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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作為內
地證券內幕交易民事賠償立案第一案的「股民狀告
光大」案有最新進展。據原告方代理律師透露，本
周已經進入證據交換環節，但光大一方斷然拒絕庭
外調解，且以要核查來自五湖四海的原告投資者開

戶身份證原件為借口拖延時間，以此打擊散戶信心。

光大拒絕庭外調解
本周起，上海市二中院分三次開庭組織原被告進行

證據交換，雙方在各自證據上有激烈的質證意見。記

者聯繫原告方北京尚公（上海）律師事務所首席金融
律師林嶸了解到，目前光大在戰略上選擇了「拖
延」，以拒絕調解、要求計算當日全股市值、核查原
告開戶身份證原件以及該案需要以楊劍波起訴證監會
案件為由，以此來盡量拖延時間。

要求核實開戶身份證原件
據了解，二中院已經受理的光大證券民事索賠案件

共計81起，但更多的投資者包括一些私募還處於觀戰
狀態，如若他們加入，索賠金額將不止千萬元級別。

不過，光大為了磨滅投資者的信心和鬥志，竟然提出
要求核實投資者開戶身份證原件，那也就意味着那些
來自全國各地的索賠者，需要千里迢迢來上海提交原
件，而有些索賠訴請很可能還不及來回路費。
此外，光大證券提出通過建立數學模型，計算出扣

除光大證券當天實際成交影響的因素後大盤波動的正
常值與當天巨幅波動之差額來計算受光大證券8．16
影響的範圍。林嶸認為，在美國證券市場有這樣類似
的方式，但是都是在內線交易受到影響的具體的個股
上，將整個滬深市場大盤來計算沒有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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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路透引述中信證券最新發佈A
股策略流動性月報指出，當前宏觀流動性中性偏
鬆，有助平穩度過季末，疊加上風險溢價下降利好
股市流動性，但是風險溢價下降的持續性還需觀
察。總體來看，短端利率下行空間有限，度過季節
性因素7月上旬之後，央行公開市場可能重新回歸
中性操作，預計未來一個月一年期國債收益率可能
在3%-3.5%之間波動。展望未來，熱錢流出速度有
所放緩及央行持續淨投放會抵銷6月末的季末因
素，6月流動性環比將改善，但空間有限。

集中發行融資需求壓力大
報告稱，目前已過會43家企業總融資規模約為

220億元人民幣，如果統一獲得批文不排除可能較
為集中發行，因此6-7月IPO節奏可能較快。但重
啟初期預計證監會依然對定價與發行數量進行人為
壓低，融資需求壓力不大；另外IPO重啟對於市場
影響基本已經消化，在市值配售制度下炒新打新嚴
重將令二級市場流入增量資金。而金融數據超預期
可能反映了微刺激的穩增長政策在發揮作用，一方
面再貸款等定向放鬆政策增加了基礎貨幣供應，另
一方面貨幣乘數上升可能也是金融數據超預期的主
要因素。從企業層面，高評級企業融資成本快速回
落，但是低評級小微企業融資成本依然居高不下。
報告認為，從社會融資總量結構來看，信託貸款

依然在持續大幅下降，反映影子銀行監管加強的趨
勢。另外出現了直接融資轉向間接融資的狀況，委
託貸款環比也有所增加，不排除央行可能進行了窗
口指導，或是銀行自身借貸意願加強。

料未來繼續保持定向投放
預計貨幣政策層面未來依然將採取定向寬鬆政

策，全面寬鬆難現。定向寬鬆依然是政府的首選，
即能夠起到調結構作用，也能夠起到微刺激的穩增
長作用。除了定向降準以外，未來可能還會繼續使
用再貸款、定向放寬存貸比考核（如小微企業與三
農貸款不計入分子）等方式定向寬鬆。

「草根金融」首納央行徵信系統

滬國資推職業經理人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上海國企領導的
職業經理人化正在積極推進之中，據上海國資委透露，到明
年上半年，將分三批基本完成市管企業任期目標責任簽約，
同時對不同類型的企業設置考核目標。
據了解，截至去年底，上海地方國有企業資產總額11.06萬

億元（人民幣，下同），直接被監管企業46家，其中分為競
爭、功能和公共服務三大類。隨着國資佈局的不斷優化，對
國企高管也將實現任期契約化，不僅要求領導在任職期間和
職業經理人一般制定責任目標，還會設定不同企業的考核目
標。
目前，上海有關方面配發了兩個規定，明確了對競爭類、

