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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市资金净流出

规模骤降千亿 A08

期指大反转

贴水归零后再扩大

A10

港股估值修复尚需时日

19日，港股连续第四个交易日走低，恒生指数下跌1.31%。 分析人士认为，

目前港股的整体估值水平， 无论是横向比较还是纵向比较均处于最低水平，但

这并不意味着港股短期内可以扭转颓势，估值修复将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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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半年报显示

二季度社保基金投资兼顾价值和成长

□

本报记者 李超

上市公司半年报陆续披露，全国社保

基金二季度在A股市场的布局逐步显现。

据Wind资讯数据，截至8月19日，上市公

司半年报显示， 社保基金现身236家上市

公司的前十大流通股股东名单。 其中，新

进150家公司，增持85家公司，减持59家公

司。 社保基金对IT、食品、材料、资本货物、

医药等板块表现出较大兴趣。

兼顾价值和成长

据Wind资讯数据，就社保基金组合

在上市公司前十大流通股股东名单 “露

脸” 的频度而言，社保基金604组合暂列

首位， 位列13家公司的前十大流通股股

东名单。 社保基金116组合、社保基金118

组合、社保基金602组合均位列11家公司

的前十大流通股股东名单。

就持仓变动而言， 具备国企改革题

材的省广股份二季度深受社保基金青

睐， 社保基金102组合、 社保基金109组

合、社保基金110组合、社保基金112组合

均进行了增持， 社保基金401组合新进

880.01万股。 虽然社保基金104组合二季

度减持平安银行988.88万股， 但社保基

金101组合、 社保基金108组合合计新进

7222.83万股， 社保基金102组合增持

1924.25万股。 二季度社保基金多个组合

青睐的股票还有国机汽车、宏发股份、东

睦股份等。

持股量方面，平安银行、海澜之家、省

广股份、东方航空、宝新能源名列前茅。

IT、食品、材料、资本货物、医药成为

社保基金二季度新进或增持的重点领域。

消费品、公用事业等板块也受到社保基金

关注。

Wind资讯数据显示，社保基金二季

度累计加仓的市值超过100亿元。 随着上

市公司半年报的陆续披露，这一数字有望

进一步增加。

震荡市积极布局

分析人士认为，二季度社保基金的布

局兼顾价值和成长性，并成功把握国企改

革等投资主题。

公开信息显示，7月以来A股市场大幅

震荡，社保基金仍积极布局。 中国结算日

前发布的统计月报显示，社保基金7月新

开A股账户46个，其中沪深两市各新开账

户23个。 这是去年7月以来社保基金首次

新开账户，刷新2008年11月以来单月新开

账户数纪录。

分析人士表示，6、7月间，A股市场出

现非理性下跌，有关部门出台多项举措维

护市场稳定，社保基金在这一过程中也发

挥了市场“稳定器” 的作用。 经过前期股

价大幅下跌后，部分股票估值回归至合理

范围，一些板块和股票的成长性对未来股

价的上升构成支撑。

国务院通过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

部署发展现代流通业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

□

据新华社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8月19日主持召

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发展现代流通业

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构建全国统一大市

场旺消费促发展；通过《关于促进大数据

发展的行动纲要》，提升创业创新活力和

社会治理水平；决定进一步加大对小微企

业的税收优惠，涵养就业潜力和经济发展

持久耐力。

会议指出，做强现代流通业这个国民

经济大产业， 可以更好对接生产和消费，

促进结构优化和发展方式转变。一要坚决

清除妨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各种

“路障” ， 禁止滥用行政权力限制或排除

公平竞争，禁止利用市场优势地位收取不

合理费用或强制设置不合理交易条件，降

低社会流通总成本。放开商贸物流等领域

外资准入限制，吸引跨国公司在华设立采

购、营销等功能性区域中心。 二要推广电

子商务等新兴流通方式，实施“互联网＋

流通” 行动计划，鼓励流通企业发挥线下

实体店的物流、服务、体验等优势，推动实

体与网络市场融合发展。 支持企业建设

境外营销、支付结算和仓储物流网络，鼓

励流通企业与制造企业集群式走出去。

三要创新流通领域市场监管， 推行企业

产品质量承诺制度，以农产品、食品、药

品等对消费者生命健康有较大影响的商

品为重点，建立来源可追、去向可查、责

任可究的全程追溯体系。 开展商务综合

执法改革试点，提升监管效能。 四要完善

流通设施建设管理，对公益性农产品批发

市场等创新投资、运营机制，优先保障农

贸市场、社区菜市场、再生资源回收等微

利经营设施用地需求，鼓励社会力量参与

投资。 用更加顺畅的流通“大动脉”带旺

消费、支撑发展。

会议认为，开发应用好大数据这一基

础性战略资源， 有利于推动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改造升级传统产业，培育经济发

展新引擎和国际竞争新优势。 会议通过

《关于促进大数据发展的行动纲要》，强

调，一要推动政府信息系统和公共数据互

联共享，消除信息孤岛，加快整合各类政

府信息平台， 避免重复建设和数据 “打

架” ，增强政府公信力，促进社会信用体

系建设。 优先推动交通、医疗、就业、社保

等民生领域政府数据向社会开放，在城市

建设、社会救助、质量安全、社区服务等方

面开展大数据应用示范，提高社会治理水

平。二要顺应潮流引导支持大数据产业发

展，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加大政

策支持，着力营造宽松公平环境，建立市

场化应用机制，深化大数据在各行业创新

应用，催生新业态、新模式，形成与需求紧

密结合的大数据产品体系，使开放的大数

据成为促进创业创新的新动力。三要强化

信息安全保障，完善产业标准体系，依法

依规打击数据滥用、侵犯隐私等行为。 让

各类主体公平分享大数据带来的技术、制

度和创新红利。

会议指出， 小微企业是就业的主渠

道、发展的生力军。继续实施定向调控，进

一步加大对小微企业的税收扶持，让积极

财政政策更大发力， 可以为创业创新减

负，让今天的“小微企” 赢得发展的大未

来。 会议决定，在落实好已出台税收优惠

政策的同时，一是从2015年10月1日起到

2017年底， 依法将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的小微企业范围， 由年应纳税所得额20

