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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养老金青睐指数化投资

证券时报记者 朱凯

见习记者 梅双

指数化投资发展如火如荼。

昨日，在上海举办的第九届指数

与指数化投资论坛上，中证指数公司

总经理马志刚表示， 随着养老金、企

业年金、保险资金等长期资金入市步

伐加快，市场投资者结构的优化带来

风险偏好修正，指数型产品的工具属

性也会得到进一步增强， 在长期投

资、资产配置、风险管理中继续发挥

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论坛上， 中国证监会证券基金

机构监管部副主任李海超表示，在

进一步完善法规和优化制度环境的

基础上， 证监会推动内地与香港基

金产品实现互认， 深化公募基金产

品注册制改革，今年初至

9

月中旬，

机构部共受理基金

1410

只，完成注

册

948

只，市场活力进一步释放。

他介绍， 证监会一直积极支持

养老金、 保险资金、

QFII

、

RQFII

等

各类境内外长期资金入市， 同时证

监会也积极引入境外长期资金。 目

前的

QFII

额度已扩大到

1500

亿美

元，

RQFII

额度合计

9700

亿美元，

试点地区扩展到

13

个国家和地区。

指数产品具有分散风险、费用低廉、

运作透明、流动性高等诸多优点，因

此， 海外许多大型养老金都采取了

指数化的方式进行股票投资。

上海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徐明

表示， 指数化产品是很重要的投资

工具， 上交所积极支持这种指数化

的产品大踏步向前发展。

深圳证券交易所基金管理部总

监陈文权指出， 未来要发展有特色

的指数体系， 将指数转化为相关的

上市基金产品， 做大做强深交所一

些核心指数

ETF

。 在市场规范的基础

上，进一步推动分级基金发展。

“指数化投资以及场内基金产品

的发展， 与整个资本市场的投资结

构、投资文化等高度相关。 就

ETF

产

品而言，它具有透明度较高、跟踪误

差较小、管理费用及交易费用较低等

优势， 随着市场的逐步规范和成熟，

这一产品必将有更大发展。 ”陈文权

表示。

新三板优先股制度出炉 企业融资路变宽

证券时报记者 程丹

昨日，全国股转公司发布了《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优先股业

务指引（试行）》（简称《指引》），并自

发布之日起施行，这意味着，符合条

件的新三板发行人即日起便可发行

优先股。

市场人士指出， 新三板优先股

制度进一步开拓了我国优先股市场

机会，有望吸引更多的城商行、农商

行、 保险公司以及资产负债率较高

的大型非上市企业到新三板融资。

每次发行对象

不得超过200人

根据《指引》规定，非上市公众

公司、 注册在境内的境外上市公司

可以非公开发行优先股，同时，非公

开发行的优先股可以在新三板进行

转让。 非上市公众公司发行优先股

的基本条件是，合法规范经营；公司

治理机制健全； 依法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有别于沪深交易所，按照《优先

股试点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非公

开发行优先股的发行对象， 在发行

人数上， 每次发行对象不得超过

200

人， 且持有相同条款优先股的

发行对象累计不得超过

200

人。

并且， 只能向合格投资者发行

优先股，合格投资者范围主要包括：

金融机构， 包括商业银行、 证券公

司、基金管理公司、信托公司和保险

公司等；理财产品，包括但不限于银

行理财产品、 信托产品、 投连险产

品、基金产品、证券公司资产管理产

品等； 实收资本或实收股本总额不

低于人民币

500

万的企业法人；实

缴出资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500

万元

的合伙企业；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

QFII)