功能類和服務類企業不同公司高管的管理和考核機制。其中
對競爭類企業主要考核股東價值、主業發展和持續能力，引
入行業對標機制，對功能類企業主要考核戰略任務或重大轉
向完成情況，兼顧經濟效益。

新加坡蘇州試點跨境人幣貸
香港文匯報訊 央行南京分行昨稱，中國央行已批覆同意

江蘇省蘇州工業園區與新加坡銀行機構開展跨境人民幣貸款
等四項跨境人民幣創新業務試點。此次獲批在蘇州工業園區
開展的跨境人民幣創新業務包括新加坡銀行機構對園區企業
發放跨境人民幣貸款、股權投資基金人民幣對外投資、園區
內企業到新加坡發行人民幣債券、個人經常項下及對外直接
投資項下跨境人民幣業務。

內地互聯網基金資產破萬億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證券投資基金業協會最新公布的數據顯

示，截至第一季度末，中國互聯網基金產品已經超過30隻，
合計資產規模達到1萬億元人民幣。人民銀行此前發布2013
年年報稱，隨着互聯網金融的快速發展，其風險的隱蔽性、
傳染性、廣泛性、突發性有所增加，實踐中也出現了一些問
題。央行正牽頭相關部委研究制定促進互聯網金融行業健康
發展的指導意見。

眾安推4類世盃球迷險
香港文匯報訊 內地互聯網保險公司—眾安保險近期推出世界
盃系列險種，包括喝高險、夜貓子險等四個險種，這是該公司根
據球迷在世界盃期間可能發生的風險而特別開發的短期險種。
喝高險其實是急性酒精中毒險；夜貓子險是猝死和感冒咽

炎醫療保險；吃貨險是急性腸胃險；足球流氓險其實是意外
身故和殘疾醫療險。每個險種每人只能投保一份，投保期僅
30天，每種保險的保費為3元人民幣／份。
這四個險種每份保險的保障責任包括1萬元身故保險金，

以及2,000元住院醫療費用和200元的門急診費用。

托市見功 5月數據有驚喜
投資增速仍下滑 料穩增長力度增

國家統計局公布，今年1-5月份，全國
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153,716

億元（人民幣，下同），同比名義增長
17.2%，增速比1-4月份回落0.1個百分
點。從環比速度看，5月份固定資產投資
（不含農戶）增長1.32%。

消費品零售升12.5% 市道回暖
從項目隸屬關係看，1-5月份，中央項

目投資6,641億元，同比增長8.7%，增速
比1-4月份提高3個百分點；地方項目投資
147,076億元，增長17.6%，增速回落0.2
個百分點。
5月份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
長12.5%，較路透社預估的中位數12.1%
為佳。其中金銀珠寶消費當月增速為負
12.1%，但較 4月份的負 30%有明顯回
升；與三公消費相關的限額以上餐飲企業
的收入增速繼續小幅回升到6.2%（上個月
增速為5.3%），顯示低基數效應逐步消
除。
據路透社報道，對於5月份的經濟數

據，中金債券團隊表示，5月份經濟數據
總體來看符合預期甚至小幅好於預期，有
去年基礎效應，也有定向政策發力帶來的
穩增長效果。前瞻性來看，隨着定向刺激
政策頻率加快，在外需復甦拉動出口、政
府加快支出進度以及基建增速加快的情況

下，能夠一定程度上彌補房地產市場銷售
和投資的低迷，經濟有望企穩小幅回升。

樓市量變質不變 價格波動不大
齊魯證券宏觀分析師羅文波表示，今年

第一季度末房地產已經結束了高基數的影
響，因此二、三季度房地產會相對穩定。
當前房地產多為量的調整，而價格波動並
不大，顯示出目前房地產還未進入深度調
整期。預計三季度末，由於房地產商的現
金流吃緊後，會出現價格的波動，屆時也
會對投資產生衝擊。
申銀萬國首席宏觀分析師李慧勇表示，

