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年报记者 沈梦雪

本报讯 渣打银行昨日发布

“ 中国中小企业信心指数”显

示，8月该指数为58.7，与7月指

数59相比小幅下降，反映出中小

企业总体上仍面临艰难的经营

状况。

据悉，该指数50为中性水

平，指数数值在50以上代表行业

总体处于扩张状态，50以下代表

行业总体处于收缩状态。

另外，渣打此次宣布对该指

数升级，由季度发布变为月度发

布，并新增了“ 信用指数”和“ 预

期指数”两个核心指标。其中，8

月信用指数为53.5，与7月的56也

有所下降，显示中小企业融资成

本仍居高不下；而预期指数为

67，与7月的60相比有显著上升，

说明中小企业对第四季度经济

状况的好转感到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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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期货交易所理事长杨迈军：

期货机构黄金发展期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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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基金业协会日前下

发的《 关于规范证券公司、基金

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从事特定

客户资产管理业务有关事项的

通知（ 征求意见稿）》，对券商、

基金子公司的资管业务拟定更

为具体的监管框架。

建立项目终身负责制
在征求意见稿中，监管层拟

对券商、基金、基金子公司的投

资者筛选、产品代销、业务合作、

投资顾问、特殊产品等业务环节

或模式提出详细的要求。

对分级资产管理计划也重

点做了规划与要求，权益类产品

初始杠杆倍数应不超过5倍，运

作期间杠杆倍数应不超过1 0倍；

其他产品初始杠杆倍数应不超

过1 0倍，运作期间杠杆倍数应不

超过20倍。初始杠杆倍数=（ 优

先级份额+劣后级份额）/劣后级

份额。运作期间，杠杆倍数为劣

后级份额参考净值变化率的绝

对值除以母基金份额净值变化

率的绝对值。

同时，《 征求意见稿》规定，

应当对人员和业务实行统一管

理，不得采用承包制对内设部门

和分支机构进行管理，不得聘用

临时人员对外承揽业务。

还要求资产管理机构应建

立长效激励约束机制和项目终

身负责制，责任明确到人，合理

确定业务人员、管理团队的项目

提成，禁止对业务人员、管理团

队实施与项目挂钩的过度激励，

切实杜绝业务人员、管理团队忽

视风险的短期行为。建立有效的

问责机制，检查产品所有环节的

涉及人员是否存在违法违规和

玩忽职守情况，严肃追究责任，

有关问责情况应当及时向中国

证监会和基金业协会报告。

监管层：牢守八条底线
今年8月集中曝出3家基金

子公司运作风险，证监会对违

规销售基金产品的万家共赢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金元百利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华宸未

