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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6月16日讯（记者陈平）连着两天
市场出现的百点长阴，近期被市场看好的沪综指
5000点重要支撑，今天在市场的恐慌抛压下无声
而破，不仅如此，4900点关口在尾盘的跳水中也
被无情地撕破。终盘，沪综指暴跌175.56点，跌
幅3.47%，收报4887.43点；中小板暴跌4.03%，收
报 11230.71 点，创业板稍为小一点，跌幅也有
2.85%，收报3590.67点。

与以往一样，市场一暴跌，人们总能找出一
大堆原因来，这次也不例外。如本周将迎来史上
最大批量的新股申购；6月份银行体系面临半年
来考核时点，且6月份MLF到期；管理层要求证
券公司对外部接入进行自查，并制定证券公司信
息系统外部接入规范标准；产业资本加速套现等
等，导致市场资金面流动性紧张。这些均无不道
理，但根本的原因恐怕还是市场短时间涨幅过
大，导致个股市盈率过大，估值过高，特别是上涨
过程中没有像样的调整，以消化过多的获利盘，
同时投资者心态比较脆弱，稍有风吹草动，便引
发恐慌出逃。

业内人士认为，操作上，投资者一方面要重视
这次调整，毕竟点位较高，要充分估计到其深度和
广度，控制好仓位，以防范必要的风险，另一方面，
下跌是个股的试金石，也是重新布局的良好机会，
对于心仪股，不妨逢低分批介入。

（观点仅供参考 入市风险自担）

“一带一路”能源项目清单出炉
投资总规模6万亿美元

“一带一路”战略正在
一步步落到实处。在15日
举行的第四届全球能源安
全智库论坛上，记者了解
到，中国正与“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一道，积极规划六大
经济走廊建设，其中，中蒙
俄经济走廊建设规划草案
已完成。而多地也纷纷上
报或者发布对接“一带一
路”的实施方案和行动方
案。值得注意的是，能源领
域合作无疑是热点之一，项
目清单主要集中在油气运
输通道、跨境电力与输电通
道、区域电网等能源基础设
施互联互通合作。

据有关专家初步估
算，“一带一路”沿线涉及
60多个国家，基础设施建
设正进入加速期，投资总规
模或高达6万亿美元。因
此，满足资金需求并合理设
计方案是落实“一带一路”
战略的重要环节。业内人
士建议，除了政策银行、亚
投行、丝路基金等方式，通
过改革让私人资本进入，并
采用丝路债券、创新金融产
品等方式筹集建设资金。

今年3月底公布的《推动共建丝绸
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
愿景与行动》在“框架思路”中提出，根
据“一带一路”走向，陆上依托国际大通
道，以沿线中心城市为支撑，以重点经
贸产业园区为合作平台，共同打造新亚
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
中国－中南半岛等国际经济合作走廊；
海上以重点港口为节点，共同建设通畅

安全高效的运输大通道。中巴、孟中印
缅两个经济走廊与推进“一带一路”建
设关联紧密，要进一步推动合作，取得
更大进展。

目前中国正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一道，积极规划上述六大经济走廊建
设。其中，“中方已经完成了中蒙俄经济
走廊建设规划草案，正在征求俄罗斯和
蒙古两方面的意见。”中国国际问题研究

所研究员夏义善向记者透露说，该经济
走廊涉及的项目主要以交通、能源等基
础设施建设为主，在六个经济走廊中条
件是比较有利的，对整个丝绸之路经济
带的发展都将起到重要引领作用。

与此同时，按照国务院要求，34个
省市区最晚不迟于10月份前制定完成
对接“一带一路”的实施方案。近日广
东发布《广东省参与建设“一带一路”的
实施方案》，并配套出台工作重点和近
期优先的项目清单。江西省印发的参
与“一带一路”建设实施方案提出力争

到2020年，江西省对沿线国家进出口
总额突破300亿美元、对外工程承包额
突破100亿美元，并梳理出2015年到
2017年优先推进项目，共涉及通道建
设等5方面26类项目。陕西、福建、新
疆、四川等多地的对接方案和行动计划
也已上报国务院。

