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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份基金业社会化媒体使用情况报告发布

� � � �日前，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

发布了国内首份基金业社会化媒体

使用情况分析报告。

报告显示，截至

5

月份，共

62

家基金公司开设了官方微博， 占所

有公募基金公司的

86%

，平均粉丝

7.45

万。 目前粉丝最多的

3

家基金

公司分别为华安基金（

45

万）、国泰

基金（

42

万）和华夏基金（

41

万）。

大基金公司对社会化媒体使用

率较高。

1000~3000

亿元资产管理

规模的基金公司全部开通了微博和

微信账号。 在微信加

V

认证的

10

家基金公司中， 前十大基金公司占

了

5

家。但前十大基金公司中，也有

部分公司对社会化媒体的使用明显

落后。 例如易方达基金和广发基金

的微博粉丝量都只有

1

万左右，显

著低于其他可比公司。

基金公司官方微博的内容整体

风格相近， 转发评论量多数在

0

至

5

条内，与受众并未形成有效互动，

另一方面或许也说明基金公司粉丝

质量有待提高。有奖转发类微博，关

注度较高， 一般可吸引几千至几万

的转发量。 整体而言基金公司微博

还应从根本上提升内容的质量和吸

引力。

另外，共

29

家基金公司开通微

信， 占所有公募基金公司的

38%

，

已有基金公司的微信可链接官网直

销渠道。据悉，其微信粉丝多在几百

至几千不等， 与基金公司几百万的

客户量相比，空间还很大。 据了解，

目前已有基金公司通过微信成功服

务潜在大客户，并促成销售。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相关报

告认为，微信、微博等社会化媒体，

在服务客户、 品牌塑造等方面空间

很大，各家公司微信、微博的使用还

处在初级阶段， 因此更值得基金公

司及早加大投入，抢占先机。若基金

公司资源有限， 亦可寻求第三方专

业机构合作。 （刘晓璐 彭一郎）

张育军：券商创新举措成熟一项推一项

资管、债券、资产证券化、柜台及分支机构设置是今年券商创新重点

证券时报记者 郑晓波

中国证监会主席助理张育军日

前表示， 监管部门将根据证券行业

创新发展的进展情况， 不断完善监

管制度， 适时推出符合行业需要的

新政策、新举措，为行业发展创造宽

松有序的环境。 各种创新举措必然

会成熟一项推出一项。

《新世纪周刊》杂志昨日刊登了

张育军在本月初召开的“

2013

年证

券公司创新发展研讨会” 上的讲话

内容。张育军表示，今年创新工作政

策方针已十分明确，重在行动，重在

落实。 基本任务可以概括为八个

字———“巩固、深化、完善、提高”。

他说， 全行业应当注重证券公

司自主创新，形成自身核心竞争力；

此外还要注重合规风控， 没有合规

风控的创新最终只会酿成灾难。 下

一步证券公司的创新必须致力于提

升核心竞争力， 创新发展和风控合

规必须动态均衡， 创新发展必须加

强配套机制建设， 监管工作必须跟

上创新步伐。

张育军对今年的券商创新重

点———资管、债券、资产证券化、柜

台及机构设置五项工作作出部署。

对于资管业务，张育军表示，下一阶

段， 证券公司要更加注重发挥自身

专业优势， 提升主动投资、 主动管

理、自主设计产品的能力，加快改变

主要依靠通道业务进行扩张的模

式， 努力实现与其他资产管理机构

的差异化竞争， 尤其要注意控制通

道业务可能存在的各种风险。

债券业务方面，张育军表示，对

涉及证券公司的违法违规行为，证

监会坚决配合相关部门依法查处。

证券公司更应当高度重视此次暴露

出来的问题， 对债券业务进行全面

自查，有问题要整改，健全内控机制

建设， 防范各种利益输送、 违规代

持、 账外经营等违反监管高压线的

行为。

谈到资产证券化业务，他表示，

证券公司应集中力量扎实稳妥地开

展资产证券化业务。 其中特别要注

意加强基础资产管理， 保证基础资

产的质量和安全； 提高资产定价能

力；产品设计不能过度复杂化，保证

投资者真正理解产品的风险收益特