万元以内（含20万元）扩大到30万元以

内（含30万元）。 二是将月销售额2万元

至3万元的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其他

个人免征增值税、营业税的优惠政策执行

期限，由今年底延长至2017年底。

制图/苏振

A股“巨震”引发集中增持

十多家上市公司19日发布大股东或高管增持公告。 近两日A股市场巨震，

一批上市公司迎来密集增持。Wind数据显示，8月以来，共有226家公司在二级

市场获重要股东增持约5.17亿股，市值约72.68亿元。

A02�财经要闻

商务部：全年出口有望实现正增长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表示，考虑到去年下半年同期基数较高和

部分月份异常增长因素， 不排除今后个别月份的出口仍然出现负增长。

尽管如此，预计全年出口仍然有希望实现正增长。 全年对外投资会保持

较高的增长速度。预计非金融类直接对外投资增速在10%至15%区间，

或者更高一些。

央行开展MLF操作投放1100亿元

央行19日表示，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结合金融机构流

动性需求， 央行对14家金融机构开展中期借贷便利 （MLF） 操作共

1100亿元，期限6个月，利率3.35%，同时继续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小

微企业和“三农”等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

A02�财经要闻

低空空域政策有望年内落地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权威渠道获悉，修改完善后的《低空空域管理使

用规定》已上报决策部门，如无意外，将在年内下发。 业内人士认为，该

政策出台后，将带动基础设施如通航机场、空管系统等的建设潮，制造、

运营、维修、培训等通航各环节将涌现投资机会。

A07�公司新闻

债牛暂驻足 走强仍有时

8月中旬以来，债券市场再度陷入盘整，市场做多动力下降。 分析人

士指出，人民币汇率走软预期导致资金面边际收紧、近期通胀担忧有所

抬头等因素，对债市运行形成短期制约。 经济下行仍是债市走牛的重要

基本面支撑。 考虑到未来货币调控仍将大概率保持一定的宽松力度，银

行理财等配置需求将逐渐增加，债市中期牛市格局有望延续。

A09�货币/债券

A02�财经要闻

上交所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板筹建

近期，市场对上交所推出战略新兴产业板的预期再度升温。 据悉，

上交所正按照既定进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板筹建，更多细节逐渐明朗。

业内人士预计，新兴产业板有望明年上半年推出。

汇金协议受让金融股市值逾250亿元

几十家上市公司披露证金公司持股情况

□

本报记者 李香才

数十家上市公司19日披露中国

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央汇金投

资有限责任公司持股情况。 工商银

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

光大银行、 新华保险和申万宏源等公

司均在18日收到公司股东汇金公司

的通知， 汇金公司通过协议转让方式

受让公司股份。 按照19日收盘价计

算， 汇金公司受让的这些金融股市值

约250亿元。

汇金公司近日通过协议转让方式

受让工商银行A股股份10.14亿股。 受

让后， 汇金公司持有工商银行46.26%

的A股股份。 此外，受让农业银行A股

股份12.55亿股， 受让后持有农业银行

44.64%的A股股份； 受让中国银行A

股股份18.1亿股，受让后持有中国银行

90.28%的A股股份；受让建设银行A股

股份4.97亿股， 受让后持有建设银行

7.22%的A股股份； 受让光大银行A股

股份6.3亿股， 受让后直接持有光大银

行27.33%的A股股份。

汇金公司还受让了新华保险和申

万宏源的股份：受让新华保险2824.92

万股A股股份， 受让后持有新华保险

32.24%的股份； 受让申万宏源A股股

份1.46亿股，受让后直接持有申万宏源

26.02%的A股股份。

根据上市公司19日晚间披露的公

告，证金公司、汇金公司以及相关资管

计划、 基金同时出现在多家上市公司

的股东名单上，包括卫宁软件、小商品

城、天山生物、远方光电、仟源医药、泰

胜风能、泰格医药、东方通信等。

此外，东旭光电、同花顺、安诺其、

汇冠股份、苏大维格、长信科技等公司

19日午间发布公告， 披露汇金公司或

证金公司的持股情况。 飞天诚信、闰土

股份、双良节能、博瑞传播等多家公司

在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公布证金公司

和汇金公司的持股情况。

据东旭光电发布的公告， 截至14

日，证金公司直接持有公司5539.16万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2.08%，为公司第

三大股东；汇金直接持有公司2420.55

万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91%，为公司

第四大股东。 据安诺其发布的公告，截

至14日， 证金公司没有直接持有公司

股票， 但通过资管计划合计持有公司

1200.8万股股票， 占公司股份的

2.28%；汇金公司持有公司402.38万股

股票，占公司股份的0.76%。 浙富控股

19日在互动平台回答投资者提问时表

示，截至15日，汇金公司和证金公司持

股占公司总股本已超5%，汇金公司为

公司第一大流通股股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