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路机构火线“驰援”增持配资

疲于“排雷”伞形信托未现大扩张

本报记者 刘夏村

7月11日，周六。 黄伟（化名）的会一直开到晚上十点。

这位某股份制银行对公客户经理刚走出会议室，便赶紧与一家信托公司洽谈。 他要联系的这单业务正是这次会议部署的重点业务———上市公司增持配资。 实际上，这项缘于监管机构两项救市举措的业务已经吸引包括银行、信托、券商资管等众多金融机构的争抢，但有限的增持需求与业务的“时效性”使得竞争颇为激烈。

同日，伞形信托经理张华（化名）则迎来三周以来的第一个周末休息日。 在之前的极端市场环境中，包括伞形信托、民间配资在内的场外配资频频出现风险，相关机构的加班成为常态。 然而，尽管近期股市趋于稳定，但对于不少场外配资机构而言，风险尚未彻底解除，因此一些信托公司与大型民间配资公司对于新增伞形配资颇为谨慎，场外配资目前尚未再现大规模扩张。 不过，来自市场的风声已经让监管机构对场外配资的卷土重来颇为警惕。 12日晚上，来自证监会与国家网信办的两份措辞严厉的通知表明，管理层对于场外配资“零容忍”的监管态度。

“竞争”激烈

“过了这个村，可就再没这个店了。 ”黄伟一边刷着“朋友圈”，一边说。 从7月10日以来，黄伟的微信朋友圈就被各类金融机构“护盘”配资业务的广告刷屏，而他也在用同样的内容刷别人的屏。

黄伟口中的“护盘”配资业务，源自于近期监管层的举措。 7月8日，证监会表示，为了稳定市场，避免出现系统性金融风险，支持产业资本利用资本市场做大做强，7月8日出台了相关规定，允许近期减持过股票的产业资本可以通过证券公司定向资管等方式立即在二级市场增持本公司股票；近期股价出现大幅下跌的（连续十个交易日内累计跌幅超过30%的），董监高增持本公司股票可以不受窗口期限制；上市公司大股东持股达到或超过30%的，可以不等待12个月立即增持2%股份。 7月9日，银监会表示，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对回购本企业股票的上市公司提供质押融资，加强对实体经济的金融服务，促进实体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随之，各类金融机构“应声而起”。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这项业务较为通用的交易结构类似于一个结构化资管产品，银行为优先级，增持方为劣后级。 因此，在这一业务链条中涉及到银行、信托、券商资管、基金公司等众多金融机构，而有限的增持需求与业务的“时效性”使得竞争颇为激烈。

“我们行认为这一业务风险不大，最近就是在强推。 ”黄伟说。 7月11日，黄伟所在的支行为了尽快推进这一业务，会议一直开到晚上十点多，“现在竞争很激烈，只有现在有这种机会，可能等过几天就没有了。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已经有近10家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参与这一业务。 据了解，杠杆比例在1:1至1:2之间，配资成本多为8%—9%之间，但也有配资行表示配资成本可降低至8%以下。 业内人士透露，从目前了解到的情况看，上市公司增持股票目前数量尚有限，在众多银行竞争的情况下，资金需求方更显强势，因此一些银行会据此调整相关业务标准。

实际上，股票配资对于目前的银行而言，有着不小的吸引力。 例如，中金公司在此前的一份研报中称，一家股份制银行明确表示，2015年将继续增加理财对股市权益类投资的占比。 考虑到理财余额每年以40%左右的速度增长，2015年理财权益类投资余额的增长将至少在50%左右。 银行增加权益类投资的背景是理财规模快速增长，债券利率整体下行。 同时，原先高收益率的非标资产难觅，所以银行必须寻找替代性的高收益率资产。

