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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1
影视收购成“ 救命稻草”
赶潮流 不搭界也要“ 拍电影”

■B02

要闻

青年报记者 陈颖婕

本报讯 上交所昨日发布修

订后的《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和

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证

券交易实施细则》，根据《 细

则》，上交所放宽了合格投资者

的投资范围及持股比例。所有境

外投资者持股限制的预警值由

1 6%提高到26%，单个境外投资者

的持股限制不变。

新修订的《 细则》主要有三

方面的改变。一是扩大适用范

围。鉴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制

度与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

者制度在投资运作、持股比例、

监管要求等诸多方面均较近似。

因此，上交所将合格境外机构投

资者、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

者一并纳入《 细则》 的规范范

围，并将名称修改为《 上海证券

交易所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和

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证

券交易实施细则》。

二是放宽运作限制。首先是

放宽投资范围。在当前资本市场

加快对外开放的背景下，适当放

宽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和人民

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范

围的时机已经成熟。《 细则》第

十二条以列举形式规定了其可

投资于上交所的交易品种，除股

票、债券、基金、权证外，新增了

优先股、政策性金融债、资产支

持证券、国债预发行交易等新品

种。其次是放宽持股比例限制。

根据证监会相关规定的修订内

容，《 细则》 第十五条将所有境

外投资者对单个上市公司A股的

持股比例总和提高至30%，对所

有境外投资者持股限制的预警

值提高到26%，单个境外投资者

的持股限制不变。同时，外国投

资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的，不

受上述比例限制。

三是完善监管制度。首先是

明确对合格投资者名下实际投

资者的监管要求。《 细则》第十

一条明确，若发生可能影响正

常交易秩序的异常交易行为，

上交所可要求合格投资者及时

报告名下实际投资者证券交易

及其持股情况。同时，第十三条

规定合格投资者应向其名下的

实际投资者揭示投资风险和相

关规范。

青年报记者 徐可奇

本报讯 银监会昨日表示，

发布主席令修订完善《 农村中小

金融机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

法》，取消了农村中小金融机构

筹建开业延期、证券投资基金

托管、股票质押贷款业务和部

分高管人员任职资格等1 3个审

批项目。

银监会在机构设立及业务

许可中，增加对农村金融发展

战 略 和 公 司 治 理 等 方 面 的 要

求，推动差异化定位和特色化

发展；放宽村镇银行在乡镇设

立支行的条件，将设立支行的

年限要求由开业后2年调整为

半年，加快完善农村金融服务

网络。

银 监 会 审 批 程 序 更 加 简

化，对确需保留的审批项目，着

力优化审批流程，简化准入条

件，最大限度地缩短行政许可链

条，提高行政许可效率。如简化

了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联

社的组建条件，为各类资本参与

农村金融体系建设提供便利；下

放部分机构、业务和高管人员审

批权限，为申请人提供快捷高效

服务。

青年报记者 徐可奇

本报讯 昨日中国外汇交易

中心公布，银行间外汇市场美元

对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为6.1 351 ，

较前一交易日小幅走高1 0个基

点，人民币汇率进一步贬值。而

在外汇即期市场上，人民币对美

元汇率下跌的势头更猛，在昨日

盘中一度跌破6.20关口，刷新近

1 1 个月以来的低点。

自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人

民币兑美元交易价浮动幅度扩

