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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券新政策意在丰富“多空平衡”工具
有利股市长远健康

17日下午，四家机构联合发布
通知，支持专业机构投资者参与融券
交易，并扩大融券标的。这一消息引
发市场担忧，认为监管层鼓励卖空，
意在打压股市。

专家认为，融券新政策有警示
风险的用意，但更重要的目的是改
变杠杆业务“一头沉”，丰富“多空平
衡”工具，短期或引发市场波动，但
长期有利于股市健康发展。

16日，借上证50和中证500两个
新股指期货上市之机，中国证监会主
席肖钢公开讲话，提示市场风险。17

日，中国证券业协会、中国证券投资
基金业协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
证券交易所联合发布通知，支持专
业机构投资者开展融券业务，并将
融券标的股票扩大到1100只。

顿时，市场出现关于监管层打
压股市的声音。面对这种态势，18
日，中国证监会发言人邓舸对记者
表示，此次扩大融券规模是促进融
资融券业务平衡发展，“不是所谓
的鼓励卖空，更非打压股市”，并提
出“请正确理解，不要误判误信”。

据记者初步了解，目前融资
规模已经超过了1.7万亿元，而融
券规模仅在100亿至200亿元之
间，两者严重失衡。

融资融券原本是股票双向对

冲工具，也是市场上最有效的风险
管理工具，但融券业务始终没能得
到发展，单轮驱动的风险日渐累积。

多位专家认为，此次扩大融券
业务规模更多体现出了监管层利用
当前牛市环境，防范风险、追求多空
平衡的一次政策调整。
“2007年市场没有杆杠工具，

6000点是实打实地用自有资金堆出
来的。”英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大
霄说，此轮牛市最大的特点就是通过
包括融资融券业务在内的杠杆工具
为市场提供充裕的流动性，规范杠
杆、防范风险应是真正的监管意图。

事实上，在4月16日的融资融
券业务情况通报会上，中国证券业
协会不仅通报了近期对两融业务的

检查情况及问题处理情况，也对证
券公司开展两融业务提出了7点要
求，包括“把握好融资融券业务的发
展节奏和速度，适当控制经营杠杆，
有效防范流动性风险”。

国泰君安宏观分析师任泽平
说，核心就是控制规模、调节杠杆、
禁销伞型信托，就是要给杠杆降温。
人们记忆犹新的是，今年1月，证监
会通报12家券商融资融券违规，之
后沪指在一个交易日内暴跌7.7%。
不过，多位市场人士认为，此次新政
不大可能带来“1·19”式暴跌。
“证监会18日否认打压股市，

就是为了消除市场担忧，防止周一
出现股灾。”南方基金首席策略分析
师杨德龙说，预计市场短期内可能

会有一定程度的调整，来消化扩大
融券规模带来的利空，但并不会改
变中长期的走势。”

杨德龙认为，从长期来看，让市
场双边机制发挥作用，有助于改变
市场单边运行的行情，在牛市大势
不变的情况下，起到一定的降温作
用，使市场从“疯牛”走向“慢牛”。

仅从市盈率来看，当前的市场确
实有些“高处不胜寒”。数据显示，截
至16日收盘，整个市场中市盈率超过
100倍的股票比重已达44.89%，超过
当年6124点时42%的比重；市盈率超
过50倍的股票已经达到70%。
“实际上，与6124点时相比，现

在市场风险释放渠道大大增加。”李
大霄说，不仅有融券业务、还有股指
期货、沪港通等，而此次将融券标的
股票扩大到了1100只，已经超过了
融资券种的数量。

此外，李大霄提醒，现在市场流
通股整体占比在83%，而6124点时
可流通的股票占比仅为30%，大小
非减持本身也是市场多空平衡的重
要行为。 据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央行二度全面+定向降准
稳增长调结构

中国人民银行19日傍晚宣布，
自20日起下调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
分点，并有针对性地实施定向降准。

在中国经济新旧
动力交替的关口，加大
金融支持力度
“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有助于促

进银行具备足够的可贷资金，以保
持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能力。”中国
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陆磊说。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咨询研
究部副部长王军认为，这次一次性
下调1个百分点，力度之大是最近几
年没有的（此前调整都是0.5个百分
点），同时还实施了定向降准。这是

稳增长调结构的重要举措，加大
了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
发出了稳定预期、坚定信心的鲜
明信号。

