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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红元：构建一带一路资本市场合作利益共享机制

上交所探索大数据、人工智能嵌入监管

证券时报记者 朱凯

作 为 世 界 交 易 所 联 合 会

（

WFE

）董事会主席交易所，上海证

券交易所近日主办了

WFE

董事会

会议暨资本市场发展高峰论坛。 此

次

WFE

董事会会议正式提出了制

定交易所行业指引———可持续交易

所原则。

上交所理事长黄红元在致辞时

指出，过去几年里，中国经济结构转

型成效显著。服务业比重大幅提高，

2017

年底中国服务业的增加值达

42.7

万亿元， 占

GDP

比重

51.6%

；

高科技产业发展势头良好，在高铁、

航天、深潜、大飞机等领域的创新成

果不断涌现； 经济从出口转向内需

跨出重要步伐， 从

2008

年到

2017

年， 内需对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

超过

100%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

术在中国大规模应用，深刻改变了

中国经济面貌，不仅提高了各行各

业的效率， 增强了行业竞争力，还

催生出很多全新的业态， 电子商

务、移动支付、共享经济等充分利

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的数字

经济蓬勃发展，为中国经济提供了

全新动力。

“中国完全可以避开‘中等收入

陷阱’，而且现在已经开了一个很好

的头。 中国能否实现经济结构的根

本性转型， 我认为资本市场可以发

挥更重要作用。 ”黄红元表示，在降

杠杆方面， 资本市场可以通过增加

股权融资， 降低债务融资杠杆。 目

前，中国居民储蓄已经超过

60

万亿

元， 从商业银行向资本市场转移的

潜力巨大。在服务实体方面，资本市

场可以为企业提供更强、 更有效的

融资支持。

黄红元认为，过去几年里，全球

交易所之间的跨境合作出现了一些

新现象。 中国资本市场正在步入快

速开放的新阶段， 交易所肩负着比

以往更加重要的责任和使命， 加强

与广大交易所之间的合作也显得更

为重要。具体来说，全球交易所之间

的合作方式， 由收购兼并向产品业

务的合作方面拓展。

2014

年，上交

所与港交所共同开辟 “沪港通”，并

在此基础上复制产生了 “深港通”，

连接上交所与伦敦证券交易所的

“沪伦通”也在加快推进。 绿色金融

正在成为交易所跨境合作的新亮

点。

2017

年

9

月，上交所正式成为

联合国可持续证券交易所倡议第

65

家伙伴交易所。上交所还与卢森

堡证券交易所建立了中卢之间首个

“绿色债券渠道”。

此外， 金融科技在交易所跨境

合作中的作用正在显现。 黄红元介

绍，纳斯达克、澳大利亚和韩国等证

券交易所启动了基于区块链技术的

研发， 上交所也紧随金融科技发展

步伐，探索大数据、人工智能在提升

监管效力方面的应用。

他表示， 在中国资本市场开

放发展的大背景下， 上交所

2018

年将推进两项重要工作。 一是以支

持和服务“一带一路”倡议为重点，

加强与境外交易所之间的合作。自习

近平主席于

2013

年首次提出 “一带

一路”倡议以来，上交所不断丰富合

作形式，与沿线重点交易所开展双边

合作与业务交流。上交所未来将进一

步探索与沿线交易所、投资者、中介

商的合作，努力构建“一带一路”资本

市场的合作和利益共享机制。二是增

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支持新经济、

创新企业上市融资。 为支持新经济

企业发展，

2017

年上交所启动了“新

蓝筹行动”，今年证监会宣布开展创

新企业境内发行股票或存托凭证试

