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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交所：开放创新助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

证券时报记者 吴少龙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粤

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对粤港

澳大湾区的战略定位、 发展目标、空

间布局等方面作出全面规划。 深交

所指出，将全力落实《规划纲要》要

求， 发挥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作

用，助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

《规划纲要》提出“支持深圳依

规发展以深圳证券交易所为核心的

资本市场， 加快推进金融开放创

新”。 一直以来，深交所致力于服务

科技创新企业、民营企业、成长性企

业， 充分发挥创新资本形成优势和

资源优化配置功能， 成为落实创新

驱动发展等国家战略的重要平台。

深交所数据显示， 粤港澳大湾

区内深交所上市公司

458

家， 占大

湾区境内资本市场上市公司的八成

以上，深交所培育了万科、格力、比

亚迪等一批行业龙头企业。目前，深

市

2100

余家上市公司中高新技术

企业超七成， 高新技术企业占比和

战略新兴企业占比不断提高。 深交

所创新创业投融资服务平台 （

V-

Next

平台）已覆盖

35

个国家，累计

服务优秀科技企业项目近

8000

个，

有力促进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地区跨境资本合作。 深港通自开

通以来运行平稳有序， 交易额稳步

增长， 目前累计成交

4.67

万亿元，

在我国资本市场双向开放中扮演日

益重要的角色。

深交所相关负责人指出， 建设

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大湾区发展规

划的重要内容， 打造国际领先创新

资本形成中心是深交所建设发展的

核心目标， 两者紧密联系、 充分契

合。推动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对

深交所而言，既是责任，更是机遇。 深

交所将坚持在中国证监会的领导下，

紧密配合深圳市及湾区各地方政府，

依托大湾区发展的蓬勃动力， 坚定不

移地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提升服务科

技创新能力，健全完善基础制度，丰富

市场产品体系， 推进跨境金融服务创

新，全力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打

造一个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

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不懈奋斗。

科创板为啥不实行T+0？

证券时报记者 程丹

科创板征求意见稿在交易制度

层面推出了一系列创新改革， 如适

当放宽涨跌幅限制至 20%、 新股上

市后的前 5 个交易日不设涨跌幅、

首日放开融券等。 然而， 有声音提

出， 科创板既然是资本市场的重大

改革举措， 何不与成熟市场接轨实

行 T+0 呢？

T+0 日内回转交易是发达市

场普遍采用的交易制度， 它在一定

程度上可以活跃市场交易， 盘活存

量资金利用效率， 增加政府印花税

收入，但硬币都有正反面，在释放流

动性的同时，T+0 还不可避免的会

激活市场投机性。 交易制度是中性

的， 不管是实施 T+0 还是 T+1，都

需根据市场发展阶段、投资者结构、

市场投资环境来确定。

在当前我国资本市场不成熟、

中小投资者占比较高、 投机氛围较

重的市场环境下，显然不太适合。 A

股尚未形成长期的价值投资理念，

多年来交易频繁，换手率较高，个股

及其大盘的暴涨暴跌在多重因素的

影响下出现频率增加， 若允许同一

笔资金一日内多次买卖， 无疑会对

股票价格助涨助跌， 在极端情况下

加大市场波动。 我国资本市场 95%

以上的投资者都是散户， 历史上股

民财富都在大涨大跌的循环往复中

损失巨大，波动是财富的绞肉机，放

