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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福林在中国证监会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
90

周年暨表彰先进大会上指出

完善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体制机制

证券时报记者 郑晓波

中国证监会日前在京召开大会， 隆

重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

90

周年， 回顾

党的光辉历史， 歌颂党的丰功伟绩， 表

彰证券期货监管系统先进基层党组织和

优秀个人， 进一步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广

大党员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 证监会

党委书记、 主席尚福林出席大会并作重

要讲话。 他要求系统各级党组织和广大

党员牢固树立宗旨意识， 维护市场 “三

公原则”， 严厉打击违法违规活动， 强

化市场合规监管， 切实加强和改进投资

者服务工作， 不断完善保护投资者合法

权益的体制机制。

证监会党委副书记、 副主席桂敏杰

主持会议， 证监会党委委员、 纪委书记

李小雪宣读 《中共中国证监会委员会关

于表彰证券期货监管系统先进基层党组

织、 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党务工作者的

决定》。

尚福林指出， 近年来， 在党中央、

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 证券期货监管系

统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坚持以邓小平

理论和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解放思想，

开拓创新， 积极探索我国资本市场改

革发展的规律和路径， 坚持不懈地强

化市场基础建设， 下大力气解决影响

市场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体制机制问

题， 资本市场实现了重大发展突破和

转折性变化。 这些成绩的取得， 是党

中央、 国务院正确领导的结果， 同时也

是证券期货监管系统各级党组织和广大

党员勤奋务实、 踏实苦干的结果。

尚福林指出， 近年来， 证监会系统

各级党组织坚持 “围绕监管抓党建， 抓

好党建促监管” 的工作思路， 认真贯彻

党中央关于党的建设总体部署和证监会

党委的工作要求， 全面推进系统党的思

想、 组织、 制度、 作风和反腐倡廉建

设， 党建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不断提

高， 党组织的创造力、 凝聚力和战斗力

不断增强。 （下转

A2

版）

证券时报和期货日报共同主办

第四届期货经营机构暨分析师评选落幕

证券时报记者 张宁

由证券时报和期货日报共同主办的

“第四届中国最佳期货经营机构暨最佳

期货分析师评选” 近日在北京圆满落

幕。

38

家期货公司和

1

家期货软件服

务商分获

10

项机构大奖，

76

位分析师

分获

17

个期货品种及本届新增的宏观

策略评选项目的最佳分析师称号。

中国证监会前主席周道炯在当天的

颁奖典礼上表示， 我国期货市场在取得

长足进步的同时， 期货人才体系建设等

方面依然任重道远。 他指出， 未来随着

期货投资咨询等创新业务的推出以及期

市运行质量的不断提升， 高端人才缺口

会越来越大。 希望市场各参与主体携起

手来， 共同探索人才体系建设长效机

制， 培养出更多符合我国资本市场特点

的期货人才， 推动我国期货市场更加高

效、 快速地发展。

证券时报社常务副社长田迎春在致

辞中表示， 今年以来， 在国内宏观经济

形势发生变化的背景下， 期货市场也

出现了成交量和期货公司利润下滑等

一些新情况， 但与此同时， 随着首次

期货投资咨询从业资格考试的结束，

投资咨询业务必将放开， 期货公司将

迎来新的盈利模式。 此外， 境外期货

代理业务和期货资产管理业务也在紧

锣密鼓地研究， 期货业将步入一个创

新的时代。

期货日报社总编辑陈邦华表示，

近期新分类监管政策的实施和期货投

资咨询业务的即将推出， 无疑让期货

公司经营模式有了更多新选择， 而夯实

基础、 规范运作、 强化风险防范等基础

性建设在每个公司的转型之中扮演着不

可或缺的角色。 目前， 重新定位的发展

战略在期货业已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相信历经化蝶式的蜕变， 整个市场的运

行质量将会在更高层次上稳健提升。

据主办方介绍， 本届报名参评的期

货经营机构及分析师数量均再创新高。

参评期货公司数量由上届的

60

家增至

70

家， 其中 “中国最佳期货公司” 和

“中国最具成长性期货公司” 奖项的争

夺十分激烈； 报名的分析师数量更是比

上届增加了

30%