点的政策， 上交所也在积极做好相

关准备。

CDR战略配售基金发行不会直接冲击流动性

证券时报记者 江聃

中国存托凭证（

CDR

）战略配售

基金的发行本身并不会对市场流动

性产生直接冲击， 中信证券首席策

略分析师秦培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表示。

当前市场上不少观点认为，

CDR

战略配售基金的发行会直接

从市场抽取流动性， 导致抛售股票

或者赎回其他股票型基金。

秦培景认为这只是表面特征。

CDR

战略配售基金的发行本身不

会对市场流动性产生直接冲击的原

因很简单，买

CDR

战略配售基金的

资金和买股票型基金的资金

/

直接

买股票的个人投资者资金的性质完

全不同，前者是偏保守配置型资金，

而后者除了风险偏好更高之外，往

往还希望赚交易和择时的收益。 不

能简单拿后者的偏好去判断

CDR

战略配售基金的投资价值。

除了锁定期要求外，

CDR

战略

基金的收益性质短期内更像是偏固

定收益性质的打新基金。 监管层大

概率会控制

CDR

发行节奏，这些基

金有

CDR

发行时参与战略配售，但

在配满前绝大多数仓位都会配置低

风险的固定收益类资产， 基金业绩

比较基准也中规中矩， 所以吸引的

本来就不是热衷于择时、 收益预期

较高且风险偏好较高的投资者。

因此， 秦培景强调不应该简单

地把一级市场与二级市场的资金面

对立起来。 新产品发售本身并不会

对市场产生直接负面影响， 但由于

市场本身风险偏好较低， 可能诱发

一部分基于博弈思路的资金提前

“避险”，更多是影响市场情绪。一旦

发行结果偏正面， 这种避险情绪很

快就会消散。

对于近期

A

股的流动性，秦培

景指出， 近期存量资金博弈的特征

比较明显，投资者风险偏好不高。主

要的增量来自外资，

2018

年以来，

深股通和沪股通累计净流入

1506

亿元。结构上，市场倾向于“近消费、

远杠杆”，在边缘化主要靠宏观因素

驱动板块的同时，抱团消费板块，特

别是其中的大众消费。

“我们对未来的流动性趋势还

是比较乐观的。” 秦培景说，这主要

是考虑到为了缓解资管新规落地

后， 影子银行回表过程中的紧信用

风险，未来央行有可能连续降准，释

放银行可贷资金。 宏观流动性改善

后， 风险偏好的修复也会驱动增量

资金配置

A

股。

目前的

A

股市场经历了较长

时间的估值修复期。 秦培景认为，

风险偏好下降是压制估值的主要

因素。 主要缘于：一是中美分歧演

进仍有不确定性；二是信用市场出

血点变多，信用利差上行；三是社

会融资规模增速走弱，影响基本面

预期。 他预期，中美分歧的宏观影

响很有限，而政策会逐步发力修复

信用和融资环境，市场的风险偏好

也会缓慢修复。

近期围绕创新企业回归的

CDR

新政引发市场高度关注。 秦培

景表示， 无论是引入

CDR

还是

CDR

战略配售基金这种形式，对

A

股的长期发展，都是有战略意义的。

首先， 这一创新将彻底改变

A

股市场行业结构， 使其真正反映中

国经济增长动因， 增强长期可投资

价值， 同时创造更适合大规模机构

投资者的市场结构。 当单一基金体

量不断提升、集中度提高时，配置上

必然越来越靠近指数， 指数的潜力

其实反过来决定了机构投资者的天

花板以及市场投资者结构改善的天

花板。 如果

A

股继续维持目前的市

场结构，规模越大的基金越得配银行、

石油石化这类传统行业， 然而与海外

对比， 目前

A

股这类行业的市值占比

实在太高了。 大体量的新兴行业龙头

上市， 能够显著改善

A

股市场行业结

构，抬高长期盈利的天花板，也使得机

构发展受到的制约变小。

其次，能够引导更多居民配置型

资金挂钩具有长期增长潜力的权益

类资产。

CDR

及

CDR

战略配售型基

金的出现，提供了更多优质、风险收

益合适， 且挂钩权益类资产的产品，

引导投资者改变

A

股市场偏 “投机”

