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融领涨 国企指数创七年新高

受内地香港基金互认消息提振，且A股表现强势，港股26日上涨近1%，H

股涨幅居前。其中，中资金融股领跑大市，券商、银行、保险全面开花。机构认为，

基金互认安排将提振香港市场，中资金融股、折价较高的中资股都将受益。

中小板十一年：高速成长 孕育“领头羊”

运行十一年来，中小企业板的发展活力为中小企业进入资本市场规范发展

开辟了专门通道，优化了中小企业高速成长的良好环境，拓宽了融资渠道，满足

了处于成长期的广大中小企业旺盛的融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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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七千亿新基金

驰援牛市

□

本报记者 黄淑慧

随着A股牛市行情延续，投资者对公募基

金产品热情日益高涨，新基金募集频现提前结

束募集的情况。 据东方财富Choice数据统计，

截至26日，2015年以来新成立的股票型基金

和混合型基金首募规模达7039.79亿元。其中，

不乏一天之内募资超百亿元的明星基金。

募集规模超历史纪录

数据显示，截至26日，2015年以来新成立

基金297只，发行份额7417.26亿份。 只用半年

不到的时间， 新基金募资规模就已超2012年

首募6446.63亿元的年度发行历史纪录。

在今年新成立基金中， 有93只股票型基

金， 发行份额2042.08亿份， 混合型基金163

只，发行份额4997.71亿份，共计7039.79亿份，

占基金总发行份额的九成多。

4月以来， 公募基金发行呈明显加速特

征。 4月共成立新基金82只，发行份额2730.43

亿份；5月尚未结束，已新成立基金86只，发行

份额2312.73亿份。

今年以来，首募规模超百亿元基金已达6

只，有4只是近一个月内发行的，其中易方达

新常态、中邮信息产业和富国改革动力更是实

现一日售罄， 一天之内募集份额分别超146

亿、126亿和132亿份。

业内人士分析， 投资者对这几只产品如此

追捧很大程度上源于基金经理前期业绩表现。

据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截至25日，宋昆管理的

易方达新兴成长、任泽松管理的中邮战略新兴产

业、汪鸣管理的富国城镇发展今年累计涨幅分别

达195.05%、125.63%、115.26%，（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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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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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逼空重现 整固利于上行

□

本报记者 徐伟平

18日以来，上证综指以一波强势“七连阳” 开启新一轮逼空

式上涨。沪综指周二收报4910.90点，冲破4900点。 不过，强势“七

连阳” 背后暗藏三大整固信号：一是沪深两市成交额不断刷新天

量，后市股指想要上攻需成交量持续放大，这样密集的放量恐难

持续，一旦成交回落，整固可能开启；二是下周二开始又一轮新股

发行，预计冻结资金金额将高于前几轮IPO，对场内资金面造成的

扰动将加大；三是金融、地产等权重股近期相对低迷，其“双刃

剑”效应值得重视。

“七连阳”掀起冲关行情

5月以来沪综指先抑后扬，在短暂震荡蓄势后，开启一波“七

连阳” 强势冲关行情。 18日以来，沪综指接连突破4300点、4500

点、4700点。沪综指昨日一举突破4900点，上涨97.10点。虽与沪综

指走势趋同， 但深成指涨势更为凌厉， 昨日上涨552.41点， 收报

16903.47点。

周一震荡调整的小盘指数昨日迎来强势反弹。 其中，中小板

指上涨3.80%， 收报11564.43点； 创业板指上涨4.33%， 收报

3618.23点，双双刷新历史新高。

从行业板块看，28个申万一级行业普涨，新兴产业板块强势领

涨，权重板块相对滞涨。 申万国防军工、计算机和家用电器指数涨

幅居前，分别上涨8.43%、4.96%和4.66%；申万银行、建筑装饰和非

银金融指数涨幅相对较小，分别上涨0.16%、0.66%和1.44%。

从个股看，在昨日正常交易的2335只股票中，有2205只上

涨，占94.43%。 其中，382只股票涨停，886只股票涨幅超过5%，

1324只股票涨幅超过3%。 沪深两市昨日仅有120只股票下跌，

暴风科技、如意集团和森源电气跌幅超过3%，其余个股跌幅较

小。 无论从上涨股票数量，还是个股涨幅来看，市场赚钱效应依

然突出。

三信号提示整固压力

“七连阳” 冲关行情带热市场人气。 不过，“七连阳” 背后的

三大整固信号值得关注。

首先，“天量新高” 成为本周市场重要特征，继周一沪深两市

成交额突破2万亿元后，周二再度刷新历史新高，达2.15万亿元，其

中沪市和深市成交额均突破万亿元。 根据“天量天价” 原则，先

有天量后有天价。 目前，2万亿元或许并非绝对天量，牛市也在

途中，（下转A02版）

肖钢：建设公正透明严谨高效的证监会

监管干部要“敢担当、不任性”

□

本报记者 倪铭娅

证监会党委书记、 主席肖钢26日表

示，证监会是行政执法和市场监管的“窗

口” 部门，干部队伍的作风问题直接关系

到监管的质量、 效率和监管机构的形象。

加强作风建设，努力打造一支践行“三严

三实” 的干部队伍，尤为重要和紧迫。

26日，证监会召开党委中心组（扩大）

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三严三实”

重要论述精神，肖钢给证券期货监管系统干

部讲了一堂生动的“三严三实”专题党课。

肖钢结合资本市场建设和证券期货

监管实际谈了对习近平总书记 “三严三

实”重要论述的学习体会。

肖钢表示， 我国资本市场20多年的

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与广大干部勇于

担当、开拓进取是分不开的。 但也要清醒

地看到， 监管干部仍存在一些 “不严不

实” 的突出问题。 一是责任意识不强，党

性修养不够；二是主动作为、敢于担当的

精神不足；三是监管执法不严，不敢碰硬；

四是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任性而为。

肖钢强调，开展“三严三实” 专题教

育，要坚持问题导向，要做到“敢担当、不

任性” ，着力解决突出问题。“敢担当” 就

是要承担起应负的责任， 法定职责必须

为；“不任性” 就是要遵守纪律和规矩，法

无授权不可为。

肖钢指出， 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

“三严三实” 重要论述，要紧紧围绕证券

期货监管系统存在的“不严不实”现象和

问题，去读原著、想问题、谋改进、促提高，

将“公正、透明、严谨、高效” 作为监管工

作的价值追求，把“敢担当、不任性” 的要

求真正落到实处，（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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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顶” 不如“筛股”

中证500期指

现套利空间

两融“百日” 增万亿

深市占比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