与此同时，作为这一业务的“通道方”，一些资管机构也在积极寻觅着业务机会。 值得关注的是，除了传统的配资通道机构信托公司外，券商资管机构也加入竞争行列。 某信托公司相关业务负责人说：“相比以往，现在银行资金是现成的，但真正需要资金的客户反而不是很强烈，所以现在更多拼的是上市公司资源。 ”他坦言，券商资管在争夺上市公司资源方面更有竞争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信托参与这一业务的难度。

疲惫“排雷”

与黄伟不同的是，证券投资信托经理张华（化名）终于迎来久违的“周末”。 在过去的三个周杠杆多杀多的行情之下，作为场外配资重要一环的伞形信托亦面临着严峻的风险考验，特别是6月26日之后，触及预警线甚至平仓线的伞形信托数量大幅增加。 张华说，市场开始下跌之初，其公司每天的强平规模也就是几千万元，但26号以后，强平规模大幅增加。

风险账户数量的骤增也使得信托公司的压力陡然增大。 在伞形信托业务中，信托公司需要根据当日净值安排劣后级客户及时补仓，对于不能及时补仓的客户要在规定时间内强制减仓或平仓，以此来保全作为优先级的银行资金。 于是，加班成为张华这段时间的常态。 而这并非个例。 另外一家信托公司也在同期开始“全员风控”，从证券投资部门业务人员到公司相关中后台人员全部投入到伞形信托的风控工作中，要求相关人员早上八点半到岗，每隔十分钟检查一次劣级客户的补仓情况，每天要向银行汇报优先级资金的安全情况，收盘后根据净值情况通过录音电话、邮件、操作系统向劣后级客户通知补仓。

这样的日子终于在市场反弹之后有所改变，张华得以在这个周末休息。 他说，就其观察而言，近期热衷做上市公司增持配资业务的金融机构，更多的是此前参与伞形配资较少的公司。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一些此前开展伞形配资较多的信托公司，目前对于新增配资业务相当谨慎。 某伞形信托规模位列行业前三的信托公司相关部门负责人坦言，公司目前开展配资业务，特别是伞形配资很谨慎，原因在于公司大约有1000个账户面临补仓，但大多数客户已经补不起了，由于近期大量股票停牌没法强平，有的甚至已经导致优先级资金受损，现在公司正在担心这些产品的风险状况。 该人士进一步透露，前期开展伞形配资较多的信托公司，目前可能都面临着这个问题，而且已经有信托公司因为优先级资金受损被某股份制银行暂停优先级资金供给。 另一家信托公司的相关业务人士亦透露，截至上周五，其公司的伞形信托业务几乎没有新增，之前到了预警线或平仓线的账户也只是偶有补仓。

“伞形信托的风险还没有完全消化，随着近期股票陆续复牌，信托公司还得接着应对风险。 ”前述证券投资信托部门负责人认为，最近媒体报道伞形配资重新升温，可能主要集中于民间配资平台。

不过，即便是民间配资公司，目前展业也存在着不小困难。 某大型配资公司副总就坦言，公司的配资账户出现一些风险，信托等资金批发商对此意见很大，所以现在优先级资金供给短缺，另外公司现在的主要精力也是在处理风险项目上。 “截至上周五，从我们公司的情况看，并没有出现配资反弹的明显迹象。 ”他说。

违规清理

上述种种迹象显示，在前期风险尚未消除之际，目前场外配资并未出现大规模反弹。 不过，亦有配资人士透露，随着近期市场趋稳，一些投资者的配资热情又被重新点燃。 该人士说：“这类客户赌性很强，一旦有行情的话就想抓住机遇。 ”

这已然引发监管层的警觉。 7月12日晚间，证监会发布《关于清理整顿违法从事证券业务活动的意见》称，一段时期以来，部分机构和个人借助信息系统为客户开立虚拟证券账户，借用他人证券账户、出借本人证券账户等，代理客户买卖证券，违反《证券法》、《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关于证券账户实名制、未经许可从事证券业务的规定，损害了投资者合法权益，严重扰乱了股票市场秩序。 近日随着市场回稳，这些违法现象又出现卷土重来的势头，可能再次危及股票市场平稳运行，必须予以清理整顿。 同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通知要求，全面清理所有配资炒股的违法宣传广告信息，禁止任何机构和个人通过网络渠道发布此类违法宣传广告信息。