性；注意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就柜台市场试点，张育军表示，

目前证券公司柜台市场还处于试点

阶段， 不要一哄而上。 在试点过程

中， 切记不能将柜台市场办成类交

易所， 柜台市场应当主要是证券公

司与客户之间的非标准化产品交

易， 而不是证券公司提供撮合交易

的平台；严守柜台市场的私募性质，

落实合格投资者制度； 加强对柜台

业务的监测监控， 及时甄别和处置

潜在的风险，防止风险外溢。

对于组织创新与机构管理，张

育军表示， 证券公司应审慎决定分

支机构设立、布局和业务范围，要在

分支机构层面建立规范、 高效的信

息隔离墙制度， 防范业务交叉引发

的利益冲突；加强人员管理，严禁私

自销售产品、 私设机构进行利益输

送等违规行为； 密切关注分支机构

环节的新风险、 新问题， 对非现场开

户、 代销金融产品等新业务一定要做

到“制度、风控先行一步”，引导分支机

构以规范求生存、以专业求发展，防止

低层次的恶性竞争。

除了上述五项重点工作， 张育军

还提到还应当扎实推进融资融券业

务、衍生品业务、场外市场等各项创新

业务。

张育军表示， 今年年初证券业协

会组织行业初步研究提出了

10

条

35

项新的创新任务，目前并不急于匆忙

推出。监管部门将根据行业创新发展

的进展情况， 不断完善监管制度，适

时推出符合行业需要的新政策、新举

措， 为行业发展创造宽松有序的环

境。 各种创新举措必然会成熟一项推

出一项。

中欧将就贸易摩擦

进行磋商

来自商务部的消息， 中国与欧盟有关方面

将在布鲁塞尔就贸易摩擦相关问题进行磋商。

据了解，当地时间

５

月

２７

日，商务部国际

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钟山将在布鲁塞尔与欧

盟贸易总司司长德马尔蒂共同主持召开中欧贸

易投资政策对话会， 并与欧盟委员会负责贸易

事务的委员德古赫特就中欧光伏产品和无线通

信设备贸易摩擦问题进行磋商。

目前欧盟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中国是

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近期欧盟方面开展了

一系列针对中国产品的贸易救济调查， 涉及光

伏、无线通信设备等多个领域。 （据新华社电）

谢平：应完善农村

金融机构治理结构

中国投资公司副总经理谢平在中国农村金

融论坛成立仪式暨专题研讨会上建议， 应该进

一步完善农村金融机构的治理结构， 建立有效

激励机制。

谢平指出，农村金融改革仍显不足，主要体

现在几个方面： 农村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问题

仍未解决； 中央优惠政策和支持资金的运用效

率不高；缺乏有效监管机制；以高成本实现基本

金融服务的广覆盖， 没有形成有效竞争的农村

金融市场，不能适应农村经济转型，商业上不可

持续。

他认为，农村金融改革要由第三方、而非利

益相关方主导， 把自上而下改革和自下而上改

革结合起来。应按照金融分层的原则，允许不同

形式的金融组织平等竞争， 通过市场机制选择

优胜者， 而不是由政府来决定哪种农村金融形

式更适合当地需要。

谢平说， 应该进一步完善农村金融机构的

治理结构，建立有效激励机制。他还分别对农业

银行、农信社、农业发展银行和邮政储蓄银行给

出了治理意见。 （贾壮）

证券业协会固定收益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召开，协会会长陈共炎要求：

促进债市互联互通 提高券商融资能力

证券时报记者 于扬

中国证券业协会固定收益专

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全体

委员会议近日在北京召开。 委员会

今年将以规范中小企业私募债在

券商柜台的发行和转让、研究证券

公司固定收益业务链发展方向等

四项工作为重点。 协会会长陈共炎

要求，委员会应研究解决促进我国

债市互联互通、提高券商自身融资

能力等问题。

会议审议了 《固定收益专业委

员会职责定位、 工作机制及下一阶

段重点工作的报告》，确定了委员会

2013

年四项重点工作： 一是评估、

修订 《证券公司开展中小企业私募