5月份的經濟數據總體來看稍為回升，符
合預期，但投資增速還在下滑，這是中國
經濟的隱憂。預計棚戶區改造、加快鐵路
投資、定向貸款等會成為未來經濟發展的
亮點。他仍維持今年第一、二季度經濟走
平，第三季度略有好轉，第四季度有所壓
力的判斷，全年預計經濟增長在7.5%左
右。環比來看，第一季度會是全年的底
部，10月前向上的可能性較大。
國家信息中心宏觀經濟研究室主任牛犁

表示，投資消費工業增加值的數據應該說
與預期中的差不多，仍然看不出有顯著回
升的跡象，但在出台這麼多扶持政策後，
至少市場預期有所改變，經濟下降幅度有
所放緩，估計6月經濟數據會繼續回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卓建安）國家統計局昨日公布5月份經濟數

據，5月份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8.8%，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

12.5%，1-5月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17.2%，總體上數據較預期的略

佳。分析師認為，數據比預想的要好，表明穩增長政策起了作用，而鑒

於投資增速仍在下滑，預計穩增長政策力度將繼續加大。

內地數據佳 A股高收1%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裘毅 上海

報道）昨天是足球世界盃開幕日，
受到國家統計局公布系列數據理想
帶動，滬深兩市低開高走，上證綜
指和創業板雙雙突破半年線壓制，
打破逢世界盃下跌的魔咒，收盤上
證綜指報2,070點，漲幅0.93%，
本周漲 2.01%；深成指報 7,401
點，漲幅1.39%；創業板指報1,382
點，漲幅1.39%。昨兩市分別成交
825億元（人民幣，下同）和1,130
億元，增約2成。

有分析認為，昨天在權重股與題
材聯袂之下，主板溫和放量尾市收
陽，一舉突破2,060區域的壓力，
呈現強勢向上格局。從而打破世界
盃開戰必跌魔咒，而今日權重股的
集體上漲，推動股指拉升表現出衝
關的態勢。分析師稱，下周上證綜
指將向 2,080 點的頸線位壓力衝
擊，顯然在新股重啟前打新配倉要
素呈現搶籌意味，一旦新股真正上
市資金將進一步被盤活，屆時行情
活躍度還會繼續提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被譽為是「草根
金融」的小額貸款公司首次納入央行徵信系統，上海首批3
家小額貸款公司日前獲得開通央行徵信系統查詢權限，這不
但將提升小貸行業的風險防範能力，亦可進一步增進對小微
企業的融資服務。上海同時也是全國首個開通小貸公司查詢
權限的地區。

上海首批3小貸公司開通
目前上海已批准設立小額貸款公司120家，註冊資本總額

167億元，正式開業114家。已經開業的小貸公司累計放貸
3.07萬戶、5.37萬筆，共1,203.15億元（人民幣，下同），
貸款餘額194.94億元。其中，面向小微企業和「三農」的貸
款餘額合計佔到七成。

小貸公司的主要貸款對象是小微企業，而小微企業規模
小、抵禦風險能力弱、質押物較少，此前由於小貸公司沒有
接入央行徵信系統，無法查詢客戶信用信息，就更不敢大膽
為更多小微企業提供融資服務，特別是小微企業最需要的無
抵押信用貸款。值得注意的是，放大風險就意味着利率的上
升。目前小貸公司的平均利率達到了15%到18%，對企業也
是巨大的負擔。此外，小貸公司的不良貸款率普遍在5%左
右，加大了經營的不確定性。
首批獲得開通央行徵信系統查詢權限的3家小額貸款公司

之一、上海長寧長誠小貸公司總經理傅斌介紹，接入央行徵
信系統，節約了審貸時間及人員成本，又可以防範信貸風
險，緩解信息不對稱問題。而對央行而言，接入小貸行業
後，亦可進一步擴大所掌握的徵信信息的覆蓋面。

深交所優先股門檻看齊普通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

深交所昨發佈《優先股試點業務實施細則》
，通過交易系統採用資金申購方式上網公開
發行優先股的，適用深交所《資金申購上網
公開發行股票實施辦法》；優先股上市交易
門檻與普通股、可轉換債券、公司債券保持
一致，要求實際募集資金總額不少於人民幣
五千萬元，上市申請審查適用上市委員會
「特別程序」。
根據《實施細則》，公開發行的優先股可

以採用競價交易和大宗交易方式，非公開發
行的優先股可以在協議平台轉讓。鑒於影響
普通股和優先股價格的重大事項難以區分，
且兩者之間存在價格相互傳染的可能性，
《實施細則》規定優先股的停復牌與普通股

