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4家公募基金公司高管坚定看好A股未来

□

本报记者 张昊

34家公募基金公司高管8日向中国

证券报记者表示， 中国股市深度调整已

经进入底部区域， 价值投资机会正逐步

显现，牛市因素并未改变，坚定看好A股

未来。

这些基金公司高管包括： 安信基金

总经理刘入领、宝盈基金总经理汪钦、北

信瑞丰副总经理高峰、 博时基金党委副

书记江向阳、长城基金总经理熊科金、创

金合信总经理苏彦祝、 大成基金总经理

罗登攀、大摩华鑫高管团队、广发基金总

经理林传辉、 国金通用基金总经理尹庆

军、国投瑞银总经理刘纯亮、海富通总经

理刘颂、红土创新总经理邵钢、泓德基金

总经理王德晓、华润元大总经理林瑞源、

华商基金总经理王锋、 华夏基金副总经

理阳琨、建信基金总经理孙志晨、金鹰基

金总经理刘岩、民生加银总经理吴剑飞、

南方基金董事长杨小松、 诺安基金总经

理奥成文、鹏华基金副总裁高阳、平安大

华投资总监孙健、 前海开源联席董事长

王宏远、融通基金总经理孟朝霞、上投摩

根基金副总经理侯明甫、 泰达宏利管理

层、天弘基金股票投资总监姜文涛、信达

澳银基金总经理于建伟、 新华基金总经

理张宗友、易方达权益投资总监吴欣荣、

招商基金总经理金旭、 中欧基金总经理

刘建平。

上述公募基金高管普遍认为，近期出

台的一系列力度不断增强、方向正确的组

合拳将很快使市场逐渐趋于稳定，抚平投

资者创伤、彻底扭转市场预期、增强投资

者对中国证券市场的信心，使中国证券市

场继续沿着稳健、健康的轨道运行，促进

中国经济健康发展。

华夏基金副总经理阳琨表示，在改革

继续深化、 大类资产转移趋势并未改变、

货币政策中性偏松进而中长期利率持续

向下、宏观政策协力实现经济增速区间管

理的大背景下，未来A股结构性市场行情

将在调整中逐渐酝酿形成。

建信基金总经理孙志晨表示， 经过

近期的持续调整， 市场风险已经得到释

放， 建信基金看好资本市场长期稳定健

康发展。

上投摩根基金副总经理侯明甫表示，

对中国经济、资本市场长期健康发展抱有

坚定信心，本人也将通过基金长期投资A

股市场。

海富通总经理刘颂表示，未来将更集

中地加大力度买入成长性突出、估值具有

比较优势的股票， 保持相对乐观情绪，把

握逐步出现的结构性投资机会。中国经济

处在一个传统和转型的衔接时期，低利率

会继续维持，居民依然有着权益类资产配

置需求。目前是对之前的过度乐观进行修

正，在市场变得更理性后，危机将最终转

化为机遇。

易方达权益部投资总监吴欣荣表示，

在经过前期恐慌性杀跌之后，个股的短期

调整幅度前所未有，一些股票的估值更趋

合理，尤其是前期的优质品种已具备很好

的投资价值。随着各种救市护盘动作不断

产生效力，市场波动性会有所下降，投资

者信心会逐步回升，A股市场有望逐渐企

稳回升。（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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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部委合力维护股市稳定健康发展

汇金公司支持控股机构择机增持

“中信系”席位逾600亿元买入深市主板、中小板、创业板股票

□

本报记者 任晓 叶涛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8日发

布公告表示，中央汇金公司坚决维护证券

市场稳定，在股市异常波动期间，承诺不

减持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并要求控股

机构不减持所持有的控股上市公司股票，

支持控股机构择机增持。中央汇金公司近

期已在二级市场买入了ETF，并将继续买

入操作。

此外， 深圳证券交易所8日盘后公开

交易信息显示，当日“中信系” 证券营业

部席位出现在91只股票的买入金额前五

位，累计买入金额达626.98亿元。 其中，买

入15只深市主板股票， 包括富奥股份、金

科股份、平安银行、海航投资、中粮生化

等；买入67只中小板股票，包括贵州百灵、

好利来、生意宝、莱茵生物、黔源电力、汉

王科技、 良信电器等； 买入9只创业板股

票，包括长盈精密、新宙邦、经纬电材等。

公开交易信息显示， 近三个交易日，“中

信系”席位买入股票金额超过800亿元。

根据8日公开交易信息， 在 “中信

系” 席位中，买入金额最大的是中信证券

北京望京证券营业部席位，金额为256.20

亿元。 北京总部营业部、北京金融大街营

业部、 北京呼家楼营业部席位分别买入

147.60亿元、180.10亿元、43.08亿元。 其

中，北京望京营业部席位买入深市主板股

票金额最大，为147.38亿元，涉及15只股

票；北京金融大街营业部席位的买入目标

集中在中小板股票， 金额为151.81亿元，

涉及65只股票； 北京呼家楼营业部席位

斥资104.29亿元买入63只中小板股票。

当日，中信证券北京金融大街、北京

呼家楼、北京总部、北京望京证券营业部

席位分别斥资28.29亿元、27.62亿元、

10.64亿元、4.51亿元买入创业板股票，其

中长盈精密、上海凯宝同时获得四家营业

部席位买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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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崛起， 产业转型升级以及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都离不开一个强大的资本市

场。 面对近期证券市场的非理性波动，为了稳定市场预期，增强投资者信心，促进市场

尽快恢复健康平稳状态，广东地区

136

家上市公司作出如下声明：

一、我们将诚信经营、规范发展，努力强化企业核心竞争力，以真实稳定的业绩

回报投资者，以此奠定证券市场的基石。

二、我们将在法律法规许可的情况下，积极探索股份回购、增持、股权激励、员工

持股计划等措施，积极推动上市公司开展市值管理，以实际行动切实维护市场稳定。

三、我们将持续提高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积极践行投资者关系管理，增进彼此之

间的了解与信任，切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也是资本市场的沃土。 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

广东无数上市公司经受过了市场的洗礼， 顽强生存并借助资本市场一步步跨越、成

长！ 我们坚信，风雨之后必见彩虹，中国经济企稳向好的态势没有改变，全面改革红

利释放的趋势没有改变，资本市场长期向好的逻辑没有改变。 展望未来，我们将以实

际行动坚定股东信心，共同维护资本市场的长期健康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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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星徽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东信和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艾派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世纪鼎利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力合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欧比特控制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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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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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依顿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地区上市公司

关于共同维护证券市场持续稳定的联合声明

2015年7月9日

广东地区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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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深两市资金净流入规模创近三月新高

8日沪深两市资金净流入758.50亿元， 为6月2日以来首次出现净

流入，也是近三个月以来最大单日净流入额。 行业板块全面实现资金净

流入，大盘蓝筹股仍是“吸金王” 。

国务院：经济发展中积极因素不断增加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8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国务院重大

政策措施落实重点督查情况汇报，对落实不力的坚决处置整改；部署整

改审计查出问题，把宝贵的公共资金资源用到促发展惠民生上；决定加

大国家助学贷款力度，为贫困学子创造公平成长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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