显然，在A股市场趋稳之际，场外配资成了“出头鸟”。 西南证券认为，证监会与国家网信办同时发文严查场外配资，表明管理层对于场外配资“零容忍”的监管态度。 网络监管部门的加入，显示监管层将更加重视各种新渠道、新形式的场外配资，是监管手段、监管聚焦更加与时俱进。

当日，知名网络配资平台米牛网就决定，从即日起停止股票质押借款的中介服务业务。 米牛网说：“我们认为该《意见》对稳定股票市场发展、推动资本市场长期繁荣，具有突出重要意义，米牛网将坚决贯彻落实该《意见》。 ”据记者了解，一些平台也在弱化这项业务，已经不主动做增量配资业务，而存量占整体业务总额的比例很小，未来会越缩越小；一家互联网金融公司工作人员坦言，收缩配资业务已经成为公司计划的方向之一，配资业务政策风险过高，不利于P2P平台长期发展，最终会选择全面关闭配资业务。

对于信托经理张华而言， 伞形信托这项他从去年以来就重点开展的业务目前充满了种种不确定性，但他说：“已经不想关注这些了，现在只想好好的休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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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显示

信托业风险抵御能力增强

□本报记者 刘夏村

由中国信托业协会组织编撰的《中

国信托业发展报告 （2014-2015）》显

示，2014年信托资产规模与信托公司经

营业绩稳步增长， 其中信托行业管理的

信托资产规模为13.98万亿元，较2013年

末的10.91万亿元，同比增长28.14%；实

现经营收入954.95亿元， 平均每家信托

公司14.04亿元，相比2013年的832.60亿

元，同比增长14.69%。与此同时，2014年

信托的风险资产规模及风险资产比率连

续实现“双降” ，信托行业净资产规模继

续保持快速增长， 加大增资力度以及风

险准备金计提力度， 风险抵御能力进一

步增强。

稳步发展

该报告显示，2014年， 信托行业资

产规模与总体经营业绩回归平稳增长，

资本利润率小幅回落。 2014年末，信托

行业管理的信托资产规模为13.98万亿

元，较2013年末的10.91万亿元，同比增

长28.14%， 较2013年末46.05%的同比

增长率明显回落。其中，单一资金信托占

比62.58%； 集合资金信托占比30.70%；

财产权信托占比6.72%。 从信托功能看，

近年来融资类信托占比持续下降， 投资

类和事务管理类信托占比持续上升，并

于2014年年末形成 “三分天下” 的格

局，即融资类、投资类和事务管理类信托

各占三分之一，具体而言，融资类信托占

比33.65%， 投资类信托占比为33.70%，

事务管理类信托占比为32.65%。 从资金

信托的投向看，第一大领域为工商企业，

占比24.03%； 第二大领域为基础产业，

占比21.24%； 第三大领域为金融机构，

占比17.39%； 第四大领域为证券市场，

占比14.18%； 第五大领域为房地产，占

比10.04%；其他占比13.13%。

在营业收入方面， 这份报告显示，

2014年信托业实现经营收入954.95亿

元，平均每家信托公司14.04亿元，相比

2013 年 的 832.60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14.69%，较2013年30.42%的增长率，同

比增幅下降15.73个百分点；从利润总额

看，2014年信托业实现利润总额642.30

亿元，平均每家信托公司9.45亿元，相比

2013 年 的 568.61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12.96%，较2013年28.82%的增长率，增