债券承销业务试点办法》，规范中小

企业私募债在证券公司柜台的发行

和转让；二是研究、完善证券公司固

定收益业务链，厘清相关概念，提出

发展方向，为开展大宗商品、外汇交

易等业务奠定基础； 三是研究资产

证券化业务面临的相关问题； 四是

研究债券产品的跨市场挂牌、 结算

问题。为此，专业委员会分别成立了

四个重点工作小组， 负责具体工作

的开展。

证券业协会会长陈共炎指出，

在证券公司创新发展转向市场主体

自主创新为主的背景下， 专业委员

会应努力将自身建设成为行业的

“交流、议事、办事”平台，密切关注

固定收益业务发展中的热点、 难点

问题并加以研究解决。具体来说，一

是扩大我国证券公司固定收益业务

的覆盖面， 明确固定收益业务的未

来发展方向； 二是促进我国债券市

场的互联互通，提高债券市场效率；

三是提高证券公司自身的融资能

力； 四是积极推动行业人才队伍的

建设； 五是加强行业间的交流与培

训， 切实推动证券公司固定收益业

务的创新发展。

中国证监会债券办主任霍达对

专业委员会的成立表示祝贺并指

出， 专业委员会应从三个方面推动

行业的创新发展：一是产品创新。相

比股票产品， 固定收益产品可以和

期限、利率等众多要素挂钩，复杂程

度更高，创新的空间更大，可以更好

地满足多元化的投融资需求； 二是

管理模式创新； 固定收益业务有助

于打通证券公司全产业链， 实现各

部门间的整合和统筹发展； 三是经

营模式创新。 证券行业可以借鉴银

行间市场的成功经验，在债券经纪、

债券增信等业务上进行更多的研究

和探索， 培养证券公司新的业务增

长点。

拟IPO排队企业数降至730家

证券时报记者 于扬

证监会最新披露的首次公开发

行（

IPO

）股票申报企业信息显示，

尽管上周证监会又新受理了

7

家公

司拟

IPO

申请，但由于同时有一批

申报企业状态由“中止审查”变更为

“终止审查”，拟

IPO

排队企业数较

前一周又有所回落。 截至

5

月

23

日，沪深主板（含中小板）和创业板

拟

IPO

企业数降至

730

家。

730

家拟

IPO

排队企业中，沪

深主板（含中小板）有

484

家，创业

板有

246

家， 而此前排队企业总数

为

743

家。 上周证监会新受理的

7

家公司中，上交所新增

3

家，分别为

由中信证券保荐的欧普照明， 由华

泰联合证券保荐的、 从事生态保护

和环境治理业的鹏鹞环保， 由中信

建投证券保荐的、 从事橡胶和塑料

制品业的江苏通用科技。 截至

5

月

23

日，上交所拟

IPO

排队企业数达

到

175

家。 深交所中小企业板上周

新增

2

家申报企业， 分别为江苏花

王园艺和深圳市路畅科技， 分别由

齐鲁证券和招商证券保荐， 目前中

小板拟

IPO

排队企业数为

309

家。

截至

5

月

23

日， 共有

246

家公

司冲刺创业板， 其中上周新增的

2

家申报企业为由太平洋证券保荐、

从事中药制品业的浙江新光药业，

以及由瑞银证券保荐、 从事精密高

效和成型设备制造的杭州中亚机械。

证监会最新一次新闻发布会信

息显示， 提出终止审查的在审企业

已有

200

家。 数据显示， 沪深主板

（含中小板） 上周新增

17

家公司终

止审查， 其中拟申请到上交所上市

的有

3

家， 申请到中小板上市的有

14

家。 分别为芜湖恒升重型机床、

合肥长源液压、陕西秦宝牧业、湖南

丽臣实业、广州励丰文化科技、深圳

市华力特电气、山东惠发食品、天合

石油集团汇丰石油装备、 成都老肯

科技、深圳市金宏威技术、河北沧海

重工、赣州虔东稀土集团、福建省万

隆石业、广东众安康后勤集团、欢乐

水魔方、上海庞源机械租赁、镇江鼎

胜铝业。 创业板新增的

4

家终止审

查公司分别为

5

月

17

日做出终止

决定的珠海拓普智能电气、 深圳市

凯立德科技、 北京泰宁科创雨水利

用技术、北京世纪东方国铁科技。

上述

21

家新增终止审查的公

司中，由民生证券保荐的共

4

家、由

中信建投保荐的共

3

家，此外，来自

华林证券、国金证券、宏源证券、广

发证券的保荐项目各

2

家， 平安证

券、招商证券、兴业证券、恒泰证券、

长江证券、中信证券各占

1

家。

CFP/供图

(上接 A1版)

