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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电设备商有望迎万亿级盛宴

分析人士指出，中阿签订核电合作协议意味着核电“走出去” 进程可能快

于高铁。 未来在国内核电市场蛋糕稳步做大的同时，海外核电市场将再添新空

间，相关设备制造商有望迎来万亿级市场盛宴。

证监会：私募应全面提升内控和风险管理水平

部分私募房地产基金管理人存在合格投资者制度落实不到位等问题

□

本报记者 李超

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邓舸6日通报证

监会对部分私募基金现场检查结果，并回

答了记者关于海润光伏在巨亏的情况下

实施高送转的相关问题。

邓舸表示，为推动私募基金管理人

规范运营， 加强私募基金风险防控，了

解行业运行情况及存在的突出问题，近

期证监会私募基金监管部针对负面报

道或投诉较多、风险相对集中的私募房

地产基金领域，组织7家证监局对9家私

募基金管理人进行了现场检查，涉及产

品100余只，规模300亿元。 在现场检查

中，各证监局贯彻“适度监管、底线监

管” 理念，重点检查《私募投资基金监

督管理暂行办法》发布前设立基金的风

险防范情况和发布后设立基金的合规

管理情况。

本次检查发现，私募房地产基金管理

人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合格投资者制

度落实不到位、单只基金投资者超过法定

人数、利益冲突防范不力、管理机构内控

制度缺失、项目投后管理不到位、信息披

露不到位、登记备案信息不准确不完整等

方面。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相关证监

局对北京恒银中嘉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深圳市威廉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和歌斐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采取了责令改正的行

政监管措施，要求限期整改，并记入资本

市场诚信档案；对其他6家管理人发了监

管关注函，提醒其完善内部制度，依法规

范运作。 各证监局将通过审查整改报告

或事后回访检查等方式持续关注这9家

管理人的整改结果。

邓舸表示，当前，私募基金行业发展

迅速， 为防范行业风险， 证监会将根据

“聚焦监管转型、 提高监管效能” 的宗

旨， 建立健全对各类私募基金管理人的

现场检查制度， 加大对各类私募基金管

理人违反“三条底线” 要求等违法违规

行为的查处力度。 各私募基金管理人应

依法严格自律， 全面提升内控和风险管

理水平，切实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维护

投资者合法权益， 打造投资者信赖的资

产管理行业。

对于海润光伏在巨亏的前提下实施

高送转， 并且相关股东进行了大幅减持，

邓舸表示，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第七十三条规定，禁止证券交易内幕

信息的知情人和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

利用内幕信息从事证券交易活动。

邓舸表示， 证监会已关注到海润光

伏高送转方案公布前后股价大幅波动的

情况， 以及媒体对公司股东减持股票涉

嫌内幕交易的报道。 上海证券交易所已

就该事项向公司下发问询函， 要求公司

公开回复，并正在对相关问题进行核查，

一旦发现违法违规行为， 证监会将依法

予以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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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空逐步消化

调整渐近尾声

资金加快流出

压力集中释放

融资买入“三级跳”

两融余额创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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伞形信托仅占小头

资金入市热情不减

资金入市的趋势没有改

变，规模在持续扩大。通过把理

财产品和两融收益权对接，以

及大股东把上市公司股权质押

给银行进行融资等， 是银行资

金进入股市的主渠道； 个人投

资者通过“伞型” 信托获得银

行理财资金，加杠杆炒股，仅占

银行资金间接入市的较小部

分，而且这些针对“小散”的配

资产品已经提高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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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连线

刘煜辉：降准150基点

可抹平流动性缺口

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刘煜辉表示，今年外汇占款堪忧，银行间流

动性缺口压力较大， 理论上降准150基点， 差不多能抹平今年的缺

口。当然如果央行多运用一些资产端工具的话，降准幅度可能不会这

么大。 未来除非出现明显的资金外流，降准空间才会进一步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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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解盘

股指步入休整期 震荡市业绩为王

本周沪综指一度重返3200点， 后市是高位震荡还是再度上

攻？ 下周将有24只新股集中申购，新股申购对场内资金造成分流，

但央行降准对市场构成支撑。资金面对股市影响如何？本周财经圆

桌邀请万联证券研究所所长傅子恒、 南京证券研究所所长周旭和

银泰证券研究所策略分析师陈建华三位嘉宾，就此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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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视野

