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楼市悄然降温

投资客身影难见

从目前新开楼盘的销售情况来看，楼市正在悄然降温，以

前疯狂的场面在今年估计不容易出现。

A3

中国广电闯入5G市场

“全国一张网”整合在即

资本市场对中国广电入局 5G 早有预期，部分广电系上市

公司的股价上涨就是对这一预期最直观的反应。

A4

周小川：贸易摩擦可能

触发全球竞争性汇率贬值

周小川提到，

G20

大阪峰会即将召开， 全球金融稳定理事会

应重点研究这一问题，对全球金融市场给予一定稳定的信号。

A2

社保基金与北上资金助力

迈瑞医疗争当创业板一哥

在迈瑞医疗强势的旅途中， 社保基金与北上资金不断助

力加码，大批散户则纷纷撤退。

A5

15

今日156版 第7657期

A叠8版 B叠148版

2019�年 6月

星期六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44-0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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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创板股票异常交易实时监控细则正式发布

明确了有效申报价格范围、盘中临时停牌机制和市价申报保护限价

证券时报记者 朱凯

上海证券交易所昨日发布《科创板股

票异常交易实时监控细则》。 证券时报记

者发现，《监控细则》 从交易机制完善、交

易信息公开、会员协同监管、异常波动及

异常交易监管等方面综合施策，防范市场

大幅波动。

值得注意的是，上交所此次公开股票

异常交易监控标准，在境内和境外成熟市

场均尚属首次，是上交所科创板交易监管

工作的一项重大创新。

针对科创板企业的特点，《监控细则》

设定了有效申报价格范围。如细则第七条

规定，买卖科创板股票，在连续竞价阶段

的限价申报，买入申报价格不得高于买入

基准价格的

102%

， 卖出申报价格不得低

于卖出基准价格的

98%

。

记者了解到，目前香港市场、日本市

场以及芝加哥商品交易所、欧洲期货交易

所等交易所均采用了价格申报范围机制，

主要目的是防止出现错单、恶意拉抬打压

股价等异常交易行为。 据上交所方面介

绍， 在确定价格申报范围的具体参数时，

上交所进行了反复测算及论证，并充分考

虑了对市场流动性的影响，只对偏离市场

价格较大的高价买单和低价卖单进行限制，

平缓价格波动。

科创板股票交易还将采用盘中临时停牌

机制。 细则显示，科创板股票竞价交易中，无

价格涨跌幅限制的股票盘中交易价格较当日

开盘价格首次上涨或下跌达到或超过

30%

的， 以及较当日开盘价格首次上涨或下跌达

到或超过

60%

的，均属于盘中异常波动，上交

所将实施盘中临时停牌。据介绍，单次盘中临

时停牌的持续时间为

10

分钟；盘中临时停牌

期间，可以继续申报，也可以撤销申报，复牌

时对已接受的申报实行集合竞价撮合。

上交所有关负责人表示，这可在股价出

现大幅波动时，一定程度缓解过热的投机炒

作氛围。 同时，适当提高停牌阈值和缩短单

次停牌时间，尽量减少对市场交易连续性的

影响。

此外， 为有效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上

交所还对科创板市价申报的处理方式进行

优化，当市场价格快速波动时，防止市价申

报以超过投资者预期的价格成交，降低投资

者交易风险。 如细则第八条指出，买卖科创

板股票，在连续竞价阶段的市价申报，申报

内容应当包含投资者能够接受的最高买价

（即买入保护限价）或者最低卖价（即卖出保

护限价）。

定了！ 两家企业首获科创板IPO注册

证券时报记者 程丹

昨日晚间， 证监会按法定程序同意两家

企业在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 这也

是科创板正式开板后首批获准注册的企业。

这两家公司分别为苏州华兴源创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烟台睿创微纳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证监会表示，上述企业及其承销商将分

别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协商确定发行日程，

并陆续刊登招股文件。 上述两家企业于

6

月

13

日提交科创板上市注册申请，仅过了

1

天就获同意注册，可谓“神速”。

值得注意的是， 首批递交注册申请的

3

家企业，微芯生物、安集科技、天准科技

尚未获得证监会同意注册。

一位券商投行人士表示，证监会注册主

要关注交易所发行上市审核内容有无遗漏，

审核程序是否符合规定，以及发行人在发行

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的重大方面是否符合

相关规定。 证监会认为存在需要进一步说

明或者落实事项的， 可以要求交易所进一

步问询。

根据制度安排，获同意注册后，申报企业

将进入询价发行阶段， 询价结果满足条件即

可挂牌上市。上交所理事长黄红元日前表示，

“注册结束进入路演发行阶段，发行企业有一

定适当数量的时候就可以集体上市交易，上

市时间大概在

2

个月内。 ”