大至2%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即期

汇率已经连跌3个交易日，累计

跌幅达0.76%。

央行本周发布的金融机构

人民币信贷收支表显示，2月份

金融机构外汇占款为291 959.95

亿元，较1 月份的290677.49亿

元增加了1 282.46亿元，新增规

模明 显 低 于 1 月 份 的 4373.66

亿元。外汇市场人士因此普遍

认为，人民币对美元此轮贬值

的原因是供求关系，而非央行

干预。

“ 2月底以来人民币的宽幅

波动会成为常态，过去龟速爬行

的状态将趋于结束”，招行金融

市场部分析师刘东亮表示，初步

判断持续数年的人民币单边升

值已经告一段落，双向浮动阶段

已经真正来临。

招商银行发布的研究报告

认为，考虑到中国经济会继续以

较快的速度增长，劳动生产率也

将以较快的速度提高，贸易顺差

的状态也仍将持续，因此从长期

来看，人民币继续升值仍是大概

率事件。但是，在逐渐由市场决

定汇率的条件下，汇率将会对宏

观经济做出反应，有时甚至是激

烈的反应，因此假如当中国经济

表现出疲软信号时，人民币出现

阶段性贬值并不奇怪。

人民币即期汇率昨日盘中破6.2
分析师：双向浮动阶段已经真正来临

青年报记者 徐可奇

本报讯 结构性理财产品标

榜的预期“ 高收益” 到底靠谱

吗？记者昨日了解到，有客户反

映个别外资银行的结构性理财

产品收益远逊于预期，而银率金

融研究中心的理财分析师建议，

客户在购买结构性理财产品时，

不要盲目追求高收益，要了解产

品详细信息以及风险。

银率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

最新报告表示，近日有客户反映

某外资银行的两款理财产品收

益远逊于预期，理财经理在介

绍时表示这两款产品最高年利

率达1 5%，并且没有任何风险。

而该银行则表示从未承诺客户

预期的投资收益，也从未承诺

无风险。

对于这一情况，银率理财组

分析师殷燕敏表示，客户在东亚

银行购买的这两款产品均为结

构性理财产品，结构性理财产品

的收益是根据其所挂钩标的的

走势以及收益计算方法来确定

的。但不同的结构性理财产品，

挂钩标的、收益计算方法的复杂

程度不同。对于缺乏相关知识的

投资者而言，去理解说明书中的

解释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比如一款结构性理财产品，

挂钩两只股票，就会出现不同的

走势情况，而不同的走势会对应

不同的收益结果，没有相关专业

知识的一般投资者，很难通过说

明书中的数学公式充分理解产

品的各种收益可能性。这就需要

理财经理对产品进行客观讲解，

来帮助投资者理解产品的收益

情况和风险情况。

“ 事实上，很多消费者在购

买时，一般都会选择相信银行理

财经理的推荐”，分析师殷燕敏

表示，在签署合同时根本就是流

于形式，并不关注产品说明书以

及风险提示书中各项细节。只有

当所购买的理财产品出现亏损

或未达当时银行所宣传的预期

收益率才会想到维权，但消费

者维权一直都很难，因为举证

困难。

根据银率网今年发布的3·

1 5银行服务调查报告显示，在

购买过银行理财产品的受访者

中，有24.4%的消费者表示曾经

历过理财产品的销售误导。在各

类误导现象中，回避或弱化理财

产品风险排名第一。

银率网分析师认为，银行理

财产品的误导销售难以彻底杜

绝的主要原因是，银行业务人员

的业绩考核标准以及利益分配

与理财产品销售量挂钩的问题

仍未解决，银行业务人员出于完

成考核指标，夸大收益淡化风险

的情况也就在所难免。

因此投资者也必须加强理

财教育，在购买结构性理财产品

时，不要一味相信理财经理的推

介，也不要盲目追求高收益，一

定要认真阅读银行理财产品说

明书，了解产品的详细信息以及

风险，依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

选择适合自己的理财产品。

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今

年3月1 日实施以来，新登记企业

数量大幅增长，反映出改革利好

对创业投资已产生积极影响。

记者1 9日从工商总局了解

到，3月1 日至1 4日，全国新登记

市场主体46.84万户，同比增长

7.48%，其中，新登记企业1 2.33万

户，增长36.1 %。特别是改革后第

二周，市场主体登记数量较第一

周呈明显放量增长态势。

据新华社电

预期收益不等于到期收益

外汇理财不能只看预期收益下单

上交所提高所有境外投资者
持单只A股总和上限至30%

银监会放宽村镇银行支行门槛

注册资本登记制改革以来

新登记企业数量大幅增长

周培骏 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