靠游戏异军突起 索尼迎复兴曙光

日本索尼公司股价周四大涨12%， 创近9年来最大单日涨幅。

此前一天，索尼大幅上调当前财年业绩预期，并预计上财季盈利有

望创下七年来最佳。 在智能手机和个人电脑市场上节节败退的索

尼，如今凭借游戏业务异军突起，让投资者看到复兴曙光。

沪指累计回调300点 牛市逻辑未变

□

本报记者 徐伟平

6日，沪深两市大小盘股双双下跌，沪综指跌至3000点附

近。 分析人士认为，即便在牛途中，市场同样有调整和波折。

一方面，降准将提升资金面宽松预期，对市场提供支撑；另一

方面， 改革红利释放和居民财富配置趋势对市场的支撑仍

在。 预计短期股指仍将维持宽幅震荡，在3000点区域过分恐

慌不可取。

大小盘双双下挫

6日沪综指下跌逾60点，收报3075.91点，逼近3000点。 从

本轮上涨的高点3406.79点到3075.91点， 沪综指此轮调整超

过330点。 深成指下跌2.48%，收报10791.10点，下破11000

点。 此前相对抗跌的小盘指数成为杀跌“重灾区” ，中小板指

数下跌2.06%，收报6025.35点；创业板指数下跌2.44%，收报

1730.97点。

从行业板块来看， 申万非银金融指数成为唯一上涨的一

级行业指数，微涨0.11%。 申万医药生物、休闲服务和汽车指

数跌幅相对较小，分别下跌1.26%、1.48%和1.48%。 申万交通

运输、 国防军工和房地产指数跌幅居前， 分别下跌3.42%、

3.14%和3.00%。

从个股看，正常交易的2344只股票中，1971只股票下跌，

占比达84%， 其中15只股票跌停，207只股票跌幅超过5%，

894只股票跌幅超过3%。 值得注意的是，在跌停的15只股票

中，有7只股票为次新股，此类品种上市以来连续涨停，昨日

却掀起跌停潮。

分析人士指出，下周新股密集申购、融资“去杠杆” 压力

仍在、经济数据疲软，均对市场构成压制。不过，考虑到前期股

指强势上攻涨幅较大，短期客观上有震荡整固的需要。（下转

A02版）

重现升水

期指下行空间料收窄

□

本报记者 徐伟平

股指期货主力合约IF1502周五结束此

前两日的贴水态势，当日升水32.18点。 分析

人士认为，回调空间将有所收窄。

6日，沪深300现指跳空低开，随后维持

窄幅震荡，盘中最低下探至3312.42点，尾盘

一度跳水， 收报3312.42点， 下跌1.62%。

IF1502以3361.4点跳空低开， 盘中一度下破

3300点，收盘前有一波反弹，收报3344.6点，

下跌1.62%。 当日成交1318691手，持仓减仓

9791手至102940手。

虽然沪深300指数连续两周呈回调态

势，且量能持续萎缩，但周K线呈多头形态，

中期仍向好。 期指主力合约围绕3300点至

3768.8点区间争夺已持续29个交易日。 整体

上看，考虑到期权上市、融资去杠杆、春节效

应等因素扰动， 短期沪深300指数将维持震

荡态势。

09

艺术投资

和田玉：高端低端两重天

“金生丽水，玉出昆冈” ，和田玉市场正在呈现两极分化。 业内

人士分析，普涨多年的和田玉正在面临转折。2014年低端原料价格

停滞，中高端原料价格同比上涨10%至20%。 与之相应，低端产品

价格停滞，有些甚至下浮30%；中高端产品价格稳定，部分产品还

上涨了10%至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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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部署改革政府投资管理方式和转变职能

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建设将加快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月6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2014年

全国两会建议提案办理工作汇报，完善公共决策吸纳民意机制；部署改

革政府投资管理方式和转变职能，便利投资创业、规范市场秩序；讨论通

过报请全国人大授权在土地制度改革试点地区暂时调整实施有关法律

规定的决定草案。

会议确定，运用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加快建设投资项目在线审批

监管平台，横向联通发展改革、城乡规划、国土资源、环境保护等部门，纵

向贯通各级政府，推进网上受理、办理、监管“一条龙” 服务，做到全透

明、可核查，让信息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A03

资本流动项目获国家相关部门支持

上海将适时运作部分上市公司国有股权

□

本报记者 徐金忠

上海市国资委6日召开2015年上海

国资国企工作会议。上海市国资委主任徐

逸波介绍，上海国资流动平台的投资决策

委员会已经成立，资本流动项目正在稳妥

推进。 2015年，上海国资国企改革将重点

关注优化结构、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启

动资本流动项目等。

流动平台获国家支持

近期， 上海国资流动平台实质性启

动、相关国企股权划转的消息成为市场关

注热点。 徐逸波介绍，上海国资流动平台

的投资决策委员会已经成立，并召开了第

一次会议，目前已将相关资本流动项目上

报国务院国资委和中国证监会，并获得国

家相关部门的支持。由于资本流动项目涉

及上市公司股权，需要依法合规，目前还

在稳妥筹备，有序推进。

今年上海将建立健全国资流动平台

制度， 形成专业化的平台规范运作模式，

稳妥处理好市国资委与流动平台、与被持

股企业，以及流动平台与被持股企业之间

的关系， 推动国资流动实现规范透明、程

序科学目标。 上海将按计划、分步骤持有

并适时运作部分整体上市公司、多元化企

业的国有股权， 重点支持战略性新兴产

业、城市基础设施和民生保障工程。 上海

还将完善整体上市公司存续企业托管方

案基本框架，适时推进相关工作。

目前，上海市国资系统已建立上海国

盛集团、 上海国际集团两大国资流动平

台。 在两大平台中，上海国际集团将包含

金融及产业集团的股权，上海国盛集团则

主要是以产业集团的股权为主。

重点改革八个方面

2015年上海国资国企改革发展将重

点做好八个方面工作，除国资流动平台启

动、启动资本流动项目外，上海将着力优

化结构推动国有经济提质增效、发展以公

众公司为导向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推动企

业加快创新实现转型发展、建立健全企业

长效激励约束机制、推动国资科学监管严

格规范，以及夯实基础加强国有企业党的

建设并加强干部严格管理和党风廉政建

设。 （下转A02版）

证监会将进一步加强行政处罚执行

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邓舸6日表示，对于欠缴罚没款或整改措施未落实的机

构和个人，依法综合运用公开催告、录入诚信档案、查封冻结、限制出境、申请法

院强制执行等措施，不断加大不履行法律义务的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