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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Our Eyes

港股走牛投资者热捧

一券商今年新增客户近1.5万

A2

东莞：流水线上

消失的工人去哪儿了？

A5

促进市场平稳 商品交易所风控规则日益趋同

A4

打击证券违法违规

没有法外飞地

证券时报记者 江聃

因此前参与万家文化并购重组

中，信息披露存在重大瑕疵，严重误

导了市场和投资者，近日影视明星赵

薇及其丈夫等领了证监会的顶格处

罚罚单。

证监会认为， 在本次控股权转让

过程中， 赵薇夫妇实际控制的龙薇传

媒在筹资计划和安排等信息披露方

面，存在多次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

重大遗漏， 后期也没有及时披露与金

融机构未达成融资合作的情况。 在事

先告知书中，监管部门指出，“存在极

大不确定性的情况下， 以空壳公司收

购上市公司，且贸然予以公告，对市场

和投资者产生严重误导” 。

证监会对涉案公司及当事人以信

息披露违法违规作出顶格罚款， 并对

主要负责人采取 5 年市场禁入的处

罚。 这张罚单体现了证监会始终对违

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监管的态度。

一年多以来， 证监会办理了不少

大案要案，肃清了不少市场乱象。从严

执法不仅仅体现在处罚金额迭创新

高， 也体现在受到市场禁入人数和移

送公安案件数量显著增多。

目前， 已经有律师事务所开展投

资者向赵薇夫妇等违法主体索赔的预

登记。相信在违法必究、伸手必捉的严

监管态势下， 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将

得到更好保护。

该案的处罚，再次引发了舆论对《证

券法》 中对证券违法违规行为处罚过轻

的讨论。 根据现行规定，发行人、上市公

司或者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存在信息披

露违法违规行为，将责令其改正，给予警

告， 并处以 30 万元以上 60 万元以下的

罚款。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 并处以 3 万元以

上 30 万元以下的罚款。 由此可见，在目

前法律框架内， 证监会依法依规给予涉

案公司及直接负责人从重的处罚。

不过，正在修订中的《证券法》，考

虑了提高处罚上限，增加违法违规成本，

这将改变现在“主动高高举起，被迫轻

轻放下”的尴尬。

本次处罚更重要的意义在于， 作为

社会影响力较大的公众人物， 影视明星

一举一动都受到社会的密切关注。 近年

来， 越来越多的明星开始希望通过跨界

投资赚钱， 明星相中的公司多被市场追

捧。要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需要更多这

样的执法案例，遏制“忽悠” 、“空手套

白狼” 的炒作之风。

打击证券违法违规没有法外飞地。

证监会的关键职责， 是保证资本市场规

范、有序运行。 对赵薇夫妇开出的罚单，

体现的是监管部门对违法违规主体无论

是什么身份、什么背景，一视同仁，从严

执法的监管态度。

10月M

2

增速降至8.8%�新增信贷6632亿

消费贷严监管效果显现，10月新增居民短期贷款环比降近七成

证券时报记者 孙璐璐

央行昨日公布的

10

月份金融和

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统计数据显示，受

当月财政存款大幅增加， 以及新增贷

款较上月明显放缓从而导致派生存款

增速回落的影响，

10

月份广义货币

（

M

2

） 增速再度下滑至

8.8%

。 与此同

时， 当月新增贷款中居民短期贷款降

幅明显， 这或与监管部门严查消费贷

有关。

10

月份贷款增量

6632

亿元，同

比仅多增

119

亿元， 与

9

月

1.27

万

亿元的新增规模相比更是几近腰斩。

不过， 尽管

10

月新增贷款环比下滑

明显，但仍在市场预期之内。 这一方

面是因为

10

月新增贷款属于季节性

走低，另一方面则是临近年末银行信

贷投放额度趋紧，银行放缓资产投放

步伐。

“

6632

亿元的增量仍好于去年，

临近年末银行信贷额度趋紧， 四季度

信贷增长降温属于正常， 特别是进入

11

月后，银行会逐步放缓信贷投放的

步伐。一方面是年底各项额度趋紧，另

一方面是为明年开门红做储备。 因此

预计年末金融数据难有超预期表现。”

招商银行总行资产管理部高级分析师

刘东亮称。

从贷款结构看， 票据融资再度小

幅负增长， 企业中长期贷款占比仍在

36%

的历史高位。 随着房地产销售的

下滑，以及银行按揭贷款额度受限，新

增居民中长期贷款规模和增速回落。

数据显示，

10

月新增居民中长期贷款

3710

亿元，环比减少超

1000

亿元，是

今年以来的最低点。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 受监管部门

严控消费贷的影响， 当月新增居民短

期贷款下滑明显，从

9

月的

2537

亿元

下滑至

791

亿元，降幅近七成。相比之

下，

2017

年

3

月以来， 新增居民短期

贷款均值在

2100

亿元左右。

当月新增贷款的走低也导致

M

2

增速下滑，并再创新低。 综合分析，新

增贷款下滑、 金融机构股权和其他投

资收缩导致的存款派生减弱， 以及财

政存款超季节性增长回笼货币等因素

共同助推

M

2

增速趋弱。

中金公司分析师陈健恒表示，

10

月份整体存款增长

1.06

万亿元，但其

中

1.05

万亿元是财政存款，如果扣除

财政存款， 银行体系的存款几乎没有

增长，这明显低于历史同期。

“今年上半年财政支出明显加

快， 导致下半年支出增速明显放缓，

相应的，

10

月财政存款的上升明显超

过季节性因素，使得财政存款的变化

不利于流动性和普通存款增长。 ”陈

健恒称。

此外，

10

月份

M

2

增速走弱，也与金

融机构收缩股权及其他投资导致派生存

款减弱有关。 兴业银行研报称， 今年以

来， 季末时点金融机构股权及其他投资

均出现收缩， 这可能与金融机构为应对

季末宏观审慎管理体系

(MPA)

考核调整

业务有关。

9

月金融机构股权及其他投

资规模较

8

月大幅减少

5025

亿元，可能

对

10

月货币派生产生负面影响。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临近年末，受信

贷投放额度趋紧影响，预计

11

月、

12

月

新增信贷规模仍会偏弱。 至于央行的货

币政策， 大概率仍会保持稳健中性的总

基调，流动性维持不松不紧。

“四季度经济难以显著走弱，宏观基

本面变化并不会超预期。 目前看货币政

策维持稳健中性，流动性中性适度，预计

监管政策快速落地的风险不高， 中国跟

随

12

月美联储加息调整政策利率的可

能性也较低。 ”陈健恒称。

视觉中国/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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