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采取责

令整改、暂不受理公司业务备

案的监管措施，同时暂停管理

失责的母公司的业务申请，并

对母子公司的相关责任人员采

取了认定不适当人选、出示警

示函等处理，对多名不具备证

券执业资格的人员采取责令改

正等自律惩戒措施。

在此背景下，监管层加大

了规范核查力度，对券商、基金

子公司的资管业务风控问题进

行整肃，并强调要牢牢守住八

条底线：即不得有非公平交易、

利益输送、老鼠仓等损害客户

利益的行为；不得违规承诺保

本保收益; 不得不适当地宣传、

销售产品，误导欺诈客户;不得

开展资金池业务；不得利用资

管产品进行商业贿赂;资管产品

的杠杆率不得超过十倍；不得

投资于高污染、高能耗等国家

禁止投资的行业;不得对业务人

员、管理团队实施当期激励。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201 4期货经营机

构创新发展研讨会”暨首届期货

创新大会昨日在北京举行。上海

期货交易所理事长杨迈军在会

上表示，当前期货经营机构的黄

金战略发展期正在来临。上海期

货交易所将按照“ 二五”规划的

战略部署，依靠创新产品和深化

服务，向综合性衍生品交易所转

型；积极稳妥推进对外开放，由

境内市场向全球市场转型，从而

为行业创新提供有力的支持。

第一，将加快创新步伐、完

善交易机制、丰富基础衍生品工

具，为各类投资者提供符合其风

险管理、财富管理需求的产品和

服务，进一步提升期货市场服务

实体经济的能力。

扩展基础产品方面，推进

锡、镍、纸浆等重要品种的上市

准备工作；继续开展不锈钢、氧化

铝、水泥、电力、稀土、航运指数等

1 0余个储备品种的研发工作；在

201 3年成功推出贵金属、有色金

属期货连续交易的基础上，延长

连续交易时间及扩充连续交易上

线品种。完善交易机制方面，要科

学评估现有品种合约、规则、交割

情况，研究落实相关改进完善措

施，跟踪实施效果；适时推出市价

指令等新型交易指令，强化市场

信息反馈机制；推进风控机制创

新发展，完善限仓、强平等制度；

完善套保制度，放宽套保头寸的

使用规定，构建套保审批风险预

警体系；推进SPAN本土化研究，提

出可操作方案。提升市场运行效

率、降低交易成本方面，进一步挖

掘单向大边保证金制度潜力；扩

展作为保证金资产的使用，对现

有仓单在冲抵折扣率、货币资金

配比乘数进行动态化管理的可行

性进行研究，推动国债作为保证

金资产的实施；推进平今仓免手

续费制度在相关品种上的应用，

研究手续费分类管理制度。

第二，积极拓展场内衍生品

业务，探索并大力支持场外衍生

品业务的发展，加快国际化进程，

提升跨境服务能力，建立能与国

际接轨的规则体系，构建多中心、

多层次的国际化交易平台。

拓展衍生品业务方面，推动

上期有色金属指数期货上市交

易，积极、稳妥开展期权业务各

项准备工作，支持机构开发有色

金属指数ETF、白银期货ETF等指

数相关投资产品与风险管理工

具，吸引不同类型投资者参与商

品期货市场。创新发展意见提出

“ 支持交易所为场外衍生品提供

交易转让、集中清算等服务”，上

海期货交易所首先将从支持场

外衍生品创新业务方面，完成仓

单合约和价差合约交易方案的

设计，建立新一代仓单串换系

统，引入非标仓单使交割品牌和

地点多样化，为期转现交易提供

撮合服务，引入现货市场企业客

户和做市商制度活跃串换市场、

借鉴现货市场经验为交易商提

供质押融资服务，通过仓单平台

连通场内外市场，积极参与场外

衍生品市场的相关模式与规则

设计，增强交易所在现货市场的

影响力和服务能力。全力以赴推

进期货市场对外开放方面，以年

内原油期货为抓手先行先试，积

极探索在其他成熟品种上引入

境外投资者。同时还要深化沪港

交易所合作的研究准备工作。大

力推动深化期货保税交割业务

试点，推动境外品牌注册，全面

深化全球市场推广。

第三，以中介机构和投资者

的需求为导向，努力提升期货市

场价格在实体企业经营运作和

现货贸易中的影响力，不断拓展

市场服务的广度和深度，提升期

货服务业竞争力。

青年报资深记者 吴缵超

本报讯 今天有两只新股申

购，分别是将登陆沪市的华懋科

技和节能风电，顶格申购需要资

金28.41 3万元。

华懋科技是一家集研发、

生产与销售为一体的高新技术

企业，业务领域覆盖汽车安全

气囊布、夹网布、帆船布、防弹

布等工业用布。中信建投认为，

公司目前在国内汽车安全布市

场 上 占 有 率 约 有 1 0%左 右 ，处

于行业领先地位；汽车安全气

囊袋市场上占有率约2%左右，

市场地位暂不是很突出，但增

长势头良好。未来公司在气囊

袋市场占有率的提升将是推动

其营收增长的主要动力。

海通证券认为，节电风能

的实际控制人为中国节能环保

集团，节能风电是集团旗下唯

一的风电运营平台。截至201 3

年底，公司装机容量达到1 39.2

万千瓦，以累计装机容量口径

计算，市场份额为1 .61 %，未来

特高压西电东送项目的开建，

电网调峰能力进一步提高，弃

风率有进一步下降的趋势。

两家新股的基本面亮点均不

多，节能风电流通盘较大，预计中

签概率会相对较高。而从同类公

司的估值水平对比来看，汽配行

业的整体估值明显高于风电，因

此，从短期二级市场定价的角度

看，建议优先考虑申购华懋科技。

今天两只新股申购首选华懋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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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子公司频曝风险戴“ 紧箍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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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懋科技 603306 1400 1.4 16.91 12.08 9月23日 19.24 113.55

节能风电 601016 5333 5.3 11.5 2.17 9月23日 22.06 171.29

8月中小企业信心指数微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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