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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法院受理
497件“光大乌龙指” 民事索赔案

最新数据显示，2015 年末，商品房待
售面积 71853 万平方米， 在去库存一年
后， 我国房地产库存量较 2014 年末的
62169 万平方米再度增加 9684 万平方米。
在此背景下，多地展开去库存、稳投资“保
卫战”。

18 日，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
《关于进一步落实涉企政策促进经济平稳
发展的意见》，其中为促进房企投资和健康
发展，《意见》 表示对房地产企业所得税预
售收入的计税毛利率由 20%调整为 15%，非
普通住宅、商业、车库的土地增值税预征率由
3.5%调整为 2%，普通住宅土地增值税预征率
执行 1%。

除重庆已发布相关扶持政策外， 事实上，
于近期召开的多地地方两会也将去库存、稳销
售、稳市场作为 2016 房地产的重中之重。

河北省政府工作报告指出， 化解房地产库
存， 推进以满足新市民需求为出发点的住房制
度改革，稳定房地产市场。 福建省政府工作报告
也把房地产去库存摆在突出位置。 指出将着力稳
定住房消费， 把房地产去库存摆在突出位置，发
展住房租赁市场，提高棚改货币化安置比例，加大

城镇棚户区和城乡危房改造力度。
山东济南方面， 其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统筹

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以满足新市民需求为出发点
的住房制度改革，探索实施积分落户制度，有序推
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加大棚改旧改货币化补
偿安置力度，发展住房租赁市场，改善住房供给结
构，多措并举加快房地产去库存。 并鼓励符合公租
房申请条件的家庭通过市场承租住房， 提高补贴
标准。

据新华社电

临近春节这一传统的流动
性紧张期， 央行通过多种方式
向银行体系注入流动性。 19 日，
央行在公开市场开展了 750 亿
元的 28 天逆回购操作， 利率为
2.60%；以及 800 亿元的 7 天逆回
购操作，利率为 2.25%。 其中，28
天逆回购为近一年来首次重启。

同日， 央行还公告称， 对 22
家金融机构开展中期借贷便利操
作共 4100 亿元 ， 其中 3 个月期
3280 亿元，利率下调至 2.75%；1 年
期 820 亿元，利率下调至 3.25%，引
导加大对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
环节的支持力度。 而就在 18 日，央
行以利率招标方式开展了 550 亿元
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LO）操作，
期限为 3 天，中标利率 2.10%。按照上
述公开披露的信息计算， 央行在 18、
19 两日共向市场注入流动性达 6200
亿元。

央行最近召开的商业银行座谈会指
出， 根据春节前流动性缺口的构成和期
限特点，人民银行将加强预调微调，提前
对春节前后的流动性安排进行布局，有
效满足金融机构流动性需求。

央行表示，对于短期季节性的现金投
放需求， 将按历年做法通过公开市场逆回
购操作对主要金融机构实现全覆盖， 节后
到期与现金回笼自然对冲。 对于中期流动
性需求，人民银行将通过分别开展中期借贷
便利（MLF）、常备借贷便利（SLF）、抵押补
充贷款（PSL）等操作安排 6000 亿元以上资

金予以支持。
央行通过各种方式“放水”，但唯独不见

降准，在这样的背景下，市场对于后期降准的
预期发生了变化。 申万宏源固定收益研究团
队指出， 预计央行将继续通过各种渠道投放
流动性，降准也是可选政策之一，只是囿于市
场对降准政策的信号意义过高看待， 导致在
当前人民币贬值压力没有明显缓解的情况
下， 央行选择通过公开市场逆回购、MLF、
SLO、国库定存等形式投放流动性。

不过， 联讯证券投研中心研究总监付立
春表示， 央行向市场释放的流动性规模不断
增大， 货币市场的流动性紧张几乎要成为一
种常态，存款准备金率下调的压力日益增大。
虽然现在银行的经营面临一定的困难和挑
战，但高存准率对降低其风险的意义并不大。
建议尽快降低存准率 25 至 50 个基点。

据新华社电

据悉，20 日宣判的两起案件分别为：
原告徐某与被告光大证券公司均不服期
货内幕交易责任纠纷案一审判决，分别提
起上诉；被告光大证券公司因与原告秦某
期货内幕交易责任纠纷案，不服一审判决
提起上诉。

上海高院经审理认为， 光大证券公
司 2013 年 8 月 16 日的错单交易信息属
于内幕信息， 光大证券公司作为上市公
司，负有信息披露的法定义务，其在内幕
信息尚未公开的情况下进行交易， 隐瞒
事实真相， 利用内幕信息获取非法利益
的主观过错明显，构成内幕交易。 光大证
券公司的对冲交易策略本身是中性的，
但光大证券公司在内幕信息未披露的情
况下仍进行交易， 系利用内幕信息进行
的违法交易。