的看法。 通过长期稳定地配置权益类

资产，投资者可以享受中国经济和龙

头企业未来持续成长的红利，特别是

一些未来成长空间更大的新兴行业

红利。

第三，还将加快

A

股机构化进程，

引导资管产品费用率降低， 并且主动

促进集中度提升，降费增效。

李超：完善制度安排 服务创新驱动发展

证监会将积极稳妥推进CDR试点工作，严把审核质量关，从源头上提升上市公司质量

证券时报记者 江聃

近日， 证监会副主席李超在

2018

第二十届中国风险投资论坛

上表示， 近年来资本市场支持科技

创新取得积极成效， 证监会将加快

制度创新， 进一步健全创业投资基

金差异化监管和差异化自律机制，

助力创新驱动发展。同时，创新企业

境内发行股票或存托凭证试点已于

近日正式启动。 证监会将坚持市场

化、法治化、国际化的原则，积极稳

妥推进试点工作， 严把审核质量

关， 从源头上提升上市公司质量，

持续强化依法全面从严监管，督促

市场各方恪尽职守、 归位尽责，加

强投资者教育，保障试点依法合规

顺利进行。

李超介绍了近年来资本市场支

持科技创新取得的积极成效。 去年

以来， 共有

246

家战略新兴产业企

业实现

IPO

， 占新上市企业家数的

50%

， 融资金额

1157

亿元、 占比

41%

，覆盖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

备制造、新能源、生物医药等关键领

域。 战略新兴产业上市公司共发生

并购交易金额

6370

亿元，占全市场

并购总额的

24%

。 境内上市公司完

成跨境并购

188

单， 涉及交易金额

2536

亿元。 截至

5

月底，新三板挂

牌的高新技术企业共

7214

家，占挂

牌公司数量的

64%

。 目前以科技创

新等领域为主要投资方向的公募基

金产品已发行约

700

亿元。 证监会

实现了保持新股发行常态化， 发挥

资本市场并购重组主渠道作用，促

进产业技术升级和创新型企业做强

做优做大。此外，证监会积极支持创

新创业企业拓宽债券融资渠道。 去

年以来， 高新技术企业发行公司债

券募资

763

亿元。

李超特别谈到开展创新企业境

内发行股票或存托凭证试点的情

况。该试点工作已于近日正式启动。

李超表示， 这次创新试点是在现行

证券法的框架下， 依据证券法的有

关规定依法推进的， 以期增强资本

市场包容性和竞争力， 并为今后的

制度化做探索、打基础。为满足实体

经济发展和创新驱动需要， 借鉴国

际成熟市场经验。这次试点中，证监

会做了一些重要制度安排， 主要是

增加发行上市制度的包容性和适应

性： 一是明确了符合条件的境外注

册红筹企业可以在境内发行股票；

二是推出存托凭证这一新的证券品

种， 并对发行存托凭证的基础性制

度作出安排； 三是进一步优化证券

发行条件，解决部分创新企业存在

尚未盈利和未弥补亏损的发行障

碍；四是充分考虑部分企业存在的

VIE

结构、 投票权差异等特殊的公

司治理问题， 作出有针对性的安

排；五是切实做好投资者保护的制

度安排。

李超表示，下一步，证监会将坚

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原则，

积极稳妥推进试点工作， 严把审核

质量关， 从源头上提升上市公司质

量， 同时将持续强化依法全面从严

监管，督促市场各方恪尽职守、归位

尽责，加强投资者教育，保障试点依

法合规顺利进行。作为监管部门，证

监会的主要任务是为资本市场支持

创新驱动发展搭建制度框架， 证监

会充分尊重市场主体的意愿， 支持

企业充分利用境内外资本市场实现

自身发展。

李超强调，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已经发展成为多层次资本市场的一

支重要力量。他表示，创业投资基金

是发现潜在优质企业的“探矿者”，

是促进科技创新的先导力量，也是

创新创业企业成长壮大的 “加速

器”， 为企业提供长期融资支持和

战略资源。 并购投资基金则是企业

资源整合的“助推手”，有利于促进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但由于私募股

权投资基金行业在我国发展时间

还比较短，发展还不成熟，行业总

体呈现为 “基金数量多而不专、行

业规模大而不强”的特点，在快速

发展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价值发现

能力不足， 普遍存在 “赚快钱”心

理，“跟风”现象比较突出。 同时，基

金对行业运作规律缺乏深刻认识，

热衷开展“明股实债”业务，人为放

大了运作风险。 一些机构合规风控

意识较弱， 部分地区违规行为和风险

事件时有发生， 非法集资问题在个别

地区较为多发。

李超表示， 证监会将进一步健全

创业投资基金差异化监管和差异化自

律机制， 推进完善创业投资基金政策

法律体系， 优化创业投资基金发展环

境， 不断提升创业投资基金支持创新

创业和服务实体经济发展能力。

深证成指等指数调整样本股

7月正式实施

深圳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

日前宣布，根据指数编制规则，对深证成指、深

证

100

、中小板指、创业板指、中小创新等深证

系列指数实施样本股定期调整。 本次样本股调

整将于

2018

年

7

月的第一个交易日正式实施。

深证成指更换

48

只样本股， 调入华大基

因、深南电路等股票，调出

*ST

华信、洪涛股份

等股票；深证

100

调整

10

只样本股，调入紫光

国微、华大基因等股票，调出中国宝安、国海证

券等股票；中小板指调整

10

只样本股，调入三

钢闽光、领益智造等股票，调出