， 其中 “最佳金属期货

分析师” 和 “最佳股指期货分析师” 竞

争尤为激烈， 参评人数分别达到

68

人

和

72

人。

本届评选为强化期货市场为国民经

济和产业客户服务的宗旨而新增的 “最

佳有色金属产业服务奖”、 “最佳农产品

产业服务奖”、 “最佳能源化工产业服务

奖” 和 “最佳金融期货服务奖” 引起广

泛关注， 参评家数分别达到了

22

家、

21

家、

19

家和

24

家。 （更多报道见 A 5版）

期货套保学院和期民学校揭牌

证券时报记者 张宁

由证券时报和期货日报联合打

造、 整合全期货行业投资教育精华资

源的期货套保学院和期民学校

6

月

24

日正式揭牌。 作为公益性期货投资

者教育平台， 套保学院和期民学校将在

各地联合优秀期货公司及分析师共建教

育基地， 以更贴近市场实际需求， 努力

将期市投资者教育向纵深推进。

在同日举办的第四届中国最佳期货

经营机构暨最佳期货分析师评选颁奖典

礼上， 证券时报社常务副社长田迎春和

期货日报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马正国共

同为套保学院和期民学校揭牌。

布局低估值股票 部分基金火线加仓

证券时报记者 方丽

上周市场出现久违的上涨行情， 部

分基金火线加仓。 证券时报记者从一家

资产管理规模中等的基金公司获悉， 该

公司旗下有基金的仓位上周从

73%

左

右迅速提升至

85%

以上。

据了解， 近期该公司旗下部分基金

一直在加仓， 到目前为止， 有的基金仓

位已接近

95%

。 加仓的同时也进行了

投资结构的调整， 一部分基金的主要操

作思路是逐渐布局估值相对便宜、 增长

确定的铁路、 汽车、 银行等行业股票；

另一部分基金则主要超配了房地产股，

第一重仓行业为电子信息。

其他大中型基金公司也有加仓动

作。 深圳一家中等资产管理规模的基金

公司基金经理表示， 近期该公司偏股型

基金都在加仓， 加仓方向是增长确定、

估值相对合理的主板股票， 尤其增加了

对自动化机械行业的配置比重。

另据上海一家中小基金公司的基

金经理介绍， 在

6

月中旬市场低迷之

时， 该公司旗下基金仓位较轻， 但在

上周市场反弹时， 旗下基金普遍进行

了加仓， 目前该公司偏股型基金仓位

已升至

85%

左右。

德圣基金研究中心仓位测算数据

也显示， 上周嘉实、 博时、 广发旗下

固定收益类基金均有明显的加仓， 股

票方向仍以华夏反应较快。 中小型基金

公司中， 鹏华、 华宝、 中银等旗下基金

也有较明显的增仓迹象。

不少基金公司相对看好房地产股。

深圳一家资产管理规模较大的基金公司

基金经理表示， 目前对市场相对比较乐

观， 因此仓位比较高。 该基金经理还非

常看好地产股， 认为房地产板块利空消

化已近尾声， 享有估值优势的房地产板

块将因三季度大规模保障房的开工而走

出一轮领先大盘的反弹行情。

另一位基金经理表示， 地产股估值足

够便宜， 包括保障房在内的社会需求仍然

很旺， 是看好房地产板块的最大理由。

不过目前仍然有不少基金公司选择

轻仓。 深圳一家中等规模基金公司的人

士表示， 该公司对市场看得比较空， 目

前仓位比较轻。 “上周的上涨只是一个

反弹， 目前还未出现系统性反转的契机。”

“目前资金面仍然十分紧张， 可能

需要到

7

月份数据出来之后， 才能判断

宏观经济政策是否会放松。” 深圳一家

大型基金公司研究人士也表示， 货币紧

缩为主的宏观调控政策已经快速反映到

金融数据上， 股票市场也反映了这第一

波的直接冲击， 但实体经济反应一般会

滞后半年左右， 今年下半年工业数据、

上市公司盈利等实体经济滞后信息全面

暴露给投资者后， 第二波更直观的冲击

是否会更严重尚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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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交所将从四方面推动创业板建设

深交所总经理助理周健男日前在 “

2011

年第三届中国 （深圳） 创

业板高峰论坛” 上表示， 创业板设立以来， 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正在朝

着正确的方向健康发展。 未来深交所将从四个方面推动创业板建设。

银行钱荒高息筹款 公募基金慷慨解囊

在近期银行筹钱大战中， 公募基金尤其是偏股型基金和债券基金， 以

及拥有大把资金的新基金充当了绝对出资主力。 不过， 一些基金因为 “借

钱” 给银行而错失了上周股市的反弹， 或许是 “拣了芝麻， 丢了西瓜”。

债火逼近意大利 希腊挣扎生死线

尽管希腊政府日前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IMF

） 及欧盟达成财政紧

缩计划的协议， 但该紧缩计划的通过还需经过希腊议会的投票。 与此同

时， 上周五数只意大利银行股因股价暴跌而被暂停交易， 令投资者的担

忧情绪再次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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