在内幕交易因果关系认定方面，应
不同于一般的民事侵权的认定标准，证券
虚假陈述与证券、期货内幕交易都属于证
券、期货侵权行为的范畴，两者的立法目
的都在于维护市场交易制度的公开性和
公平性，具有一定的类似性。 故一审法院
参照虚假陈述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采用
推定因果关系的做法，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的原则和精神，并无不当。

至于损失计算，一审法院参照相类似
的虚假陈述纠纷案件的损失认定标准，
以内幕信息公开后的一段合理时间相关
证券、期货品种的价格作为基准价格，以
此确定投资损失，与法不悖，二审予以确
认。 据此，上海高院对这两起案件作出驳
回上诉，维持原判的判决。

2013 年 8 月 16 日 11 时 05 分，光大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证券
公司） 在进行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以下简称 ETF） 申赎套利交易时，因
程序错误，其所使用的策略交易系统以
234 亿元的巨量资金申购股票，实际成
交 72.7 亿元。 当日 13 时开市后，光大
证券公司在未公开披露上述错单交易
信息的情况下通过卖空股指期货、卖
出 ETF 对冲风险，至 14 时 22 分才公
告称 “公司策略投资部自营业务在
使用其独立套利系统时出现问题”。
同年 11 月，中国证监会对光大证券
公司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认定光大
证券公司在内幕信息公开前将所
持股票转换为 ETF 卖出和卖出股
指期货空头合约的行为构成内幕
交易行为， 作出没收违法所得及
罚款合计 5.2 亿元等处罚。

自 2013 年 12 月起， 投资者
诉光大证券公司证券、期货内幕
交易责任纠纷案件陆续诉至上
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2015
年 9 月，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
法院对原告张某等 8 名投资者
诉光大证券公司证券、期货内
幕交易责任纠纷案作出一审
宣判， 支持张某等 6 名投资
者的全部或部分诉讼请求，
驳回王某等两名投资者的诉
讼请求。 之后，光大证券公
司与部分投资者提出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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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投放逾 6000 亿元流动性

在 新 年 IPO 启
动在即、央行释放流
动性减弱降准预期
的背景下，A 股中断
连续两个交易日的
反 弹 ，20 日 重 现 调
整 。 上证综指失守
3000 点整数位，与深
证成指同步录得逾
1%的跌幅。

当日上证综指开盘就跌破了
3000 点， 报 2993.01 点。 早盘沪指一
度翻红， 但上摸 3016.28 点的全天高
点后开始震荡回落， 探至 2951.92 点
企稳。尾盘沪指收报 2976.69 点，较前
一交易日跌 31.05 点，跌幅为 1.03%。

深证成指收报 10366.85 点，跌
134.94 点，跌幅为 1.28%。

伴随股指回调， 沪深两市超过
1800 只交易品种收跌。 不计算 ST 个
股和未股改股， 两市 40 多只个股涨
停。

大部分行业板块随股指收跌，钢
铁、煤炭两大热点板块再度出现在跌
幅榜前列。 汽车、旅游餐饮、券商保险
等板块表现不佳。 运输物流、电力、零
售连锁板块逆势上涨，不
过幅度都比

较有限。
在前一交易日基础上，沪深两市

继续放量， 分别成交 2346 亿元和
3615 亿元，总量接近 6000 亿元。

沪深 B 指同步回落。上证 B 指跌
1.76% 至 364.79 点 ， 深 证 B 指 跌
1.66%至 1174.89 点。

证监会核准 7 只新股的首发申
请，虽然 IPO 新规对二级市场基本不
会产生冲击，投资者对于扩容影响仍
持较为谨慎的态度。 19 日央行多渠道
释放流动性，令节前降准预期大幅减
弱。 加上经过此前的连续反弹之后，
部分短期获利盘存在回吐需求。 在上
述多因素共同作用下，A 股反弹未能

延续。
据新华社电新华社发

上 海 市 高 级 人 民 法 院
20日对“光大乌龙指”系列民
事索赔案中的两起案件作出
二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
判。

自 2013 年 12 月起 ，上
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共受
理“光大乌龙指”民事索赔案
497 件，已审结 118 件。 截至
20 日，当事人向上海高院提
起上诉的共 88 件，其中 6 件
已开庭，两起案件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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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出台房地产新政去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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