开 T+0 不利于市场的平稳运行和

波动率的降低，T+0 交易为高频交

易提供空间， 还会让原本就处在资

金劣势和交易技术盲区的散户更加

被动。 另外，T+0 还易滋生市场操

纵，在 T+1 的交易制度下，市场操

纵者要操纵个股需 2 个交易日来完

成买卖，时间成本和资金成本较大，

而在 T+0 的制度框架下，一日内的

多次买卖可以降低操纵者的资金

量，使得市场操纵更加容易。

实际上，T+0 之于 A 股并不是

新鲜事物，早在 1992 年 5 月沪市就

实施了 T+0，1993 年 11 月深市也

在交易规则上引入了 T+0，此后两

市交易量大增， 价格波动也更为剧

烈， 为抑制过度投机， 维护市场稳

定，沪深两市在 1995 年 1 月均改为

T+1 交易制度，B 股市场也自 2001

年 12 月改为了 T+1， 一直延续至

今。 虽说当前 A 股市场规模较大、

风险控制工具日益完善、 基础制度

建设逐步规范，与 20 多年前相比变

化很大，但“炒新炒差炒小”的投机

氛围让实施 T+0 仍欠火候。

科创板牵扯甚广、 市场影响大，是

资本市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举措，

要确保平稳落地，防止大起大落，需循

序渐进推进改革步伐， 这是长期过程，

不可能一蹴而就，作为新设板块，科创

板相关交易制度的适应还有待观察，

不妨给科创板些时间， 若在运行一段

时间后推出 T+0 确有必要， 相信监管

层会吸纳市场建议意见，综合考量各方

因素，做足配套举措给予落实。

年后行情回暖 个人投资者进场了吗

证券时报记者 唐维

2019

年以来，股市回暖，周边

又开始有人聊股票了。 券商工作人

员感受如何？ 证券时报走访部分券

商营业部，以期感受市场真实温度。

在福田中心区某大型券商营业

部，记者现场看到，偌大的营业部里

人很少， 进门后靠墙的位置放有三

四台电脑， 一位白发老人坐在电脑

前认真地看盘， 对面是一排业务办

理柜台，现场仅有两名客户在咨询。

现在开易、交易都是通过网上进行，

只有办理一些两融、 个股期权等新

业务才需要到现场， 所以人不多。

“除了个别年龄大、不习惯使用

APP

的客户， 现在基本没什么人来营业

部了。 开户人数最近应该是增长了

的，但现在都是网上开户，具体的数

据总部后台才有，我们不清楚。但是

最近来我们这里办理资料变更、两

融咨询的人数有所增加。”现场一位

工作人员介绍说。

深圳某家经常上龙虎榜的大型

券商营业部的工作人员告诉证券时

报记者，

2019

年

1

、

2

月份的开户数

据稍有好转，但不是特别明显，环比

增长不超过

10%

。 在他看来，目前

的新开户市场相对饱和，像

50

、

60

、

70

、

80

后等主流人群开户率都相对

较高了， 空间不是很大。 而

90

、

00

后， 大学生群体是新开户的主要源

泉， 但培育一批新用户需要几年的

时间，“除非来一波很火爆的行情，

这些人群才会有开户的冲动。 ”

存量客户是否有加仓的动作呢？

该工作人员介绍说，只有少量客户在

补仓， 目前这波行情更多是机构客

户补仓所推动， 个人投资者不是主

体。 “毕竟熊了这么久，大家损失也

蛮惨的，恢复信心需要时间。 ”他表

示，总体而言，在近几年的行情中，大

客户相对来说损失较小，因为大客户

更注重中长期资产配置，不走偏门，

以求稳定的资产回报，

50

万

~100

万加杠杆的客户，受伤程度最重。

虽然开户数增长不明显， 但据

他观察，一些周边行业，比如说配资

有重新活跃的迹象。此外，从他本人

与一些高净值客户交流下来之后发

现，高净值客户也在慢慢转变思路，

除非是核心城市核心地段的房产，

基本不会再加杠杆投入资金到楼市

之中，而是会选择更多的金融资产，

投入到股市当中， 这也跟发达国家

的情况类似， 金融资产在中高收入

者当中占比更多。

一家总部位于深圳的券商工作

人员的感受也差不多，“这一两个月

开户数增加了百分之一二十吧，增

速听上去还可以， 主要是因为基数

不大，去年开户的人很少。 ”从他的

观察来看，近期来开户的主要是一些

此前没有开过户的年轻人，开户原因

是去年底到现在出现了一点点财富

效应， 想着别人这几年已经亏了很

多，我现在进场是不是可以抄个底，

捡个漏？ 这是近期开户人群的主要

心态。 在他看来，行情是否具有持续

性，能否出现明显的财富效应，是影

响开户数的关键。 “现在还没有明显

的赚钱效应，大家也就是从亏

30%

、

40%

变成亏

10%

以上， 亏损变少而

已，还没有赚钱。 我个人估计，涨到

3000

点开户的人数才可能会井喷。 ”