值得关注的是，社保基金、保险、境外合格

机构投资者等长期资金总体看好股市。 在经历

了一段时间的观望或回避之后， 一些长期机构

投资者开始增持股票。有统计显示，有 130 余只

个股已连续三个季度获得机构投资者的增仓，

相关个股被机构投资者持续买入的同时， 其股

价表现也大多优于市场同期走势。

估值整体合理

难以出现持续大幅估值溢价

对于广大投资者而言，尤为关心的是，今年

以来市场的这些积极变化， 是否预示着积弱已

久的股市正在迎来转机？

从股市估值水平看，目前 A 股与成熟市场

基本接轨。 截至 5 月 21 日，全部 A 股市盈率为

16 倍， 沪深 300 指数成分股平均市盈率为 11

倍，同期香港恒生指数市盈率为 11 倍、美国道

琼斯工业指数市盈率为 15 倍。 然而，必须看到

的是， 由于我国股市已进入全流通、 大体量时

代， 加之做空机制的引入和国际化程度的不断

提升，境内外股市估值接轨具有“定型性” ，已

难以出现持续的、大幅度的估值溢价。

总体上看，股市估值水平反映当前经济金融

基本面。 越来越多的投资者认识到，我国进入增

速放缓、发展转型、体制转轨阶段，新的增长点尚

未有效形成，上市公司盈利整体上进入中低速增

长期。在此背景下，股市估值难以趋势性上行。特

别是对指数影响较大的大盘蓝筹公司，大多属于

较为成熟的传统行业，市场对其成长性持谨慎态

度，估值上行缺乏可持续的业绩基础。

股市结构性泡沫的风险也不能忽视。 从市场

板块来看， 截至 5月 21日， 中小板市盈率为 35

倍，创业板达 50 倍，但中小板和创业板 2012 年

净利润同比分别下降 9.5%和 8.5%，其成长性难以

支撑当前较高的估值水平。 从非金融企业看，整

体市盈率达到 23倍，普遍高于境外成熟市场，不

少行业的股票估值仍然偏高，有些行业明显存在

泡沫，市场炒作小股票的状况没有改变。

营改增是今年财税

体制改革“重头戏”

国务院近日批转了发展改革

委《关于

２０１３

年深化经济体制改

革重点工作的意见》。国家发展改

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 在财税体

制改革方面《意见》部署了四项重

点改革任务， 其中营改增是推进

财税体制改革的“重头戏”。

这位负责人解释说，按照完

善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

主体功能区建设的公共财政体

系和简化税制、 正税清费的原

则，《意见》部署了以下财税体制

改革任务：

第一是完善财政预算制度，

推动建立公开、透明、规范、完整

的预算体制。 完善财政转移支付

制度，减少、合并一批专项转移支

付项目， 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规

模和比例。

第二是扩大营业税改征增值

税试点范围， 在全国开展交通运

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改增试

点， 择机将铁路运输和邮电通信

等行业纳入试点范围。 合理调整

消费税征收范围和税率， 将部分

严重污染环境、 过度消耗资源的

产品等纳入征税范围。 扩大个人

住房房产税改革试点范围。

第三是将资源税从价计征范

围扩大到煤炭等应税品目， 清理

煤炭开采和销售中的相关收费基

金。 开展深化矿产资源有偿使用

制度改革试点。

第四是建立健全覆盖全部国

有企业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收

益分享制度。

“营改增是推进我国财税体

制改革的‘重头戏’，有利于促进

社会分工和协作，优化产业结构，

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提高

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这位负

责人说。

（据新华社电）

中国地产金融

创新论坛举行

2013

年中国地产金融创新

论坛近日举行。此次论坛以“商业

地产的模式创新、 金融创新和服

务创新”为讨论主题，众多商业地

产与金融投资领域的企业家在会

上发言。

全联房地产商会秘书长钟彬

在发言中称， 由于近几年国家政

策的优待， 房地产业接连获得了

土地市场、金融市场和消费市场，

但与此同时， 地产业也逐渐丢失

名声。 面对国家政策的双轨制改

革，钟彬说，应该在关注民生的同

时，将“地产与消费相结合”。中国

房地产协会秘书长苗乐如在演讲

中提到， 在新型城镇化蓬勃发展

的今天， 城乡经济面临着二元变

一元的转型， 新型城镇化的实质

为“人的城镇化”，其中孕育着商

业地产的发展契机。 （徐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