、 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

者

(RQFII

）、符合国务院相关部门规

定的境外战略投资者； 除发行人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配偶以外的，

名下各类证券账户、资金账户、资产

管理账户的资产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500

万元的个人投资者； 经证监会

认可的其他合格投资者。 发行对象

可以用现金或非现金资产认购发行

的优先股。

“在发行人方面，有四类企业比

较适合发行优先股“。全国股转公司

相关负责人表示， 一是商业银行等

金融机构， 可以发行优先股补充一

级资本， 满足资本充足率的监管要

求。二是资金需求量较大、现金流稳

定的公司， 发行优先股可以补充低

成本的长期资金，降低资产负债率，

改善公司的财务结构。三是创业期、

成长初期的公司，股票估值较低，通

过发行优先股， 可在不稀释控制权

的情况下融资。 四是进行并购重组

的公司， 发行优先股可以作为收购

资产或换股的支付工具。

《指引》指出，发行人应当在验

资完成后的十个转让日内， 编制和

报送备案材料， 全国股转公司对备

案材料进行审查后， 根据审查结果

出具优先股登记函。

申银万国分析师李筱璇表示，

在全国股转系统非公开发行和转

让， 这对一些亟需补充资本金的未

上市城商行、农商行

/

农信社、保险

公司， 以及资产负债率较高的大型

非上市企业都很有吸引力， 境内注

册的境外上市公司也有可能成为新

三板的挂牌主体。

多项配套制度出台

《指引》规定，优先股的计价单

位为“每股价格”，每股票面金额为

100

元人民币， 申报价格最小变动

单位为

0.01

元人民币。 买卖优先股

的申报数量应当为

1000

股或其整

数倍； 卖出优先股时， 余额不足

1000

股部分， 应当一次性申报卖

出。 考虑到非公开发行的相同条款

优先股经转让后投资者不能超过

200

人的特点及优先股的流动性需

求， 新三板为优先股转让提供协议

转让安排。

全国股转系统相关负责人表

示，优先股的转让涉及系统开发、测

试以及市场参与各方的技术衔接，

目前全国股转公司正积极推进相关

工作，并将在技术条件具备后，为优

先股提供转让服务。

上述负责人建议， 发行人和主

办券商，在优先股发行过程中，慎重

选择以长期持有为目的， 短期内无

转让需求的投资者， 并严格控制投

资者人数。 同时，发行人、主办券商和

律师事务所应分别在定向发行优先股

说明书、 主办券商推荐工作报告和法

律意见书等文件中， 向投资者充分披

露其所认购的优先股， 存在暂时不能

转让的风险。

需注意的是，不同于发行普通股，

优先股在信息披露方面有特殊要求。

《指引》要求，在信息披露文件的编制

上， 定向发行优先股说明书和发行情

况报告书应当按照证监会颁布的内容

与格式准则的规定编制。 发行优先股

的挂牌公司，在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

等定期报告中， 应当设专章披露优先

股的相关情况；在日常信息披露中，涉

及优先股付息、回售

/

赎回、转换、表决

权恢复等特殊事项， 应当发布专门的

临时公告。

此外，全国股转公司还发布了三个

配套规则，明确了发行备案和申请办理

挂牌的文件与程序、主办券商推荐工作

报告的内容与格式、以及法律意见书的

内容与格式， 发行优先股的备案管理、

信息披露等与发行普通股的相关流程

基本相同；转让方式、申报要素等与普

通股协议转让方式基本保持一致。

东源基金副总控制多账户

内幕交易齐星铁塔被罚

昨日， 证监会公布了一起两年前的内幕交

易案， 东源基金副总经理魏德善因操纵多个账

户内幕交易“齐星铁塔”被开了罚单，最终“罚一

没一”，罚没款项

47.74

万元。

证监会认为， 魏德善交易时点与和当时齐

星铁塔董秘耿某联络时点及内幕信息进展情况

高度吻合。 涉案账户中与魏德善关系较近的人

员的账户全仓买入“齐星铁塔”，关系较远的没有

全仓买入， 特别是其配偶账户收益与其密切相

关，该账户全仓买入说明魏德善对内幕信息有一

定确认。 （程丹）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即将上线

证券时报记者了解到，央行近日下发《人民

币跨境支付系统业务暂行规则》（下称 “《规

则》”），标志着酝酿两年多的

CIPS

系统（人民币

跨境支付系统）即将上线。

《规则》称，

CIPS

系统是央行专门为跨境人

民币支付业务开发的资金清算结算系统， 其涵

盖的业务包括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 跨境资本

项目结算、 跨境金融机构与个人汇款支付结算

等。 目前共有

19

家银行获得

CIPS

第一批直接

参与者资格， 其中包括

11

家中资银行，

8

家外

资在华法人银行。

据了解， 此前人民币跨境清算主要通过环

球报文交换系统

SWIFT

传递跨境支付信息，并

用中国现代化支付系统（

CNAPS

）或大额实时支

付系统（

HVPS

）完成清算。 （孙璐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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