同步處理。

設10%漲跌幅限制
為避免市場炒作風險，《實施細則》將競

價交易單筆買入申報數量規定為100股或其
整數倍。優先股上市首日和日常交易設有
10%的漲跌幅限制，異常波動情形採用與普
通股不同的認定標準；優先股競價交易納入
即時行情，但不納入指數計算，其他事項仍
適用深交所《交易規則》相關規定；優先股
轉讓的投資者適當性標準應當與發行環節保
持一致，非公開發行相同條款優先股經轉讓
後不得超過200人，會員應當履行投資者適
當性管理職責，深交所對超過200戶的轉讓
不予確認。

新股撤波幅20%二次停牌規定
香港文匯報訊 在 A 股首次公開發行
（IPO）近期再度重啟後，上交所調整新股
上市首日交易機制，包括改革新股上市首日
臨時停牌機制，增加新股首日交易時間。
新規在保留上市首日新股申報價格不得超過

發行價的144%和64%的限制外，取消了盤中
股價上漲或下跌超過開盤價20%的第二次盤中
臨時停牌規定，只保留盤中股價較開盤價漲跌
10%時停牌半小時的規定。新規還取消了收盤
前五分鐘申報價格不超過開盤價120%和80%

的規定。據去年12月頒布的規定，若盤中成交
價格較當日開盤價上漲或下跌20%以上時，新
股停牌時間持續至當日14:55。
在新股交易初期異常交易行為監管方面，新

規定取消將單一投資者全天買入超過新股當日
實際流通量千分之一的限制，並對大額申報、
高價申報、連續申報、虛假申報進行了量化規
定，例如在集合競價階段，以高於或低於上一
收盤價3%的價格申報買入或賣出的數量超過
新股上市流通量的5%。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張馨月 重慶報道）6月12日，
為期一周的2014中國重慶車展落下帷幕。據統計，本屆車
展共計50萬人次觀展，車輛銷售達25,128輛，銷售金額逾
35億元，銷量同比增長42%。本屆展會匯集上百品牌參展，
參展車型超1,000款，新車發佈超過30款。展會前4日銷量
已與上屆展會整個展期的銷量持平。

合資車型暢銷 成交佔58%
數據顯示，車展上合資車以14,574輛銷量佔比車型總銷
量的58%，其中東風標緻以近1,300輛銷量，拔得銷量頭
籌，緊隨其後的北京現代累計銷量達1,224輛。
進口品牌方面，展會期間各大進口品牌銷量達3,769
輛，頂級豪車瑪薩拉蒂、法拉利、賓利等品牌均有訂單入
賬。奧迪本次車展銷量達1,000輛以上，寶馬也賣了800
多輛，雷克薩斯銷量在200輛左右，進口三菱、雷諾銷量
近200輛，沃爾沃賣了165輛，保時捷、進口大眾銷量也
達100輛左右，此外凱迪拉克、進口起亞等品牌銷量均達
50多輛，首度亮相展會的喬治．巴頓價值360萬元的越野
車被一上海商人收入囊中。自主品牌方面，長安汽車銷量
以1,300多輛的銷量摘得桂冠，此外奇瑞銷量達860多
輛，同比上屆展會遞增了4倍多。

■■上海首批上海首批33家小額貸款公司日前獲得開家小額貸款公司日前獲得開
通央行徵信系統查詢權限通央行徵信系統查詢權限。。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重慶車展上人頭攢重慶車展上人頭攢
動動。。 本報重慶傳真本報重慶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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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好過預期表明穩增長政策起了作用，而鑒於投資增速仍在下滑，
預計穩增長政策力度將繼續加大。 資料圖片

■「股民狀告光大」案進入證據交換環節，光大一方斷然
拒絕庭外調解。 資料圖片

滬企放「看球假」睇世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於中國球迷而

言，世界盃觀賽時間尷尬，開球時間幾乎都集中於凌晨，致
使網絡「告假攻略」盛行，但也有善解人意的公司，推出
「看球假」。據上海《新聞晨報》報道，陳女士就職於上海
的一家民營出版公司，隨着世界盃的臨近，公司提前進入
「節日狀態」。球迷老闆早早宣佈：重大比賽的第二天，可
以晚半天上班，相當於放了半天「看球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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