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INA SECURITIES JOURNAL

中国保监会指定披露保险信息

中国证监会指定披露上市公司信息

中国银监会指定披露信托信息

新华网网址

: http : / /www .xinhuanet . com

新华通讯社主管主办

A�叠 /�新闻 48�版

B�叠 /�信息披露 92�版

本期 140 版 总第 6303 期

2015 年 4 月 16 日 星期四

可 信 赖 的 投 资 顾 问

更多即时资讯请登录中证网 www.cs.com.cn 更多理财信息请登录金牛理财网 www.jnlc.com

中国证券报微信号

xhszzb

中国证券报微博

http：//t.qq.com/zgzqbs

牛基金

APP

金牛理财网微信号

jinniulicai

A05A04

责任编辑：吕 强 版式总监：毕莉雅

图片编辑：刘海洋 美 编：马晓军

地址:北京市宣武门西大街甲 97 号

邮编:100031���电子邮件:zzb@zzb.com.cn

发行部电话:63070324

传真:63070321

本报监督电话:63072288

专用邮箱:ycjg@xinhua.cn

国内统一刊号:CN11-0207

邮发代号:1-175����国外代号:D1228

各地邮局均可订阅

北京 上海 广州 武汉 海口 成都 沈阳 西安 南京

长春 南宁 福州 长沙 重庆 深圳 济南 杭州 郑州

昆明 呼和浩特 合肥 乌鲁木齐 兰州 南昌 石家庄

哈尔滨 太原 贵阳 无锡同时印刷

A07�公司新闻

证监会主席助理张育军表示

支持互联网企业开展资本市场业务

□

本报记者 蔡宗琦

证监会主席助理张育军15日表示，

监管部门将在以下方面支持互联网企业

开展资本市场业务：放宽行业准入，实施

业务牌照管理；积极支持互联网企业改制

上市融资，加强公司治理；欢迎和支持互

联网企业开展场外业务；鼓励支持互联网

企业参与资本市场基础设施建设。

为更好地落实国家发展“互联网+”

的战略方针，加深互联网机构对互联网证

券的了解，推动证券行业与互联网机构的

融合发展，中国证券业协会联合中关村科

技园区管理委员会于15日在北京召开

“互联网+资本市场” 培训研讨会。 张育

军在会上表示，“互联网+资本市场” 是

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 在互联网时代，拥

抱互联网是基本主旋律，“互联网+” 行

动计划正式成为国家战略的一部分。资本

市场天生具备“互联网+” 的条件,“互联

网+资本市场” 各种业务形态已经展开。

同时， 互联网企业开展资本市场业务，既

要成为业务创新的“试验田” ，也要遵守

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合规风控的原

则，不断创新的原则，要尊重金融的规律，

严守“六条” 底线，即不得变相吸收公共

存款，不得变相非法集资，不得开展保本

保底业务，不得进行内幕交易，不得进行

利益输送，不得开展资金池业务。

张育军表示，欢迎有意愿对接资本市

场、有意愿开展证券期货业务的互联网企

业积极了解资本市场， 积极参与资本市

场。 同时，希望有意愿对接资本市场业务

的互联网企业互惠互利，志在长远；坚持

公开公平竞争，防止产生垄断；加强投资

者保护，做负责任的资本市场参与者。

来自中国证监会系统的代表、中关村

管委会、杭州市政府、地方证券业协会代

表以及200多家互联网企业的高管和业

务负责人共400余人参加了会议。

资金蜂拥入市 融资增杠杆降

□

本报记者 朱茵

目前，沪深两市融资融券余额已上

升到1.7万亿元。 数据显示，融资虽然火

热，杠杆交易比例却在下降。 分析人士

认为，杠杆资金偏好会推动市场风格转

换。 近期市场轮涨态势有望再次偏向蓝

筹。 从近期券商扩充资本金情况来看，

融资规模难言见顶。 在市场不断升温的

背景下，市场波动也将加大。

市场风格转换

3月A股继续发力， 融资融券余额

增速明显加快，月内连破1.2万亿元、1.3

万亿元和1.4万亿元。 4月1日，融资融券

余额站上1.5万亿元，4月8日攀上1.6万

亿元，一周后达到1.7万亿元。

融资盘动态透露出市场行情变化

线索。有分析师表示，从2014年7月增量

资金入市以来，市场节奏有过两次较大

变化。7月22日至11月21日降息前，市场

处于相对均衡状态，上证综指、上证50、

中小板指、创业板指涨幅分别为19.4%、

13.3%、14.9%和14.4%，差别不大。 从7

月22日至10月末，融资净买入行业分布

基本均衡，排名靠前的既有医药、计算

机等成长股，也有非银、机械、有色等蓝

筹行业。 但从11月起，资金流入节奏发

生显著变化。从11月初至21日，非银、银

行、建筑三个行业成为融资净买入前三

名，预示此后市场节奏变化方向。 22日

降息成为催化剂，进一步推动增量资金

流向蓝筹板块。

市场节奏的第二次变化是，在2015

年1月16日证监会公布两融检查处罚结

果后，蓝筹股表现平淡，成长股一骑绝

尘。 从边际资金变化情况看，1月初至1

月16日， 融资买入流向没有显著变化，

金融等蓝筹仍是资金流入主力板块。 在

处罚结果公布后，金融等蓝筹从资金净

买入变为资金净卖出，非银板块单日融

资净卖出高达71亿元，19日再次净卖出

63亿元。 此后，计算机、传媒等成长行业

成为资金流入主要方向，金融等蓝筹股

整体呈资金流出态势。 （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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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车亮 摄 制图/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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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能源板块料“后发制人”

港股能源板块15日表现抢眼，恒生能源业指数涨1.47%至11341点，居港

股各板块首位。分析人士认为，能源板块周期性比较明显，与那些容易受到资金

和政策影响的板块相比，持续上涨动能更充足。

“互联网+农业”恋上供应链金融

“互联网+” 大潮涌动，农业也站在了风口，借助新力量改变旧模式和旧

格局。 业内人士表示，“当农业撞上互联网金融，将开启农业供应链的新金融

时代。 ”

东方财富

拟收购同信证券

东方财富15日晚发布重

组预案， 拟以发行股份方式

收购同信证券100%股份，标

的资产预估值为40亿元至45

亿元。

同时， 公司拟非公开发行

募集配套资金13.33亿元至15

亿元。 东方财富表示，通过本次

交易， 公司将取得国内市场的

证券业务经营资格。 公司股票

将于4月16日复牌。

杠杆牛 不惧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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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指主力均衡移仓

夯实“黄金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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