“随着其他各省、中央部委、国有企
事业单位在10月份前陆续出台对接方
案，在2015年下半年可能会掀起一场

‘一带一路’建设的高潮。”清华大学当代
国际关系研究院副教授赵可金称。

多省陆续出台相关方案

记者梳理发现，在目前的六大经济
走廊建设规划和各省的对接方案中，能
源领域的合作无疑是热点之一。全球能
源安全智库论坛秘书长刘强认为，“一带
一路”战略构想既与中国能源进口的陆
上与海上通道相吻合，有助于加强中国
与沿线国家能源联系，同时也有助于通
过能源与交通基础设施、商业金融与投
资合作促进区域融合发展。

据了解，国家能源局之前召开落实
“一带一路”战略推进能源国际合作会
议，国家能源局局长努尔白克力明确中
国将重点加强能源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合
作，共同维护油气运输通道安全，推进跨
境电力与输电通道建设，积极开展区域
电网升级改造合作。

会上，中科院社会科学院数量经
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课题组发布了

《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共同发展——能
源基础设施建设与亚太区域能源市场
一体化》的主题报告，认为东北亚地区
可以推动的重点项目包括，连接东北
地区、环渤海地区与俄罗斯远东地区、
蒙古共和国部分地区的天然气供应网
络建设，把曹妃甸建设成连接中俄、中
亚和海上液化天然气进口与环渤海、
东北亚消费市场的天然气交易中心
港。同时，推进中蒙铁路并轨和电网
互联建设，重点研究与推进蒙古国锡
伯敖包向天津、布斯敖包向山东的特

高压送电建设。此外还有中俄电网互
联互通建设项目，通过特高压将俄罗
斯远东、西伯利亚大型发电基地的电
能送到中国。

此外，中国西部、中亚五国和西亚区
域覆盖了2亿人口，拥有丰富的能源资
源和市场潜力，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
点发展领域，中亚天然气D线工程和环
里海油气管道、包括公路、铁路、油气和
光缆通道等在内的中巴经济走廊项目以
及中亚、西亚远距离输电线路建设等都
是重点合作内容。

能源合作势所必然

“一带一路”项目清单背后是庞大的
融资需求。上述中科院主题报告指出，据
有关专家初步估算，“一带一路”沿线涉及
60多个国家，占全球总人口的三分之二，
占全球经济规模的三分之一，且普遍属于
经济发展的上升期，基础设施建设正进入

加速期，投资总规模或高达6万亿美元。
因此，满足资金需求并合理设计方案是落
实“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环节。

据记者了解，当前资金来源有中国
政策性银行、上海合作组织银联体、中亚
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亚洲基础设施投资

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丝路基金、
私人资本等众多来源。

“应通过改革让私人资本进入‘一带
一路’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与公共资本
协同合作。”刘强建议，还应该鼓励信用
资质较好的境内投资者、外国政府、境外
金融机构、外资企业或联合组建项目投
资主体，发行丝路债券，此外，开发贷款
证券化、资产证券化等创新金融产品，筹

集建设资金。
记者梳理6月以来的上市公司定向

增发方案发现，多个行业上市公司募投
项目都在加紧布局“一带一路”，尤其是
能源领域更为突出，广汇能源、华西能
源、宝莫股份等公司公布定增增发方案，
募投项目中均有对“一带一路”能源领域
的布局。 记者王璐

（新华社北京6月16日新媒体专电）

通过改革满足融资需求

6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在第一法庭公开
开庭合并审理上诉人广东加多宝饮料食品有限
公司与被上诉人广州王老吉大健康产业有限公
司、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擅自使用知名商品
特有包装装潢纠纷上诉两案。

新华社记者 王茜 摄

最高法开审王老吉
与加多宝红罐凉茶
包装装潢纠纷案

6月16日，股民在辽宁沈阳一证券营业部里
关注股市行情。 新华社记者 潘昱龙 摄

昨日市况

连续两天百点长阴

沪指跌破4900点

对接

资金

热点

对于大额存单的购买，银行业内人士
建议首先要看准发行人资质。大额存单的
发行主体为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推出
初期，央行将首先在自律机制核心成员范
围内试点发行，此后结合具体情况，有序扩
大发行人范围；其次，要留意产品存续、备
案情况。按照央行规定，大额存单期限包

