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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扩大证券公司融资渠道

据新华社电

中国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张晓军昨

晚表示，证监会将进一步扩大证券公司融资渠道。

张晓军说，根据证监会《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

管理办法》规定，前期有20家证券公司开展了发行

短期公司债券试点，效果较好，因此，证监会1日决

定，试点扩大到所有证券公司，允许其通过沪深交易

所、 机构间私募产品报价与服务系统等交易场所发

行与转让证券公司短期公司债券。 根据证监会发布

的《证券公司及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资产证券化业

务管理规定》， 允许证券公司开展融资融券收益权

资产证券化业务，进一步拓宽证券公司融资渠道。

上交所认为必要的其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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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赵先生推荐

市二医院心内科主任刘剑雄

“因为高血压， 我与刘剑雄已经打了多

年交道。他从来不乱开药，只开最合适的，价

格都不高。”

年过七旬的刘大爷第二年推荐

省医院内分泌科医生张学军

“我得重症糖尿病十多年了，张医生一直

给我治病，让我健康地活着，医术非常好。”

82

岁的吴大爷推荐

市六医院大外科主任张光全

“他冒着风险为我进行了直肠癌手术，

如今我活得很好……无论是医德还是医术，

都没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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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患者同时推荐

市二医院皮肤科医生陈前明

“陈医生总是能用最少的药治好最麻烦

的病，对患者也特别耐心。”

医院推荐、患者推荐、同行推荐、医生自

荐等四种方式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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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手仁心·四川名医口碑榜·成都好医生”评选昨日启动

首日推荐近400名好医生

7月1日~15日

三大渠道四种方式推荐

成都商报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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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开信用账户但证券类资产低于50万元的客户可以继续从事融资融券交易

建立融资融券业务逆周期调节机制

证券交易所根据市场情况对保证金比例、标的证券范围等相关风险控制指标进行动态调整，实施逆周期调节

合理确定融资融券业务规模

将融资融券业务规模与证券公司净资本规模相匹配，要求业务规模不得超过证券公司净资本的4倍

允许融资融券合约展期

在维持现有融资融券合约期限最长不超过六个月的基础上，允许证券公司根据客户信用状况等因素与客户自主商定展期次数

优化融资融券客户担保物违约处置标准和方式

取消投资者维持担保比例低于130%应当在2个交易日内追加担保物且追保后维持担保比例应不低于150%的规定，允许证券

公司与客户自行商定补充担保物的期限与比例的具体要求，同时不再将强制平仓作为证券公司处置客户担保物的唯一方式

高考录取 各批次时间敲定

今日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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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 务实

理性 开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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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乙未年五月十七

据新华社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全面

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7月1

日下午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

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并发表重要

讲话。他强调，领导干部是否做到严

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

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全面深

化改革是一个重要检验。要把“三

严三实” 要求贯穿改革全过程，引

导广大党员、 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

大力弘扬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精神，

理解改革要实，谋划改革要实，落实

改革也要实，既当改革的促进派，又

当改革的实干家。

紧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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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试点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

明日， 第16届成都家具展在

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

届成都家具展固化 “一展两期”

