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地齐现上市公司回购潮

要谨防“假回购”

A5

老牌车企一汽华利

被一汽夏利1元转让

A4

上海率先启动

银行在线查询不动产信息

A2

A股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榜单发布

京沪苏排名前三

A2

信披案件查办同比增50%

违法多涉四类情形

A2

长生生物内控存重大缺陷

深交所启动处分程序

A5

证监会亮上半年稽查执法成绩单

内幕交易等三类违法占74%

A2

“馅饼” 还是“陷阱”

网贷前程一念间

A8

消费成为中国经济增长

最大动力源

A4

南北资金双向加码

金融股获重点加仓

A5

银保监会：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运行基础上精准“拆弹”

A2

2018�年 7 月

星期六

21

中国证监会指定披露上市公司信息报纸

主 管

社

今日148版 第7398期

A叠12版 B叠136版

证券时报社

主 办

国内统一刊号 CN44-0157� �邮发代号：45-91� �证券时报社出版 订报热线：0755-83501737� �读者热线：0755-83501631� �广告热线：0755-83501668�

A股回暖是否可期？

证券时报记者 李曼宁

7

月

20

日，在银行、保险、券商等权

重板块带动下，沪指大涨逾

2%

。 更令

市场欣喜的是，各大板块全线飘红，两

市超过八成个股上扬， 一扫近期压抑

的市场氛围。

在市场沉寂一段时间后， 每当资

金重新活跃， 必然伴随着新一轮的讨

论———

A

股回暖是否可期？

回暖是投资者的殷殷期盼， 但作

出判断显然需要谨慎。 市场回暖是否

有了基础，或者说，有哪些“蛛丝马迹”

能体现市场预期在发生变化？

估值处于历史相对低位， 进一步

下行空间有限， 这一说法通常被最先

提及。 主流观点是， 市场在反复摸底

后， 便会重新回到价值投资的主轨道

上来， 基本面优秀的股票会逐渐凸显

价值。 从业绩预告看，

A

股公司今年上

半年整体盈利仍然向好， 近七成公司

半年报预喜。

此外，市场资金、政策等方面近期

释放了一些偏暖的信号， 对投资者来

说，这些新动向可能才是恢复信心、推

动昨日市场回暖的更重要因素。

一方面是重要机构或存带动效应。

最近两日，被视为“聪明资金”的北上资

金加仓

A

股，沪股通、深股通均重回净买

入状态， 其中沪股通资金昨日重回百亿

级别的总成交额规模。此外，外资机构正

在加速进入

A

股， 今年多家外资私募先

后拿到私募管理人牌照， 其中已有

10

家

外资私募发行了产品。 不少分析人士认

为，外资这一动作可视为“抄底”