截至3月末，我国人民币存款
余额为124.9万亿元。交通银行首
席经济学家连平测算，此次全面降
准加上定向降准，大约能释放出1.1
万亿元至1.5万亿元的银行资金。

这次央行对农信社、村镇银
行等农村金融机构额外降准1个
百分点，对农业发展银行额外降
准2个百分点，对“三农”或小微
企业贷款达到一定比例的国有和
股份制商业银行可执行低0.5个
百分点的准备金率，支持“三农”
和小微企业的导向鲜明。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对

缓解融资难融资贵会有很大帮
助，我们做企业的感到很振奋。”
小微企业主、武汉宝特龙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汪林安表示。

适应货币供应新
变化，保持流动性合理
充裕
近期，中国外贸低位运行，美元

预期走强，使得过去长期充当基础
货币主要投放方式的外汇占款明显
减少，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速偏
低。由此造成的流动性缺口，仅靠日
常公开市场操作难以有效弥补，这
使得商业银行的资金面偏紧，影响
了银行对实体经济的支持能力。
“今年2月、3月份外汇占款连

续两个月负增长，特别是3月份同
比少增2307亿元，基础货币出现较
大缺口。降低准备金率1个点，由央
行释放解锁的基础货币，基本能完
成对冲。”陆磊对记者表示。

央行统计显示，一季度中国外汇
占款减少2521亿元，同比少增1.04万
亿元。3月末，我国M2余额同比增长

11.6%，增速比上月末低0.9个百分点，
也低于今年12%的货币增速目标。

连平分析认为，当前不仅外汇
占款出现趋势性下降，而且银行存
款增长也出现明显放缓，为保持流
动性合理充裕，需要及时降准。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银行研究室
主任曾刚表示，中国之所以之前维
持较高的准备金率，主要是外汇占
款较高。“随着外汇占款的持续降
低，择机降低存款准备金率，逐步释
放流动性，为实体经济提供更多的
支撑，是自然的选择。”

未来货币政策将
更加灵活，金融改革进
一步提速
“此次降准不代表货币政策转

向、也不是强刺激，因为没有额外增
加流动性，只是弥补货币缺口，还是
沿着稳健的货币政策、松紧适度的

方向。”陆磊表示，未来将继续实施
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注重松紧适
度，更加注重预调微调。通过综合运
用货币信贷政策，推动金融活水流
向实体经济。

当前中国经济淘汰过剩产能、打
造发展新动力正进入关键阶段，清理
地方性政府债务也在深入推进，房地
产调整正处在胶着状态，而世界经济
复苏放缓，美元走强，这些因素共同
作用使得中国的货币政策面临很多
新挑战，需要应对多方面的任务。

在货币政策频频出手的同时，
金融改革近来大提速，用金融改革
激发长远活力的政策取向已经显
现。今年以来，不仅酝酿了20多年
的存款保险制度得以实施，而且民
营银行的发展进入了“成熟一个批
准一个”的加速阶段，资本市场注册
制改革也紧锣密鼓，这些制度保障
将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增添新的强大
动能。 据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溧阳地税优质高效
做好社保费征缴工作
本报讯 日前，记者从常州市溧

阳地方税务局了解到，为主动迎合
新常态下的社保费征缴新情况，该
局推出短信提示、强化咨询、落实延
时服务等举措，严把社保费征收质
量关，做到应收尽收，优质、高效、文
明、贴心的服务赢得了广大群众的
认可和点赞。据悉，今年1至3月，该
局共征缴社保费76089.57万元，同
比增长87.82%，创历史新高。

$

陈忠纲 倪晓春 宋林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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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使用单位巡礼
“天目湖白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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溧阳受理22份业务
赴台湾自由行开放首日

本报讯 常州成为第五批开放大陆居民赴台个人旅
游试点城市已有近一个月，记者近日从溧阳市公安局出
入境大厅获悉，自4月15日起，溧阳市已正式启动赴台个
人自由行的业务办理。办理首日，工作人员就已受理赴
台个人游业务22份，不少市民“尝鲜”的热情高涨。