另外一家中小型券商营业部工

作人员表示， 其所在券商因为公司

营销人员不够， 开户数没有明显增

加，现在一个月也没有几个新开户，

但客户交易量有所增长， 主要是原

有股民在加仓， 所以佣金收入增长

了

1

倍左右。 “至于休眠的账户，一

般都是等大牛市才会想起来激活，

现在还没什么动静。 ”他介绍道。

中登公司昨日晚间公布的投资

者数据显示， 中国证券市场上周

（

2019.02.11~2019.02.15

） 新增投资

者数

20.66

万，前值

18.91

万，环比

增加

9.25%

， 相比年前一周有小幅

回升， 但并没有达到大幅增长的地

步。 我们往前看，

1

月

21

日到

1

月

25

增加的投资者数量为

24.97

万，

1

月

14

日到

1

月

18

日增加的投资者

数量为

25.26

万， 再往前一周为

23.63

万，上周的投资者数据增加值

处于正常范畴之内。

地方债1月全国开启加速发行模式

证券时报记者 易永英

今年新增地方债部分额度一经

下发，全国就开启加速发行模式。自

1

月

21

日新疆开启发债大幕以来，

截至目前已有

25

个地区陆续发债，

已发行或公布了发行计划的地方债

总额达

4180

亿元。其他未发债的地

区也已陆续有最新的增补信息披

露。 今年是新增地方债首次于

1

月

发行， 也是史上最密集的年初地方

债发行期。

据公开数据统计，

2019

年地方

政府债发行提前，

1

月发行

4179.7

亿元。 提前发行的地方债以新增债

券为主， 其中新增一般债的发行进

度快于新增专项债。

1

月新增债

3687.6

亿，新增专项债仅

1411.7

亿。

此外， 除了地方新增债发行提

前以外， 部分借新还旧债券也在今

年

1

月提前发行， 其中一般债借新

还旧

358.9

亿元， 专项债借新还旧

133.2

亿元，合计

492

亿元。

1

月提前发行的地方新增债发

行规模为

3687.6

亿元，占提前发行

规模的

26.5%

， 其中新增一般债

2276

亿元， 占提前发行一般债的

39.2%

；新增专项债

1411.7

亿元，占

提前发行专项债的

17.4%

。

国盛证券分析师刘郁认为，虽

然新增专项债的计划提前发行规模

大于新增一般债， 但由于一般债在

发行时面临的限制较少， 资金腾挪

空间更大，发行难度也相对更低，因

而

1

月新增一般债的发行进度快于

新增专项债。

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告诉

记者， 往年新增地方债限额在

3

月

份两会之后下达， 根据第十三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部署，自

2019

年

1

月起， 年内部分新增地方债限额将

在各地区新增限额下达之前发行。

提前发行规模达到

13900

亿元，其

中一般债

5800

亿，专项债

8100

亿，

分别相当于

2018

年全年限额的

70%

和

60%

。随着债券提前发行，加

上政府加大资金支持力度， 将有助

于支持基建项目融资。过去，地方政

府债通常在二季度和三季度发行，

今年首次于

1

月发行， 目前来看进

展十分良好。

1

月份地方债的发行

额度相当于全年额度的

30%

。 虽然

发行较为密集， 但地方债有着高票

息、免税、低风险等诸多优势，而且

1

月份是各类债券发行的淡季，对

于银行等持有者来说， 地方债具有

较高的吸引力。

截至

2019

年

1

月末，在银行间

债券市场占比

87.92%

，且这一占比

仍有上升迹象。相比于

2018

年末，

2019

年

1

月商业银行持有地方债的比

重上升了

1.29

个百分点。

光大证券分析师张旭认为， 商业

银行特别是全国性商行是地方债的主

要持有人。

2018

年

8

月中旬，财政部

对地方债发行利率曾做出指导， 指导

地方债承销商投标利率较国债基准上

浮

40

个基点，这一举措极大地提高了

地方债的吸引力， 银行类机构配置地

方债的需求大幅增加。而

2019

年

1

月

末， 投标利率区间下限由较国债基准

上浮

40

个基点调整至

25~40

个基点，

同时也收窄了一二级无风险套利空

间。对于配置型机构而言，地方债仍有

较高的配置价值。

互联网房产中介式微

实体中介暗战升级

证券时报记者 吴家明

曾被人看做水深难趟的房产中介行业，此

前曾被互联网企业不断渗透。只是，曾被寄予厚

望的房产电商中介带着颠覆行业的使命出现，

但最后并未颠覆行业。

近日， 市场传出互联网房产中介平台爱屋

吉屋已于

2019

年

1

月底正式停止对外正常业