展示模式，7月3~6日举办一期成

品家具展；7月12~15日举办二期

家具设备材料展， 展出总面积17

万㎡， 吸引了海内外1100余家企

业参展。

被业界誉为“中国家具内贸

首选平台”的成都家具展，今年吸

引了中国家具的一线品牌、 一流

产地及商协会参展。全友、南方、

双虎、太子、帝标等成都家具领军

企业将向全国经销商展示“好家

具，成都造”的风采；左右、梦百合、

CBD、晚安、新悦、依丽兰等国内一

线家具品牌也将携新款家具亮相；

中国家具品牌联盟、 广东龙江、浙

江安吉、河北胜芳及广东省户外家

具行业协会等也将组团参展。

展期还将举办中国家具产业

发展（成都）国际论坛、未来·家

“新繁杯” 金斧奖中国家具设计

大赛颁奖典礼等活动。 中国家具

协会、意大利米兰轻工信息中心、

欧洲木业协会、 亚洲家具联合会

等国际家具界“大腕儿”将汇聚

成都，共话行业未来。

证监会昨晚发布修订后的融资融券新规

强制平仓不再是唯一处置方式

本科提前批

录取时间

7

月

6

日至

9

日

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

录取时间

7

月

11

日

地方高校招收农村学生专项计划

录取时间

7

月

13

日

本科第一批

录取时间

7

月

14

日至

17

日

省属院校本科层次农村义务教育

（

除

“音、体、美”专业

）

、特殊教育免费师范生

录取时间

7

月

21

日

本科第二批

录取时间

7

月

22

日至

25

日

专科提前批

录取时间

8

月

1

日至

2

日

专科第一批

录取时间

8

月

3

日至

5

日

专科第二批

录取时间

8

月

9

日至

12

日

艺术本科提前批

录取时间

7

月

5

日至

7

日

艺术、体育类本科批

录取时间

7

月

8

日至

14

日

艺术、体育类专科批

录取时间

7

月

19

日至

30

日

藏区“1+2”和高中中专

录取时间

8

月

14

日至

15

日

据四川省教育考试院通知

第16届成都家具展明日开幕

下载成都商报客户端

有机会免费拍婚纱照

“2015成都最赞婚纱”评选活动今起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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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七中育才学道分校已获成都市教育局批准，开展初中四年

制教育改革试点，并从今年起，面向完成了五年级学业的学生招生

成都首个

四年制初中获准试点

七中育才学道分校昨日随机派位，255名五年级

学生直接读初中

古文阅读更多

校外实践更多

科学课知识点更多

三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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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违法罚款

可跨省缴纳

修订后的《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管理办法》

制图 邬艺

四川名医微信公众号

8

位患者同时推荐的陈前明医生 摄影记者 陶轲

上交所修订融资融券交易实施细则

融资融券交易出现异常或市场持续大幅波动时，上交所可视情况采取以下措施并向市场公布：

●调整标的证券标准或范围

●调整可充抵保证金证券的折算率

●调整融资、融券保证金比例

●调整维持担保比例

●暂停特定标的证券的融资买入或融券卖出交易

●暂停整个市场的融资买入或融券卖出交易

降幅30% 降幅约33%

四川日报讯 （记者 张宏平

熊润频）

7月1日上午，四川省庆祝

建党94周年暨表彰先进基层党组

织和优秀共产党员座谈会在成都

举行。 省委书记王东明出席座谈

会并讲话，省委副书记尹力主持。

座谈会上，省委常委、组织部

部长范锐平宣读《关于表彰四川

省先进基层党组织、 优秀共产党

员和践行“三严三实”优秀党员

领导干部的决定》， 受表彰代表

和我省受中组部表彰的全国优秀

县委书记代表作了发言。

王东明强调，抓基层、打基础

是我们党历经磨难而不衰、 千锤

百炼更坚强的重要法宝。当前，四

川各方面任务艰巨繁重， 要在克

难奋进中不断开创新的局面，很

重要的是紧紧依靠农村、城市、机

关、企业、学校等各类党的基层组

织和各条战线广大共产党员、干

部群众真抓实干， 推动中央和省

委重大决策部署落实到基层。全

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

牢固树立“落实到基层、落实靠

基层”的理念，认真践行“三严三

实”要求，努力在基层把党的工

作基础打得更牢更扎实。

第一，打牢思想基础，进一步

提振精气神、凝聚正能量，朝着既

定目标坚定前行。

第二，打牢组织基础，紧紧围

绕中心任务抓班子带队伍， 建强

推动改革发展的战斗堡垒和骨干

力量。

第三，打牢发展基础，始终坚

持问题导向、抓住主要矛盾，一项

工作一项工作往前推。

第四，打牢社会基础，强化基

层民主管理、依法治理，构建和谐

安定有序的发展环境。

第五，打牢群众基础，一切为

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充分激发

推动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

王东明强调，基层兴，我们党

就生机勃发；基础牢，我们党就坚

如磐石。 各级党组织要切实增强

管党治党意识、 落实管党治党责

任， 从严从实做好抓基层打基础

工作，推进基层建设全面进步、全

面过硬， 推进中央大政方针和省

委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基层、

见到实效， 努力把四川各方面工

作做得更好。

座谈会后， 王东明等省领导

还来到出席会议的基层代表中

间，与大家亲切交谈，关切询问工

作生活情况，勉励他们再接再厉，

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新贡献。

省委常委、 省纪委书记王雁

飞，省委常委、秘书长吴靖平，省

委党建工作领导小组成员， 各市

州党委组织部部长， 省直有关部

门负责同志， 受表彰代表和我省

受中组部表彰的全国优秀县委书

记等参加会议。

四川省庆祝建党94周年暨表彰先进基层

党组织和优秀共产党员座谈会举行

落实到基层

落实靠基层

王东明出席并讲话 尹力主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