幅回落约16个百分点； 从人均利润看，

2014年信托业实现人均利润301.00万

元，与2013年的水平基本持平。

对此， 西南财经大学信托与理财研

究所翟立宏认为， 相较于过去三年的高

速增长，2014年信托行业管理的信托资

产规模与经营收入增速较2013年大幅

回落。 这诚然有宏观经济恶化和同业竞

争加剧的原因， 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信

托公司面对环境变化主动收缩传统业务

的结果。

翟立宏进一步表示， 在经济新常态

逐步显现的宏观大背景下， 中国信托业

正在迅速摒弃单纯以速度释放激情的初

级阶段发展模式。客观来看，信托资产增

速放缓对信托业的转型调整其实是有利

的缓冲，属于航行途中的“空中加油” ，

有利于信托业更加从容地进行业务调整

和管理优化。

风险抵御能力增强

近年来， 信托行业的风险问题颇为

引人关注。 这份报告表示，2014年信托

行业个案信托项目风险事件有所增加，

但信托行业的风险抵御能力进一步增

强。 2014年信托公司增资力度空前，固

有资本继续大幅增长， 行业风险抵御能

力提高，风险资产规模下降，行业总体风

险可控。 具体而言，2014年年内信托行

业风险项目规模和占比呈下降趋势。

2014年四季度末，信托行业风险资产规

模781.00亿元， 比三季度末和二季度末

分别下降42.51亿元和136.00亿元；2014

年四季度风险资产占比0.56%， 比三季

度末和二季度末分别下降0.08个百分点

和0.17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 信托行业的风险抵御能

力也在增强。 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年

末， 信托行业净资产规模3196.22亿元，

比2013年增加641.04亿元， 同比增加

25.09%， 保持了2011年以来的快速增

长。 2014年信托公司加大增资力度以及

风险准备金计提力度， 实收资本和风险

准备金增速快速增加。 其中2014年底行

业实收资本余额1386.52亿元， 比2013

年增加269.97亿元，增幅24.18%；信托

赔偿准备余额120.91亿元，比2013年增

加30.32亿元，增幅33%。

翟立宏表示， 信托行业风险资产规

模及风险资产比率连续实现“双降” ，风

险状况总体平稳。 虽然转型中的信托业

单体产品风险暴露增大， 但是信托产品

之间风险隔离的制度安排、 信托公司日

益完善的风控机制以及信托业雄厚的整

体资本实力， 正是信托业能够控制整体

风险、不引发系统性风险的根本抓手。

各路机构火线“驰援” 增持配资

疲于“排雷”伞形信托未现大扩张

□本报记者 刘夏村

“竞争”激烈

“过了这个村，可就再没这个店了。 ”黄伟一边

刷着“朋友圈” ，一边说。 从7月10日以来，黄伟的微

信朋友圈就被各类金融机构“护盘”配资业务的广

告刷屏，而他也在用同样的内容刷别人的屏。

黄伟口中的“护盘”配资业务，源自于近期监

管层的举措。 7月8日，证监会表示，为了稳定市

场，避免出现系统性金融风险，支持产业资本利用

资本市场做大做强，7月8日出台了相关规定，允

许近期减持过股票的产业资本可以通过证券公司

定向资管等方式立即在二级市场增持本公司股

票；近期股价出现大幅下跌的（连续十个交易日

内累计跌幅超过30%的）， 董监高增持本公司股

票可以不受窗口期限制； 上市公司大股东持股达

到或超过30%的，可以不等待12个月立即增持2%

股份。 7月9日，银监会表示，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

对回购本企业股票的上市公司提供质押融资，加

强对实体经济的金融服务， 促进实体经济持续健

康发展。

随之，各类金融机构“应声而起” 。 中国证券

报记者了解到， 这项业务较为通用的交易结构类

似于一个结构化资管产品，银行为优先级，增持方

为劣后级。 因此，在这一业务链条中涉及到银行、

信托、券商资管、基金公司等众多金融机构，而有

限的增持需求与业务的“时效性” 使得竞争颇为

激烈。

“我们行认为这一业务风险不大， 最近就是

在强推。 ” 黄伟说。 7月11日，黄伟所在的支行为

了尽快推进这一业务， 会议一直开到晚上十点

多，“现在竞争很激烈， 只有现在有这种机会，可

能等过几天就没有了。 ”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不完

全统计，截至目前，已经有近10家股份制银行、城

商行参与这一业务。据了解，杠杆比例在1:1至1:

2之间，配资成本多为8%—9%之间，但也有配资

行表示配资成本可降低至8%以下。 业内人士透

露，从目前了解到的情况看，上市公司增持股票

目前数量尚有限， 在众多银行竞争的情况下，资

金需求方更显强势，因此一些银行会据此调整相

关业务标准。

实际上， 股票配资对于目前的银行而言，有

着不小的吸引力。 例如，中金公司在此前的一份

研报中称， 一家股份制银行明确表示，2015年将

继续增加理财对股市权益类投资的占比。 考虑到

理财余额每年以40%左右的速度增长，2015年理

财权益类投资余额的增长将至少在50%左右。 银

行增加权益类投资的背景是理财规模快速增长，

债券利率整体下行。 同时，原先高收益率的非标

资产难觅，所以银行必须寻找替代性的高收益率

资产。

与此同时，作为这一业务的“通道方” ，一些

资管机构也在积极寻觅着业务机会。 值得关注的

是，除了传统的配资通道机构信托公司外，券商资

管机构也加入竞争行列。 某信托公司相关业务负

责人说：“相比以往， 现在银行资金是现成的，但

真正需要资金的客户反而不是很强烈， 所以现在

更多拼的是上市公司资源。 ”他坦言，券商资管在

争夺上市公司资源方面更有竞争力， 这在一定程

度上加大信托参与这一业务的难度。

疲惫“排雷”

与黄伟不同的是， 证券投资信托经理张华

（化名）终于迎来久违的“周末” 。 在过去的三个

周杠杆“多杀多” 的行情之下，作为场外配资重要

一环的伞形信托亦面临着严峻的风险考验，特别

是6月26日之后， 触及预警线甚至平仓线的伞形

信托数量大幅增加。 张华说，市场开始下跌之初，

其公司每天的强平规模也就是几千万元，但26日

以后，强平规模大幅增加。

风险账户数量的骤增也使得信托公司的压

力陡然增大。在伞形信托业务中，信托公司需要

根据当日净值安排劣后级客户及时补仓， 对于

不能及时补仓的客户要在规定时间内强制减仓

或平仓，以此来保全作为优先级的银行资金。于

是，加班成为张华这段时间的常态。而这并非个

例。 另外一家信托公司也在同期开始“全员风

控” ， 从证券投资部门业务人员到公司相关中

后台人员全部投入到伞形信托的风控工作中，

要求相关人员早上八点半到岗， 每隔十分钟检

查一次劣级客户的补仓情况， 每天要向银行汇

报优先级资金的安全情况， 收盘后根据净值情

况通过录音电话、邮件、操作系统向劣后级客户

通知补仓。

这样的日子终于在市场反弹之后有所改变，

张华得以在这个周末休息。 他说，就其观察而言，

近期热衷做上市公司增持配资业务的金融机构，

更多的是此前参与伞形配资较少的公司。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 一些此前开展伞

形配资较多的信托公司，目前对于新增配资业务

相当谨慎。某伞形信托规模位列行业前三的信托

公司相关部门负责人坦言，公司目前开展配资业

务，特别是伞形配资很谨慎，原因在于公司大约

有1000个账户面临补仓， 但大多数客户已经补

不起了，由于近期大量股票停牌没法强平，有的

甚至已经导致优先级资金受损， 现在公司正在

担心这些产品的风险状况。该人士进一步透露，

前期开展伞形配资较多的信托公司， 目前可能

都面临着这个问题， 而且已经有信托公司因为

优先级资金受损被某股份制银行暂停优先级资

金供给。另一家信托公司的相关业务人士亦透露，

截至上周五， 其公司的伞形信托业务几乎没有新

增， 之前到了预警线或平仓线的账户也只是偶

有补仓。

“伞形信托的风险还没有完全消化， 随着近

期股票陆续复牌，信托公司还得接着应对风险。 ”