括1个月、3个月、6个月、9个月、1年、18个
月、2年、3年和5年共9个品种；如果存单
期限不在上述9种之内，或发行人没有作
发行备案的，产品也是存在疑问的。

“由于利率的浮动变化，买不同类型
的存单，约定不同类型的付息方式，最后
收益可能会有所区别。因此，可以让专

业人士列出算法，再结合对未来利率的
预期、实际需求、偏好等进行选择。”工商
银行海南省分行理财师薜小花说。

此外，有关专家还提醒，大额存单的
发行条款中都有是否允许转让、提前支取
和赎回，以及相应的计息规则等信息，由
于各期大额存单的约定有可能不同，投资
者应认真阅读发行条款，根据自己的情况
决定买哪种产品。 本报记者 陈怡

（本报海口6月16日讯）

购买大额存单应注意哪些细节

大额存单落地

收益不及国债市民“不感冒”
作为我国利率市场化的重要举措：国内首批大额存单发售，发行对

象包括个人、机构。
记者从海南多家银行了解到，工商银行、交通银行、浦发银行等8家

银行海南地区的分支机构开始销售大额存单，不过大额存单发行首日业
务量不温不火。不少投资者认为大额存单起点高、收益低，吸引力不大。

记者走访工商银行、浦发银行等首
批大额存单发行银行发现，各大银行均
未推出全部品种，只推出1至3种产品
供选。个人投资者最低30万元起，机构
投资者最低1000万元起。

利率方面，工商银行海南省分行面
向个人销售的有6个月和12个月两个
品 种 ，前 者 利 率 2.87% ，后 者 利 率
3.15%，均较基准上浮40%；交通银行海
南省分行公司大额存单和个人大额存单
同时发售，收益从2.08%~3.15%，个人
存单较基准利率上浮40%；建设银行海
南省分行只发行12个月品种，利率同样
为3.15%。

“自从央行允许银行利率最高可以
在基准利率的基础上上浮1.5倍后，现
在银行利率普遍上浮20~30%，同样的
30万元存一年，大额存单收益只比银行
定存高数百元；比国债收益低，吸引力不

足。”海口市民刘女士说。
记者随后以投资30万元计算，大额

存单一年期收益比银行定存略高675
元，比余额宝要低2000多元，比三年期
国债则要低4560元。即使三年期国债
满一年后提前支取，收益仍与大额存单
相当。

记者从省内多家银行获悉，虽然大
额存单的收益率吸引力有限，但是仍吸
引到一些风险偏好较低的人群购买，大
额存单首日销售情况不温不火，以个人
投资者为主。

“我们也在继续留意机构大额存单
的发售，毕竟是一款高收益的存款产
品，流动性和安全性都非常不错，但是
我们公司流动资金不足以达到1000万
元，相信海南不少企业和我们遇到同样
的情况。”海南一家汽车配件生产企业
财务负责人称。

个人投资者为购买主力
虽然大额存单首日销售并没有十分

火爆，但是业内却对这个产品以后销售
非常看好，认为市场空间非常大。

海南一位股份银行个金部负责人
称，大额存单除了拥有较高利率、安全性
等特点外，最大卖点是可转让，由于试点
初期，可转让市场还未开放，该产品销售
潜力未能完全释放。

该负责人进一步解释称，可转让
存单市场形成后，银行体系多了一个
管理流动性的工具，可以降低利率全
面放开后的风险，投资者既可以享受
较高的利率，又可以在缺钱的时候进
行转让兑现。“现在银行推出的大额存
单产品都是固定期限固定利率，未来
将会推出浮动利率产品，存单利率按

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为浮动利率
基准计息，即利率会随着市场资金的
流动性情况波动。”

据了解，海南不少企业将闲置资金
用于购买理财产品获取比定期存款更高
的收益，但是经常面临资金锁死后，在一
定期限内无法转让，无法灵活支配闲置
资金。如果购买实现可转让功能的大额
存单，企业可以将存单按照一定的市场
价转让给交易对手，换取流动性，实现财
务的灵活支配。

大额存单流动性功能暂未开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