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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末规模已超去年末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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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季来临推升港口煤价

三季度料高位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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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

中国高铁资本运作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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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个车深陷千人维权漩涡

汽车融资租赁“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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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加大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力度

据新华社电

7

月

6

日至

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贵州省委书记孙

志刚、省长谌贻琴陪同下，在铜仁、贵阳

考察。

李克强下了飞机就来到机场附近的倍

易通公司。 他十分关心扶贫对象和农民工

就业， 企业介绍这里招收了数百扶贫对象

和一千多返乡农民工，员工们告诉总理，因

为疫情影响没去外地打工， 在家乡就业解

决了大问题。李克强鼓励企业扩大生产，推

动产业扶贫，多为农民工提供就业岗位。他对

大家说，就业既是经济又是民生，民生为本，

各级政府要想方设法保就业扩就业。 民生在

勤，希望大家辛勤劳动，掌握更多技能，努力

实现更好未来。

“两新一重” 是今年扩大有效投资的重

点，李克强听取了贵州省这方面情况汇报。他

还到贵阳腾讯数据中心考察。李克强说，贵阳

发展大数据产业蕴藏巨大潜力。 他叮嘱随行

部门加大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力度， 为大

数据等新兴产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下转A2版）

7月日均成交比6月增长78%，资金来自哪里

散户外资跑步入场 灰色资金暗流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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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涨， 这既是资本市场制度改革累积

效应的体现，也是疫情防控有效、中国

经济复苏有力的表现。 但“价值” 与

“价格” 的博弈是股市永恒的主线，市

场需要戒除浮躁， 更好服务于中国经

济。 从今日起，本报推出“理性繁荣

行稳致远” 栏目，共商“股” 事，敬请

垂注。

肖钢：新形势下资本市场要推进五大变革

证券时报记者 程丹 孙璐璐

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证监会原主席肖钢

昨日在参加浦山讲坛和

CF40

孙冶方悦读会

时表示，新形势下资本市场要推进五大变革，

包括深化注册制改革和退市制度； 提升上市

公司质量，筑牢实体经济基本盘；坚定不移推

进资本市场双向开放； 数字资本市场引领未

来发展方向；加强资本市场法治建设，提升监

管水平等。

肖钢表示， 新形势下资本市场要推进五

大变革，首先是深化注册制改革和退市制度。

科创板的开设是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一个重

要里程碑，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目前，创业板

也推出了注册制改革。可以期待，在注册制改

革的引领和带动下， 资本市场的生态会有

显著改善。在注册制出台的同时，要不断探

索符合我国国情的退市制度， 进一步加大

退市力度，形成优胜劣汰的市场环境。

其次，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筑牢实体经

济基本盘。要搞好资本市场，必须加大力度

改革上市公司，促进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

一方面，要进一步提高分红。 总体来讲，上

市公司这几年分红的意愿、比例、稳定性都

有长足的进步， 但现金分红的吸引力还是

比较低。 需要进一步加大上市公司分红的

力度，改进上市公司回报股东的方式，股份

回购就是一个灵活的安排。另一方面，进一

步加快并购重组步伐。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优化市场化的定价机制， 提供灵活的定价

空间，尽量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丰富并购

重组支付工具和融资方式。

三是要坚定不移推进资本市场双向开

放。资本市场的开放不能单兵突进，它和资本

项下可兑换、人民币国际化、汇率机制改革等

是相互关联的， 要把资本市场的开放放到整

个经济金融开放的格局当中， 特别是要加强

开放中金融监管能力的建设， 积极参与国际

金融的治理，加快完善跨境监管的协作机制。

四是要积极发展数字资本市场。 发展数

字资本市场必须坚持开放、包容、共享、公平

的原则。 按照数字化的思维建设数字资本市

场， 不能关起门来搞发展。 要积极拥抱新技

术，融合互联网公司和国际同行的经验，加快

资本市场和科技融合。要促进数据互联互通，

营造一个公平的市场环境。 紧紧围绕实体经

济的需求，来进行数字化创新。

五是要加强法治建设和提高监管水平。

要提高监管的水平，必须要加快监管转型，实

现“六个转变”。 监管取向从注重融资，向注重

投融资和风险管理功能均衡、 更好地保护投

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转变； 监管重心从偏

重市场规模发展，向强化监管执法，规模、结

构和质量并重转变； 监管方法从过多的事前

审批，向加强事中事后、实施全程监管转变；

监管模式从碎片化、分割式监管，向共享式、

功能型监管转变； 监管手段从单一性、 强制

性、封闭性，向多样性、协商性、开放性转变；

监管运行从透明度不够、 稳定性不强， 向公

正、透明、严谨、高效转变。

证券时报记者 贺辉红 谭楚丹

昨日，

A

股继续上攻， 上证指数收涨

0.37%

，创业板指大涨

2.44%

。 成交再度放

量，两市合计成交额逾

1.7

万亿元。 至此，

7

月日均成交金额比

6

月增长

78%

。

从资金面来看， 市场新增资金充裕，

融资余额突破

1.2

万亿元， 多只新发基金

被秒杀成为爆款， 北上资金也疯狂 “扫

货”。 需注意的是，灰色资金亦暗潮涌动。

比如银行消费贷利率普遍较低，有投资者

通过上述贷款筹措资金入市。 也有一些个

人投资者通过打“擦边球”以场外个股期

权的方式入市，还有一些则以“两融绕标”

的方式入市。 不过，资金蜂拥之时，产业资

本也在悄然撤离，在一定程度上平抑了市

场炽热的气氛。

个人投资者蜂拥而至

7

月

7

日，

A

股再度放量， 成交逾

1.7

万亿元。

7

月日均成交金额超

1.29

万亿元，

而

6

月日均成交金额仅为

7228

亿元。火爆

的交投，导致多家券商

APP

出现宕机。 那

么，这些资金究竟来自哪里？据证券时报记

者调查， 个人投资者和外资再度充当了行

情的主力。

据证券时报记者了解， 多家券商承认

保证金规模明显增加。

7

月以来华泰证券

日均开户数环比增加近

30%

。 国泰君安

7

月

6

日线上开户较日常提升约

80%

。 新时

代证券经纪业务负责人表示， 保证金规模

比

6

月日均规模增加

20%

。 中泰证券也表

示，截至

7

月

3

日，公司托管资产较

2019

年末提升

17%

。

与此同时，融资余额连续上涨。

7

月

6

日，融资余额大增

368

亿元，这一增量在近

五年的行情中都极为少见。 两融余额代表

个人投资者的杠杆水平。 从这一数据可以

看出，投资者的热情已被行情彻底点燃。目

前两融规模约为

2015

年高峰时的一半，还

有上升空间。

北上资金也赴

A

股“大扫货”。

7

月以来北

向资金净流入已经超过

6

月全月净流入量。

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在

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场外资金

进场速度很快，包括前期基金加仓、新基金建

仓、散户入市、外资流入等。此外，投资者借道

基金入市的趋势也非常明显， 这是

A

股市场

走强的一个重要支撑。

灰色资金暗流涌动

除了正规渠道之外， 灰色资金也在悄然

入市。

（下转A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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