A

股。

另一方面是政策面或出现松动，或

者说市场普遍预期政策会出现松动。 客

观上，“去杠杆”作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的一项重要举措， 已经进入一定阶段并

取得明显成效， 市场已形成监管放松的

预期。 实际上，监管基调也正在由“去杠

杆”转变为“稳杠杆”。 据悉，

7

月

17

日，银

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带队召集多家银行

开会，要求加大信贷投放力度，带动银

行业金融机构小微企业实际贷款利率

明显下降。 另外，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监

督管理办法开始征求意见，银行等金融

股也受刺激走强。 专业人士认为，上述

预期已经透露出市场流动性渐趋宽松

的迹象。

此外， 就此前市场对

A

股股票质押

风险的担忧， 近期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

部也有所表态，称近期股市波动，很多媒

体将理论上的平仓风险与对二级市场的

实际冲击混为一谈， 股票质押风险被夸

大。沪深交易所统计数据表明，股票质押

融资业务风险总体可控， 实际平仓风险

有限。

虽然阻碍市场持续走强的不确定性

因素仍不能忽视，但从估值、资金、政策

等多个维度看， 都存在促使

A

股修复的

动力，

A

股回暖是人心所向，值得期待。

时报观察

In Our Eyes

理财新规征求意见 销售起点降至1万

央行也进一步明确公募资产管理产品投资范围、过渡期相关产品估值方法及宏观审慎政策安排

证券时报记者 孙璐璐

银保监会昨日发布《商业银行理

财业务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办法》与资管新规保持一致，共同构

成银行开展理财业务需要遵循的监

管要求。

除了银保监会外，央行当天也发

布了《关于进一步明确规范金融机构

资产管理业务指导意见有关事项的

通知》。 《通知》的主要内容包括：一是

进一步明确公募资产管理产品的投

资范围；二是进一步明晰过渡期内相

关产品的估值方法；三是进一步明确

过渡期的宏观审慎政策安排。

对比资管新规，《办法》并未太多

改动，但对现行的部分银行理财规定

作出修改。 其中，最为利好银行理财

的是销售起点的降低，将单只公募理

财产品的销售起点由目前的

５

万元降

至

1

万元。

苏宁金融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

主任黄志龙称，银行理财公募产品销

售起点下降，将有利于商业银行代销

理财业务的收入，一定程度上能够缓

解资管新规对银行资管业务的实质

性影响，整体上对商业银行的影响偏

利好，这也是

20

日金融股大涨的主要

原因。

不过， 在非标投资方面，《办法》

并未如市场所预期的有所放松，而是

延续对理财产品单独管理、 单独建

账、单独核算的“三单”要求，并要求

理财产品投资非标资产需要期限匹

配。 《通知》则表示，公募资产管理产

品除主要投资标准化债权类资产和

上市交易的股票，还可以适当投资非

标准化债权类资产。

在分级杠杆方面，《办法》延续现

有不允许银行发行分级理财产品的

规定；在负债杠杆方面，负债比例上

限与“资管新规”保持一致。

此外，为加强银行理财的委外管理。

《办法》延续现行监管规定，要求理财产

品所投资资管产品的发行机构、 受托投

资机构和投资顾问为持牌金融机构。 同

时，考虑当前和未来市场发展需要，规定

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的附属机构依法依规

设立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除外。

另据了解，银保监会已起草《商业

银行理财子公司管理办法》。 《办法》拟

适用于银行尚未通过子公司开展理财

业务的情形，《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管理

办法》拟作为《办法》的配套制度，其适用

的监管规定与其他同类金融机构总体保

持一致。

2018中国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青岛开幕

携手硬件创新平台打造“未来生活体验区”

2018中国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SINOCES）昨日在青岛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展会携手硬件创新平台打造“未来生活体验区” ，集中展示创新科技产品以及

智慧物联解决方案，围绕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新零售等内容，以场景化方式让用户参与其中；进一步整合消费电子行业上下游企业，深入对接产品研发、市场应

用各个环节，助力智能科技产品借展会平台化策略与效应迭代升级。 视觉中国/供图

私募资管业务规则出台 设置过渡期

增加规则弹性，作出“新老划断”柔性安排，确保平稳过渡

证券时报记者 程丹

昨日，证监会就《证券期货经营机

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 （征求

意见稿）》及《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

资产管理计划运作管理规定 （征求意

见稿）》（统称《资管业务新规》）公开征

求意见。总体看，征求意见的文件较现

行监管规定略有放宽， 有利于实现证

券期货经营机构存量资管业务平稳过

渡， 进一步提升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

募资管业务的合规管理和风险控制水

平，切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防范系

统性风险。

2018

年

4

月

27

日，《关于规范金融

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 正式

发布实施， 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高莉表

示，此次征求意见的《资管业务新规》，

全面落实《指导意见》相关要求，拟作

为《指导意见》配套细则发布实施。

高莉表示，《资管业务新规》 坚持

四项基本原则：一是统一监管规则，促

进公平竞争。 一方面，统一证券公司、

基金管理公司、 期货公司及其子公司

等各类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管业

务监管规则， 消除监管套利。 另一方

面，对标《指导意见》，并与其他金融监

管机构有关资管业务监管规则保持衔

接一致。

二是立足有效整合， 坚持问题导

向。 原则上不对现有监管体制和规则

作大的改动， 总结近年来私募资管业

务突出问题和监管经验， 重点在加强

风险防控、规制关联交易、防范利益输

送、压实经营机构主体责任等方面，完

善制度体系。

三是细化指标流程， 提高可操作

性。按照《指导意见》的要求，《资管业务

新规》进一步明确了资管产品的投资者

适当性管理、 非标债权类资产投资的

限额管理、流动性指标管理、信息披露

等具体指标和监管要求，简便可行。

四是增加规则弹性， 确保平稳过

渡。 立足当前市场运行特点和存量资

管业务情况，设置了与《指导意见》相

同的过渡期，并且作了“新老划断”的柔

性安排。过渡期内，各机构在有序压缩存

量尚不符合《资管业务新规》规定的产品

整体规模的前提下， 允许存量尚不符合

《资管业务新规》 规定的产品滚动续作，

且不统一限定整改进度， 允许机构结合

自身情况有序规范，逐步消化，实现新旧

规则的平稳、有序衔接。 过渡期结束后，

对于确因特殊原因难以规范的存量非标

准化债权类资产， 以及未到期的存量非

标准化股权类资产，经证监会同意，采取

适当安排妥善处理。

高莉表示， 证监会将根据公开征求

意见情况，认真研究各方反馈意见，进一

步完善后尽快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