前述证券投资信托部门负责人认为， 最近媒体报

道伞形配资重新升温， 可能主要集中于民间配资

平台。

不过，即便是民间配资公司，目前展业也存在

着不小困难。某大型配资公司副总就坦言，公司的

配资账户出现一些风险， 信托等资金批发商对此

意见很大，所以现在优先级资金供给短缺，另外公

司现在的主要精力也是在处理风险项目上。 “截

至上周五，从我们公司的情况看，并没有出现配资

反弹的明显迹象。 ” 他说。

违规清理

上述种种迹象显示， 在前期风险尚未消除

之际， 目前场外配资并未出现大规模反弹。 不

过，亦有配资人士透露，随着近期市场趋稳，一

些投资者的配资热情又被重新点燃。该人士说：

“这类客户赌性很强， 一旦有行情的话就想抓

住机遇。 ”

这已然引发监管层的警觉。 7月12日晚间，证

监会发布《关于清理整顿违法从事证券业务活动

的意见》称，一段时期以来，部分机构和个人借助

信息系统为客户开立虚拟证券账户，借用他人证

券账户、出借本人证券账户等，代理客户买卖证

券，违反《证券法》、《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

关于证券账户实名制、未经许可从事证券业务的

规定，损害了投资者合法权益，严重扰乱了股票

市场秩序。 近日随着市场回稳，这些违法现象又

出现卷土重来的势头，可能再次危及股票市场平

稳运行，必须予以清理整顿。 同日，国家互联网信

息办公室发布通知要求，全面清理所有配资炒股

的违法宣传广告信息，禁止任何机构和个人通过

网络渠道发布此类违法宣传广告信息。

显然，在A股市场趋稳之际，场外配资成了

“出头鸟” 。 西南证券认为，证监会与国家网信

办同时发文严查场外配资， 表明管理层对于场

外配资“零容忍” 的监管态度。网络监管部门的

加入，显示监管层将更加重视各种新渠道、新形

式的场外配资，是监管手段、监管聚焦更加与时

俱进。

当日，知名网络配资平台米牛网就决定，从即

日起停止股票质押借款的中介服务业务。 米牛网

说：“我们认为该《意见》对稳定股票市场发展、

推动资本市场长期繁荣，具有突出重要意义，米牛

网将坚决贯彻落实该《意见》。 ” 据记者了解，一

些平台也在弱化这项业务， 已经不主动做增量配

资业务，而存量占整体业务总额的比例很小，未来

会越缩越小；一家互联网金融公司工作人员坦言，

收缩配资业务已经成为公司计划的方向之一，配

资业务政策风险过高，不利于P2P平台长期发展，

最终会选择全面关闭配资业务。

对于信托经理张华而言， 伞形信托这项他从

去年以来就重点开展的业务目前充满了种种不确

定性，但他说：“已经不想关注这些了，现在只想

好好的休息。 ”

