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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克俭：能给钱的基金很多

能给场景的不多

A6

中国基金业协会相关负责人接受证券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

A股价值获认可 完善公募长周期考核机制

证券时报记者 程丹

2021

年

1

月已过半， 资本市场热点不

断。 如何看待资本市场新生态下投资者结构

的变化？下一步如何在投资端继续发力？公募

基金未来发展趋势如何？ 证券时报记者专访

了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相关负责人。

证券时报记者：

在资本市场全面深化改

革的大背景下

，

A

股的融资端和投资端改革

持续发力

，

请您介绍下境内专业机构的入市

情况

？

未来投资端改革方向是什么

？

协会相关负责人：

2020

年以来，在党中央、

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资本市场经受住了国内

疫情暴发、国外疫情蔓延、中美关系趋紧等多

轮冲击，沪深主要股指震荡上行，市场韧性和

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 与此同时，资本市场全

面深化改革、双向开放加快推进，融资端和投

资端改革持续发力，专业机构参与热情明显

上升，投资者结构出现边际改善，境内专业

机构市场影响力不断提升。

境内专业机构包括公募基金、 社保基

金、企业年金、保险机构、券商自营等，是

A

股市场的重要投资力量。

2020

年以来，境内

专业机构增量资金入市积极有序。 比如，公

募基金注册机制得到优化， 权益类基金快

速发展； 保险公司权益类资产配置不断优

化完善， 投资比例上限最高可到上季末总

资产的

45%

； 银行理财入市等也取得了积

极进展。 在这些务实举措推动下，境内专业

机构交易、 持仓占比都出现了比较明显的

上升，

A

股投资的专业化水平向前迈出了

坚实步伐。从交易情况看，

2020

年初至今年

1

月

15

日，境内专业机构的

A

股交易金额

合计

85.18

万亿元， 占全市场交易金额的

19.5%

，较

2019

年上升

3.35

个百分点，处于近

年来最高水平。

从持仓情况看， 截至今年

1

月

15

日，境

内专业机构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合计

12.62

万

亿元，较

2019

年末增加

4.42

万亿元。 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占比

18.44%

， 较

2019

年末上升

2.02

个百分点，也处于近年来最高水平。境内

专业机构持股意愿明显上升，显示出对

A

股

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

下一步，投资端改革有望继续发力，有利

于进一步促进投融资协调发展。 第三支柱养

老金等中长期资金入市的政策环境将逐步优

化，权益投资的会计、业绩评价和激励机制等

制度安排将逐步完善， 有助于培育和壮大资

本市场长期投资的意愿和能力。 上市公司治

理专项行动将有助于畅通入口和出口两道

关，为市场提供更多优质投资标的。证券代表

人诉讼制度的落地实施， 对于完善投资者权

利行使、保障和救济的制度机制，积极倡导长

期投资、 价值投资和理性投资文化具有重要

促进作用。

证券时报记者：

公募基金在这两年发展

迅猛

，

更多的投资者青睐以公募基金为代表

的机构投资者

，

请问在促进公募基金发展壮

大方面

，

有哪些考虑

？

协会相关负责人：

2020

年以来，公募基金

管理人分类监管制度稳步推进， 基金管理人

中长期激励机制得到完善， 基金投资顾问试

点持续推进， 基金品种创新供给力度持续加

大，产品结构逐步改善。特别是公募基金产品

注册机制的优化， 推动公募基金尤其是权益

类公募基金规模迎来快速增长。

2020

年初至

今年

1

月

15

日，新发行权益类公募基金募集

资金规模合计

2.03

万亿元。 （下转A2版）

实探北上广深楼市：

一线城市房价再度领涨 调控悄然来临

互联网存款遭“截流”

中小银行另行“开源”势在必行

A4

天津国企混改样本：

做大分母去杠杆 破局经济失速

A5

证券时报记者 吴家明 曹晨 段久惠

一线城市一向是全国楼市的风向标。

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

2020

年

12

月

70

个大中城市房价变动情况显示， 一线城市

房价出现年末“翘尾”行情。 证券时报记者

实地调查发现，在这波“翘尾”行情中，优质

学区房成为领涨的主力。

一线城市房价再度领涨， 楼市调控也

悄然而至。上海昨日发布《关于促进本市房

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意见》，力促房地

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北京：“一夜暴涨40万”

只是个案

北京楼市价稳量增， 被业内称之为迎

来了“翘尾”行情。另一方面，近日一则北京

海淀学区房“一夜暴涨

40

万”的消息备受

各方关注。 证券时报记者从多位学区房销

售中介人士处获悉， 岁末年初北京学区房

成交量较大，此前的优质房源消化殆尽。价

格方面，北京学区房的确有小幅涨价趋势，

相比一年前涨幅在

5%

左右。 “近期，由于

带看量和成交量大增， 导致业主议价空间

较小。但‘一夜暴涨

40

万’的海淀区知春里

房源只是个案。 ”中介人士说。

近日，证券时报记者走访了北京市西城

区的多个学区房源， 一位中介人士告诉记

者，“金融街学区教育资源首屈一指，小户型

十分抢手。 ”谈及房价近期是否上涨，“房价

较为平稳， 但近期的带看量和成交量很大，

业主议价空间较小。 ”上述中介人士还告诉

记者，虽然西城区实行多校划片政策，但整

体教育资源属于一流。 “近期成交量明显放

大， 原因与今年

4

月进行入学信息采集有

关，许多有需求的客户选择在春节前把房屋

定下来。 ”记者随后又来到了与该房源一街

之隔的宣武门外大街，该区域属于西城区广

内学区，相比金融街教育资源属于“二流”，

但地区房屋均价也在每平方米

11

万元以

上。一套总价仅为

285

万元的房源吸引了记

者注意。 不过，该房屋为平房，面积仅有

16

平方米，折合单价

17

万元以上。

“我就是北京海淀业主，学区房价格的

确明显上涨，当然之前也跌过了，相比其他

一线城市，北京也就是复苏。 ”中原地产首

席分析师张大伟告诉记者。 对于北京楼市

目前的特征，他进一步分析称，北京楼市最

近基本平稳， 少数区域上涨， 成交开始活

跃。 “北京房价上涨的原因很简单，疫情导

致的资金与需求回流， 特别是学区房的需

求大涨， 出国教育不可能了， 只能选择国

内。 此外，北京的限竞房供应出现转变，不

限价成为主流， 购房者也逐渐意识到价格

会有变化。另外，最大的原因是之前北京房价

出现下跌，北京房子的性价比高了。 ”

景晖智库首席经济学家胡景晖对证券时

报记者表示， 从全国来看量价回升的区域集

中在长三角以及大湾区， 北方地区的楼市回

暖尚不明显。 不过， 北京有着得天独厚的优

势，各项资源丰富。 而疫情之后，北京房地产

市场交易量集中释放， 市场改善型需求明显

增加。他认为，目前北京楼市政策调控力度仅

次于深圳，只要房价在相对合理区间，调控政

策不会加码， 但会细微调整如在限售以及购

房条件上。“如果不出现像深圳楼市那样的异

动，政策不会有太大变化。 （下转A2版）

北京西城区校场五条平房房源

上海浦东栖霞路，房源稀少，中介挂出了“空白板”

上海浦东东昌路，在售房源多为豪宅

深圳福田，带双实验学位的国城花园，一直

备受市民关注

吴家明 曹晨 段久惠/摄 周靖宇/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