*ST

华信、万马

股份等股票；创业板指更换

5

只样本股，调入上

海钢联、美亚柏科等股票，调出苏交科、天舟文

化等股票；中小创新更换

77

只样本股，调入聚

灿光电、 雅克科技等股票， 调出

*ST

德奥、

*ST

龙力等股票。

经过本次调整，深证成指对深市

A

股的总

市值覆盖率和自由流通市值覆盖率分别达到

63%

和

64%

，市场代表性进一步提升。深证成指

中主板、中小板、创业板样本股权重占比为

42

：

40

：

18

， 贴近深交所多层次市场实际板块分布；

深证

100

的对应比例为

52

：

36

：

12

，统领三大板

块优秀上市公司。

数据显示，本次样本股调整后，深市核心指

数的产业分布和行业结构进一步凸显深圳市场

对于新兴产业和新经济的表征作用和服务能力。

深证成指、深证

100

和中小板指的战略性新兴产

业样本股权重分别达到

56%

、

59%

和

62%

， 创业

板指的相应比例更是高达

80%

。 （吴少龙）

图为李超在第二十届中国风险投资论坛上发表演讲 宋春雨/摄

（上接 A1版）

习近平强调，“上海精神” 是我们共同的财

富，上海合作组织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我们要继

续在“上海精神”指引下，同舟共济，精诚合作，

齐心协力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 推动

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携手迈向持久和平、普遍安

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第一，凝聚团结互信的强大力量。我们要尊

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 兼顾彼此核心利益和

重大关切，不断增强组织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第二，筑牢和平安全的共同基础。我们要强

化防务安全、执法安全、信息安全合作，促进阿

富汗和平重建进程。未来

3

年，中方愿为各方培

训

2000

名执法人员，强化执法能力建设。

第三，打造共同发展繁荣的强劲引擎。我们

要促进发展战略对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加

快地区贸易便利化进程。 中方将在上海合作组

织银行联合体框架内设立

300

亿元人民币等值

专项贷款。

第四，拉紧人文交流合作的共同纽带。我们

要扎实推进教育、科技、文化、旅游、卫生、减灾、

媒体、环保、青少年等领域交流合作。未来

3

年，

中方将为各成员国提供

3000

个人力资源开发

培训名额， 愿利用风云二号气象卫星为各方提

供气象服务。

第五，共同拓展国际合作的伙伴网络。我们

要强化同观察员国、 对话伙伴等地区国家交流

合作， 密切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伙伴

关系，同国际金融机构开展对话，为推动化解热

点问题、完善全球治理作出贡献。

习近平最后强调，中方愿同各成员国一道，

本着积极务实、友好合作的精神，全面落实本次

会议的共识， 支持下一任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

的工作， 携手创造上海合作组织更加光明的美

好未来。

印度总理莫迪、 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

耶夫、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热恩别科夫、巴基斯坦

总统侯赛因、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

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上海

合作组织秘书长阿利莫夫、 上海合作组织地区

反恐怖机构执委会主任瑟索耶夫， 阿富汗总统

加尼、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伊朗总统鲁哈

尼、蒙古国总统巴特图勒嘎，联合国常务副秘书

长阿明娜先后发言。 他们高度评价中方为推动

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所作贡献和在担任主席国

期间所作工作，积极评价上海合作组织接收印

度、巴基斯坦加入的重要意义。 各方一致表示，

将继续遵循“上海精神”，不断巩固政治、安全、

经济、人文等领域务实合作，完善全球经济治

理体系，巩固和发展多边贸易体制，在国际法

准则框架内解决地区热点问题，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 “一带一路”倡议再次受到了广泛

欢迎和支持。

会议发表了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

事会会议新闻公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

首关于贸易便利化的联合声明》、《上海合作组

织成员国元首致青年共同寄语》、《上海合作组

织成员国元首关于在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共同应

对流行病威胁的声明》。

会前，习近平同与会各方在迎宾厅集体合影。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