部分结构化阳光私募遇险

□本报记者 刘夏村

据Wind数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国内

共发行6856只股票型和混合型阳光私

募基金，发行规模合计995.97亿元。在这

一过程中， 一些私募基金公司的资产管

理规模水涨船高。值得关注的是，此前A

股大波动波及到阳光私募， 一些产品的

净值甚至跌破止损线面临平仓。

发行近千亿偏股型基金

来自Wind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

半年， 国内共发行7471只阳光私募产

品，合计发行规模高达1109.08亿元。 其

中，发行6849只股票型基金，合计规模

993.64亿元；发行7只混合型基金，合计

规模约为2.33亿元。这意味着，上半年有

近1000亿元的资金通过阳光私募流向

A股。

从成立时间来看，4月份为阳光私

募产品发行高峰期。在这一个月，共发行

2012只阳光私募产品，规模为268.55亿

元。 其中，发行1910只股票型基金，规模

为258.4亿元， 较3月份的132.28亿元几

近翻番。

值得注意的是， 即便在A股开始连

续大跌的6月份， 亦发行1003只阳光私

募，规模为251.85亿元，其中股票型基金

就有233.66亿元。

实际上， 阳光私募产品的发行规模

大增， 一些私募机构的管理规模亦随之

水涨船高。 据报道，不少私募基金管理

公司的资产规模在半年时间里增长2至

3倍。 例如，王亚伟管理的千合资本规模

由去年底的50亿元增长到超过200亿

元；景林资产规模由去年5月的180亿元

增长到近500亿元； 展博投资的规模由

去年牛市初期的30多亿元增长到130亿

元；博道投资、西域投资管理的资产规

模均从20亿元增长至60多亿元，彭旭创

办的鼎萨投资规模则由30多亿元增长

至80亿元。

部分产品面临清盘

不过，在这场市场大跌中，一些私募

基金净值出现大幅回撤， 不少产品的净

值跌破1，更有甚者要面临清盘的囧境。

例如， 知名私募清水源旗下的几只

产品触及止损线就让市场一时哗然。 资

料显示， 清水源在过去的几年中收益较

为稳定， 其中在2012年的平均收益为

22.3%，2013年收益超过40%，2014年收

益率123.9%。 而如今却要面临部分产品

清盘的窘境。 对此，清水源表示，其团队

的主要能力在精选个股， 根据过往多年

来的投资经验， 主要采取调整组合持仓

结构， 退守防御性板块的方式应对市场

调整。但这次不同以往，市场由于去杠杆

引发的一系列连锁反应造成的恐慌性抛

售，直接引发了资本市场的流动性危机，

这种流动性危机是从清理场外配资开始

的，这种清理已经从高杠杆产品开始，从

场外配资向阳光私募、券商融资盘蔓延。

清水源坦言：“这次的下跌带来的

市场恐慌使得股市无量下跌。 这样的危

机超出团队在过往牛市和熊市之间的经

验， 这种极值风险在初期并没有引起我

们足够重视， 当我们意识到这种风险的

时候， 我们的相对较高仓位由于流动性

危机已经降不下来。 尤其是本周调整仓

位时，稍有减仓动作，行情就向跌停的方

向波动，错过了减仓最好的时期，造成了

我们净值大幅下降的主因。 ”

实际上，此前A股持续下跌，对阳光

私募的业绩造成很大影响。 某中型信托

公司证券投资部门负责人就在近日透

露， 其公司旗下的阳光私募产品有近

10%触及止损线、30%触及预警线。该人

士进一步表示， 目前触及预警线甚至止

损线的阳光私募产品， 基本是5月份以

来新发行的， 其中结构化产品的风险更

为突出。

7月11日，周六。 黄伟（化名）的会一直开到晚上十点。

这位某股份制银行对公客户经理刚走出会议室，便赶紧与一家信托公司洽谈。他要联系的这单业务

正是这次会议部署的重点业务———上市公司增持配资。实际上，这项缘于监管机构两项救市举措的业务

已经吸引包括银行、信托、券商资管等众多金融机构的争抢，但有限的增持需求与业务的“时效性” 使得

竞争颇为激烈。

同日，伞形信托经理张华（化名）则迎来三周以来的第一个周末休息日。在之前的极端市场环境中，

包括伞形信托、民间配资在内的场外配资频频出现风险，相关机构的加班成为常态。然而，尽管近期股市

趋于稳定， 但对于不少场外配资机构而

言，风险尚未彻底解除，因此一些信

托公司与大型民间配资公司对

于新增伞形配资颇为谨慎，场

外配资目前尚未再现大规

模扩张。 不过，来自市场

的风声已经让监管

机构对场外配资的

卷土重来颇为警惕。

12日晚上，来自证监

会与国家网信办的

两份措辞严厉的通

知表明，管理层对于

场外配资“零容忍”

的监管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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