务，进入善后清算程序。证券时报记者登陆爱屋

吉屋官网览发现，其主页显示“一楼租房”的页

面，并无功能键。 其实，公开信息显示，

2016

至

2018

年爱屋吉屋一直都有流出裁员的消息，并

陆续关闭门店。

2014

年成立，

2015

年在资本市场里得到了

极强的呼应：从

A

轮到

E

轮融资只花了一年零

三个月，被誉为“业内最快成长起来的独角兽”，

再到如今的状况， 互联网房产中介爱屋吉屋仅

用了短短

4

年时间。

2015

年，可以说是互联网中介大举杀入市

场的年份。 除了爱屋吉屋，房天下自

2015

年开

始从媒介信息平台向交易平台激进转型， 直接

介入房地产相关交易市场， 更布局线下实体体

验店，在北京、上海、珠海、昆明、深圳等各个大

中城市开设多家体验店，与传统房产中介

3%

的

二手房佣金相比，“二手房佣金

0.5%

”的广告在

当时着实吸引眼球。

而在

2013

年

3

月到

2014

年

3

月的一年时

间里， 在美上市的房天下母公司搜房控股股价

呼啸而上，成为表现最抢眼的中概股之一，市值

一度高达

70

亿美元，以当时汇率计算约合

428

亿元人民币， 中国恒大当时的市值还不到

400

亿元人民币。 只是，如今公司的股价仅为

1.5

美

元左右。

“

2015

年买房的时候就出于好奇，选择了

房天下作为中介， 当时的确只收了

0.5%

的佣

金，省了不少钱。 ”深圳市民吴先生告诉记者，

“之前想换房，但发现房天下的佣金比例上调到

1.5%

， 跟一般的实体中介打折后的比例差不

多，后来实体店也关门了。 ”记者在福田区八卦

岭调查时也看到，房天下实体店所在位置曾有

金色家园等互联网中介进驻，但如今都已人去

楼空，附近的乐有家等其他实体中介店依旧开

门营业。

如今， 深圳房产中介市场依旧是实体中介

的天下。 深圳房地产中介协会最新发布的数据

显示，

2018

年深圳二手住宅共成交

64627

套。

其中， 深圳世华房地产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的二

手房网签量为

11474

， 链家的二手房网签量为

10562

，中原和乐有家分列三四位，二手房网签

量为

9967

和

9243

。

有分析人士表示，房地产交易的低频、非标

准化、 金额巨大且流程复杂等先天性特征决定

了纯线上交易的不可能性， 而主打线上平台的

互联网中介在线下建设乏力， 难以完成房地产

交易的

O2O

闭环。 在互联网改造传统房产行业

的过程中， 去中介化以及不设门店是很多互联

网房产交易平台希望得以创新的方面， 但从事

实来看这种想法并不奏效， 也并未能像预想的

那样撼动传统房产中介的市场地位。

有观点认为， 房产行业可以称得上是为数

不多的、未被互联网攻破的行业。 不过，实体中

介早已用互联网手段“武装”自己，甚至还有各

路资本的加持， 未来的房地产巨头或许不仅仅

是属于开发商的天地。值得注意的是，实体中介

之间“暗战”逐步升级，房企自己也在经营中介。

深圳房地产中介协会的数据显示， 万科旗下深

圳市朴邻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在去年坪山区的

二手房网签量排行榜中位列第四。

德国官方首次宣布

禁止做空单只股票

据海外媒体报道， 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宣

布， 禁止做空电子支付公司

Wirecard

的股票。

针对单一股票动用此招， 不仅是该国历史上首

次，在全球范围也实属罕见。

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在其官网表示，

4

月

18

日前全球投资者将被禁止对

Wirecard

建立

新的空头头寸或增加现有空头头寸， 这是德国

首次禁止卖空单一股票。此前，英国《金融时报》

的报道指出， 初步调查发现这家德国金融科技

集团在亚洲的多家子公司存在伪造文件和会计

违规行为。消息发布后，新加坡警方搜查了该公

司的办公室，

Wirecard

股价应声大跌。 数据显

示，

Wirecard

的股价自

1

月底以来重挫超过

30%

，

IHS Markit

的数据显示，目前该股票的空

头净额比率约为

14%

，为

2017

年年中以来的最

高水平。

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表示， 采取卖空禁令

的原因是

Wirecard

具有“经济重要性”，公司股

价暴跌将对市场信心造成严重威胁。

（吴家明）

营业部里看盘的老人 唐维/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