据介绍，大陆居民赴台自由行必须办理“两证一签
注”。两证即《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行证》(简称《赴台证》)
和《台湾地区入出境许可证》(简称《入台证》)，一签注即
《台湾旅游签注》。其中，《入台证》必须到旅行社办理，目
前常州地区具有组团赴台旅游资质的旅行社仅有常州国
旅一家，溧阳市民可以通过该市各旅行社代为办理。“办
理这三个证件，跟团游和自由行略有不同。跟团游须在有
赴台旅游资质的旅行社填写表格和介绍信；自由行的市民
则只需提供相关证明，到出入境管理部门办理《赴台证》，
再由旅行社去省公安厅取出《赴台证》，向台湾有关部门
申请《入台证》。”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在两证齐全，大陆准
出、台湾准入的情况下，再办理《台湾旅游签注》，有效期
为3个月，可在台湾待最多15天。

记者走访发现，虽然自由行政策办理才刚开始不久，
但溧阳市多家旅行社已紧锣密鼓地推出了台湾自由行路
线。“赴台自由行开通后，前来咨询的年轻游客明显增多，
不过受台湾旅游相关政策和资源的限制，在初期开放自
由行的名额仍然会执行限额政策。”溧阳市某旅行社负责
人告诉记者，目前跟团到台湾旅游的价格是5000到7000
元不等，自由行的价格则相对更高。 !庄姝 冯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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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林”白茶：溧阳北山第一茶

眼下正是白茶开采的季节，走
进位于江苏曹山现代农业示范区内
的紫竹林生态农业园竹林牌天目湖
白茶生产基地，几十名采茶工人正
在茶园内穿梭忙碌。“因为白茶的采
摘期只有短短20天左右，而且采摘
后的茶叶得立即进入摊晾、杀青等
加工程序，所以4月上中旬是茶场
这一年里最辛劳的日子。”紫竹林生
态农业园总经理刘志新一边与记者
说着话，一边泡上了今年刚炒制的
白茶，顿时满屋弥散着新茶的香气。
“白茶的氨基酸含量高于普通

茶1倍多，茶多酶则低于普通茶一
半多，咖啡碱比普通茶少1/3以上。
所以，夜饮白茶不会出现睡不香的
状态，放多了茶叶，喝到嘴里也不苦
涩。”在品茶的过程中，刘志新向记
者讲述了他与白茶结缘的故事。

退伍军人成了北
山地区第一位茶农
1990年，从东海舰队退伍回家

的刘志新回到了家乡溧阳市上兴
镇，被安排在原上沛水利站下属的
竹林水库茶场工作。时隔不久，单位
开始改制，本以为可以捧着铁饭碗
悠闲度日的刘志新不得不重新确立
自己的人生坐标：扔掉“铁饭碗”，重

塑“泥饭碗”。于是他大胆地承包
了竹林水库边的180亩绿茶，成
了溧阳北山地区第一位茶农，并
以水库的名字注册了“竹林牌”商
标。经过科学管理，他的“竹林牌”
绿茶很快获得市场认可，深受茶
客们的青睐。

在掘得第一桶金后，2004年，
刘志新审时度势，将目光从一般
的绿茶产业投向了在溧阳南山地
区刚刚试种成功、存在高风险，却
也有着诱人高回报的珍稀白茶产
业。于是，他便又在曹山脚下承包

了几百亩荒山，开始种植白茶。当时
许多人都为他捏了一把汗，因为在此
之前北山地区还从没有人种过白茶，
而且北山地区的气候环境及土壤与
南山地区有着较大差异，能否种植成
功是个未知数。但有着军人气质的刘
志新却甘愿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学习先进技术
沿用传统工艺制茶
刚建园时，刘志新并不懂白茶

的种植技术，为了尽快让茶园的

生产步入正轨，他到浙江安吉，请
来了当地有名的白茶专家进行技
术指导。由于白茶的生产标准较
高，所以技术和加工上都有些独
到的要求，“竹林牌”白茶在生产
过程中，不仅从一开始就按照无
公害、绿色、有机、GAP的生产技
术标准实施，推广无公害茶树病
虫害防治技术，严格控制使用化
学农药，采用人工除草，而且还全
部采用了无性系安吉良种白茶种
植，这个品种的茶树在春季发芽
时，叶片呈白化状，至5月底又全

部恢复为绿色，所以特别适宜炒
制高档名优茶。

此外,刘志新还围绕摊青、杀
青、揉捻、整形、温度等工艺进行
探索、完善和改良，并一直沿用传
统工艺制茶，制出的白茶有区别
于南山白茶独特的香味。技术上
规范到位，标准上严格把关，刘志
新的努力获得了社会各界的认
可，如今，紫竹林茶叶生产基地已
被列入天目湖有机白茶生产基
地，并跻身天目湖地理标志许可
使用企业行列。