刘鹤在杭州调研时强调

中小银行要准确定位

据新华社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刘鹤

13

日至

14

日

在浙江杭州调研中小银行服务实体经济情况和加强基础研究

工作。

刘鹤主持召开座谈会， 听取中小银行支持民营和小微企

业的做法、面临的形势以及对下一步工作的建议。 浙商银行、

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宁波银行、泰隆银行、民泰银行主要负责

人应邀参加会议并发言。

刘鹤指出，党中央、国务院对中小银行发展高度重视。 当

前中小银行运行总体平稳， 在整个银行体系中处于重要的基

础性地位， 是发展普惠金融、 服务民营和小微企业的重要力

量。 浙江在中小银行服务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方面形成

了“台州模式”等有益经验，也有新探索，值得认真总结和推

广。 中小银行要准确定位，坚持走服务基层、服务实体的专业

化发展道路。 同时， 要为中小银行健康发展创造良好制度环

境， 认真研究如何为科技创新型小微企业提供有效的投融资

支持，加强征信体系建设，解决好信息不对称问题。

刘鹤实地考察了西湖大学云栖校区，主持召开座谈会，听

取有关专家对加强基础研究的意见和建议。刘鹤强调，当前我

国发展的国内国际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基础研究在实现

创新驱动发展、 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和综合国力等方面的重

要性日益凸显。 要打造创新文化，大力弘扬科学精神，坚持解

放思想、实事求是，鼓励大胆讨论、专心研究。 要创造制度环

境，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加快推进科研体制改革。 要重视组织

形态，以人为本、以团队为基础，推动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要

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坚持在开放中创新发展。

华泰证券GDR发行价

确定为每份20.50美元

证券时报记者 齐家

华泰证券

14

日公告称，公司正在申请发行全球存托凭证

（

GDR

）并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已确定本次发行的最终价

格为每份

GDR20.50

美元。

公告称， 在超额配售权行使之前， 华泰证券本次发行的

GDR

数量为

75013636

份， 所代表的基础证券

A

股股票为

750136360

股，募集资金为

15.38

亿美元。

公告表示， 根据伦敦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则及国际市场

惯例， 本次发行的

GDR

预计于伦敦时间

6

月

17

日开始附条

件交易， 并于伦敦时间

6

月

20

日正式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

市。 自正式上市之日起，投资者交易的

GDR

的交割将不附前

提条件。

证监会：H股全流通已具备全面推开条件

推动修订QFII/RQFII制度规则，进一步便利境外机构投资中国资本市场

证券时报记者 王君晖

昨日，证监会有关负责人表示，为贯彻落

实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金融业对外

开放的具体举措，证监会经过深入研究论证，

将陆续推动落实

9

项进一步扩大资本市场和

行业开放的举措， 便利境外长期资金进入中

国资本市场， 鼓励境外优质证券基金期货经

营机构来华展业。

证监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H

股 “全流通”

已具备全面推开的条件。 目前，证监会正和

有关方面一起，按照国务院批准的方案积极

开展全面推开

H

股“全流通”的各项准备工

作，并将尽快发布相关工作指引，指导相关

公司和股东稳妥开展

H

股“全流通”。

证监会将推动修订

QFII

（合格境外机构

投资者）

/RQFII

（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

者）制度规则，进一步便利境外机构投资者

参与中国资本市场。 主要从统一

QFII

、

RQFII

准入标准、扩大投资范围、提升投资

运作便利性、加强持续监管等方面，进一步

健全公开透明、操作便利、风险可控的合格

境外机构投资者制度。目前，相关规则已完

成公开征求意见。

按照内外资一致的原则， 证监会将允

许一家机构参股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

的数量不超过

2

家，其中控股证券公司（基

金管理公司）的数量不超过

1

家。 合理设

置综合类证券公司控股股东的净资产要

求。 在满足风险管控要求的前提下，适当

降低综合类证券公司控股股东的净资产

要求，并对内外资控股股东一体适用。

证监会将适当考虑外资银行母行的

资产规模和业务经验，放宽外资银行在华

从事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的准入限制。 将

合理调整外资银行从事证券投资基金托管

业务相关安排。 对于优质外资银行，允许其

单独申请证券投资基金托管资格，结算职责

由具备资质的机构承担。

随着期货市场逐步开放， 交易结算、风

险控制等制度安排经历了实践检验，为后续

扩大开放范围奠定了良好基础。 目前，证监

会正在积极研究推动将具备条件的商品期

货和期权列为特定品种，同时不断完善规则

制度， 持续扩大期货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

进一步提升我国商品价格的国际影响力，为

我国企业跨境经营提供价格参考和风险管

理工具。

证监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截至目前，已有

19

家外商独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在基金业

协会登记，备案

38

只基金产品，管理基金规

模

52

亿元。目前，外资私募整体运行平稳。接

下来证监会将开放外资私募通过“港股通”投

资香港股市， 并指导基金业协会备案外资私

募发行的投资标的中包含“港股通”的基金产

品，给予外资私募国民待遇。

证监会正在积极研究扩展境外机构投资

者进入交易所债券市场的渠道， 以完善投资

者结构，丰富多元化的资金来源。

下一步， 证监会将积极与相关部委沟通

协调， 研究明确境外机构投资者进入交易所

债券市场的有关政策和具体落实方案。

此外， 证监会还将联合相关部委研究

制定 《交易所债券市场境外机构债券发行

管理暂行办法》，以进一步明确境外发行主

体范围，解决会计准则适用等问题，为交易

所市场熊猫债健康发展提供更充分的制度

保障。

避险情绪升温 金价开启连涨模式

� � � �黄金价格近期频创阶段新高。 现货

黄金价格日前突破 300 元 / 克，昨日上

海黄金交易所 Au99.99 价格日间盘中

更一度摸高至 305.37 元 / 克。 上海黄

金期货主力连续合约昨日最高更达到

307.80 元 / 克，创下近 6 年来新高。

据记者对深圳地区老凤祥、周大福

等黄金珠宝商部分零售店实地了解，截

至 6 月 14 日，金条价格已涨至近 350

元 / 克， 而金饰价格已超过 380 元 /

克，部分金饰算上加工费后已超过 400

元 / 克。

业内人士表示， 近期黄金首饰销售

量并未出现明显增长，可见此次上涨恐

非中国大妈“买买买” 所致，更可能是

全球市场投资者避险情绪升温推动。

胡华雄/ 文 彭春霞/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