基数因素，也是宏观调控主动为之。同

一会上， 中国社科院工经所所长金碚也

强调，至少从工业经济领域来看，不会出

现二次探底之忧。

展望下半年，辛国斌认为，从目前运

行态势看，由于受去年全年“前低后高”

走势影响， 下半年工业增速将有一定程

度回落，预计下半年降到

10%

左右，但全

年仍可达到

13%

左右。

他说， 作出上述判断主要是基于以

下几个原因：一是从先行指标看，经济增

速将进一步放缓。 二是房地产市场调控

组合政策的实施，对建材、家电、家具、钢

铁、水泥等工业品需求将产生影响。三是

人民币升值预期、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加

大了下半年出口的不确定性。 这些因素

都将对工业增速产生影响。

辛国斌指出，当前工业经济运行仍然

面临着一些困难。 主要体现在：全球经济

复苏基础仍然脆弱，出口压力增加；投资

增速放缓，企业技术改造投资长效机制亟

待建立；淘汰落后产能和抑制重复建设任

务艰巨，结构调整面临较大困难；节能降

耗任务重，时间紧，完成目标压力加大；企

业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加大了

企业生产经营难度。 （更多报道见

A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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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时报网推出实时资金流向快报
本报讯 证券时报网（

www.stcn.com

）

与名策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联合打造

的《

STCN

资金流向快报》栏目今日正

式上线。 证券时报网将在盘中滚动推

出近千条证券市场快讯， 并在每日收

盘后推出《资金策市日报》。 届时，证券

时报网将为投资者提供第一手的资金

流向数据， 在每天的海量数据中捕捉

市场异动的瞬间，为投资者筛选出最有

价值的信息。

《

STCN

资金流向快报》突破了人工

快讯的延时性、 主观性以及模式固定的

限制，从资金流量、行业轮动、个股价量

变化、 主力进退、 风险控制等多维度出

发，独立成文，并可在

1

秒内推送到终端

页面。 名策科技为栏目提供技术及数据

支持，每分钟刷新的“资金流量”指标是

该栏目的亮点。

金融工程的发展和信息系统数据

处理能力的提高为证券新闻的实效性

带来变革性的发展，使得基于盘中真实

市场数据生成智能化“数据新闻”成为

可能。 以数据说话的资讯更有价值、更

权威。 （李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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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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将在深圳建中国资本市场学院
尚福林

：

希望该项目能够早日实施
证券时报记者

胡学文

本报讯 早在今年上半年发布的

《深圳市人民政府金融发展服务办公室

2010

年度公共服务白皮书》中，深圳就

透露将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 深圳证券

交易所筹备建设中国资本市场学院，推

进资本市场人才培训。 这一说法在日前

中国证监会主席尚福林与深圳市委书记

王荣的会谈中得到了证实。

9

月

6

日， 深圳市举行特区建立

30

周年庆祝大会，会后，深圳市委书记王荣

会见了中国证监会主席尚福林、 中国证

监会副主席庄心一一行。

尚福林对深圳

30

年来取得的巨大成

就给予了高度评价。 他说，深圳是我国改

革开放的一面旗帜，在我国改革开放进程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最近几年，深圳证券

交易所发展速度很快，中小板、创业板相

继启动，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深圳市委

市政府的大力支持。 深圳毗邻香港，金融

业发达，在深圳筹备建设中国资本市场学

院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和条件，希望在深

圳的大力支持下， 该项目能够早日实施，

促进中国资本市场进一步完善。

王荣则对中国证监会长期以来参与、

支持和指导深圳经济特区的建设发展表

示衷心感谢。他说，深圳未来的发展，离不

开中国证监会的继续支持。 当前，深圳正

在大力发展生物、互联网和新能源等五大

战略性新兴产业，更离不开资本市场的支

持。 他表示，深圳将加强与中国证监会的

合作，全力支持中国证监会在深筹建中国

资本市场学院，同时也希望证监会积极在

深推进相关改革试点工作，促进深圳在新

的发展时期进一步先行先试、科学发展。

联合国贸发会议第二届世界投资论坛开幕

７

日上午，联合国贸发会议第二届世界投资论坛在厦门国际会议中心开幕。 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

讲时强调，中国将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继续深化沿海开放、加快内地开放、提升沿边开放，以开放促改革，以开放促发

展，以开放惠民生。 （更多报道见

A2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