刘志新不仅开创了溧阳北山地
区种植白茶的先河，还积极带领当
地农户走上共同致富的道路。如今，
溧阳北山地区已开始大面积种植白
茶。每当白茶开采季节，采茶的工人
都是附近没有外出打工的农民，而
绝大部分则是妇女和老人，一季下
来就有千余元的家用钱了。虽然获
得了成功，但刘志新并未止步，下一
步他又将发展的目光投向了花卉园
艺业，以期让自己的梦想像花一样
绚丽多彩！ 宋林珍 张旭

溧阳市启动“三社联动”
综合试点工作
本报讯 日前，记者从溧阳

市民政局获悉，该市在深入开
展“社区减负”、“职能规范”基
础上，进一步探索出社会创新
治理模式，以曾获“全国和谐社
区建设示范单位”的溧城镇清
溪路社区为试验点，积极推动
“三社联动”工作。

据了解，该社区“三社联

动”以“爱心共建”为主基调，融
合社区居民、社区社会组织等
社会力量，为“病残、孤老”等弱
势群体提供社区家政服务、居
家养老服务、青少年爱心服务、
医患义务陪护等“多元化、家庭
式”服务，拓展延伸政府帮残助
困新领域。

!狄伟鑫 周乙君 冯蓓"

图为位于江苏曹山现代农业示范区内的紫竹林生态农业园竹林牌天目湖白茶生产基地#

解禁市值达397亿元
沪深两市本周起限售股

新华社北京4月19日专电 !记者华晔迪"根据沪深交
易所安排，下个交易周（4月20日至24日）两市将有24家公
司共计21.96亿解禁股上市流通，解禁市值达到397亿元。

据西南证券统计，下个交易周两市解禁股数共计21.96
亿股，占未解禁限售A股的0.48%；以4月17日收盘价为标
准计算市值397.35亿元，其中，沪市7家公司为259.43亿元，
深市17家公司为137.92亿元。

沪市7家公司中，太平洋在4月21日将有8.25亿股限售
股解禁上市，按照4月17日收盘价计算，解禁市值119.96亿
元，为下周沪市解禁市值最大公司；解禁市值排第二、三的
公司是外高桥和怡球资源，解禁市值分别为50.06亿元和
43.77亿元。

深市17家公司中，互动娱乐的限售股将于4月20日解
禁，解禁数量2.95亿股，按照4月17日收盘价计算解禁市值
为88.47亿元，是下周深市解禁市值最大公司；解禁市值排
第二、三的公司是英力特和金利华电，解禁市值分别为
18.71亿元和13.27亿元。

此次解禁后，沪市将有外高桥、怡球资源，深市将有英
力特成为新增全流通公司。

统计显示，下周解禁的24家公司中，有2家公司限售股
在4月21日解禁，解禁市值138.67亿元，占到全周解禁市值
的34.9%，解禁压力集中度不高。

在中国交付近
90万辆车

大众汽车一季度

新华社天津4月19日专电 !记者毛振华"记者19日从
大众汽车集团（中国）获悉，今年一季度，大众汽车在中国汽
车交付量继续保持增长。1到3月，大众汽车集团（中国）与两
家中国合资企业共交付汽车89.84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2%。

在售出的89.84万辆中，大众汽车品牌共交付67.84万
辆，奥迪品牌13.33万辆，奥迪品牌同比增长7.1%。中国是斯
柯达品牌最大的单一市场。3月份，该品牌在中国的销量同
比增加24.4%，达到2.52万辆。

在豪华车方面，兰博基尼交付68辆，宾利交付超过300
辆。保时捷的交付量同比增速达34.4%，达到1.33万辆。

值得注意的是，3月份，大众汽车集团（中国）向客户交
付新车31.54万辆，比去年同期略有下降。
“中国是大众汽车集团的重要市场。”大众汽车集团（中

国）总裁兼CEO海兹曼表示,“我们将力争进一步强化产品
布局，并在中国这个极具潜力的市场上努力提升全年汽车
交付量。”

他还表示，今年大众将在中国开设更多工厂，到2019
年产能将逐步提升到500万辆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