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交所在大宗商品市场将有“很大动作”

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行政总裁李小

加

３

日表示，未来一年，国际、内地和香港市场将

较以往数年出现更多变化。

李小加当日在出席港交所足球赛活动时表

示，由于加息周期开始，对全球股市、汇市和大

宗商品市场将有很大影响，估计这些影响会慢

慢体现出来。 今年内地市场会有很大变化，例

如汇市因人民币加入

ＳＤＲ

后有变动、 股市经过

股灾后有新监管措施出台等，但相信会向好的

方向改变。

李小加同时表示， 港交所在大宗商品市

场将有“很大动作”，未来

３

年的战略发展规

划将于两星期后公布， 希望香港市场能做好

“卡位”， 尤其是在汇市和大宗商品市场有突

破。 （据新华社电）

尚福林：继续推动

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

中国银监会主席尚福林3日撰文指出，“十

三五” 银行业要坚守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

融风险的基本底线， 力争到2020年形成多层

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业机构体系。 继续推

动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 推动具备条件的民间

资本依法发起设立民营银行， 推进新设消费金

融公司和金融租赁公司， 扩大村镇银行民资股

比范围， 鼓励民间资本参与高风险银行业机构

重组改造。

尚福林指出， 推动银行业金融机构按照新

常态各项要求，持续深化改革。包括积极推进专

营部门制改革， 探索部分业务板块和条线子公

司制改革；进一步建立健全全面风险管理体系；

有效运用各类风险管理工具， 不断强化内部控

制，完善管理信息系统，确保有效识别、计量、监

测和控制银行业所面临的各类传统风险和新型

风险等。

与此同时，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密切跟踪

和积极配合落实国家重大战略，对沿海沿江沿

线经济带为主的纵向横向经济轴带和“一带一

路” 、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国家战略

实施， 以及重点领域重大工程项目建设等，不

断加大金融支持力度。 通过盘活信贷存量、优

化增量投向、科学利率定价等方式，主动配合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支持实施 《中国制造

2025》，加快处置“僵尸” 企业，加速淘汰落后

产能，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

业发展，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

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尚福林强调， 为引领我国银行业在复杂严

峻的形势下行稳致远，必须全方位加强监管。包

括推动落实资本和流动性等新监管标准； 健全

宏观审慎监管体系，推进系统重要性银行、逆周

期资本监管制度建设，提高系统性风险的预警、

评估和应对能力。 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银行业

金融机构处置和破产法律体系。 进一步加强金

融监管协调等。（陈莹莹）

上月PMI环比略升

制造业景气或温和改善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15年12月制

造业PMI为49.7%，环比上升0.1个百分点；12月

非制造业PMI指数为54.4%， 环比上升0.8个百

分点，创下年内高值，连续两个月呈现强劲扩张

势头。

从制造业PMI分项指数看， 出口订单指数

环比回升1.1个百分点至47.5%， 显示外需环境

或正在悄然改善；产成品库存指数下降0.6个百

分点，表明市场正在逐步出清。而原材料库存指

数回升0.5个百分点，说明上游原材料供应商已

敏锐感觉到下游需求启动，愿意提前增加库存。

供需两端库存“一升一降” 变化或预示制造业

出现阶段性复苏迹象。

12月非制造业PMI环比大幅上升， 这与近

期第三产业用电量等指标快速增长趋势相吻

合。 结合先行指标服务业和建筑业新订单指数

双双增长来看，未来一段时间内，非制造业将持

续处于景气区间。（任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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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举行第三次证券及期货监管合作会议

肖钢：A股市场将继续坚持改革开放

□

本报记者 王小伟

2015年12月28日，中国证监会主席肖钢与

台湾“金管会” 负责人曾铭宗共同主持两岸第

三次证券及期货监管合作会议。肖钢表示，大陆

A股市场在经历2015年异常波动的考验后，将

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取向，

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切实加强市场监管，促进大

陆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

双方进行了深入、坦诚的讨论，交流的主

要议题包括台湾股票市场信用交易的有关情

况；大陆放宽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有

关限制； 给予台湾地区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

投资者（RQFII）额度；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

架协议（ECFA）早收清单落实情况；两岸交

易所合作股价指数授权； 台湾方面放宽大陆

证券期货机构在台设立代表处、 放宽QDII额

度、放宽参股台湾证券期货机构有关限制等。

此次会议顺利举行， 对两岸证券及期货监管

机构保持良好持续的沟通和交流， 借鉴彼此

发展经验，具有重要意义。 双方同意，两岸资

本市场存在互补性与合作空间， 将通过不断

加强合作，促进两岸资本市场互利共赢、共同

发展。

北京楼市:暖冬氛围浓厚

□

本报记者 刘丽靓 车亮

新年伊始，北京楼市“暖冬”氛围浓厚。 一

边是部分新楼盘开盘即售罄， 一边是老楼盘封

盘等待调价。业内人士认为，去库存仍将是2016

年楼市调控重要方向， 楼市政策将持续支持购

房需求释放，成交量上涨仍会是大概率事件。同

时，受2015年成交高价地影响，五环内泛豪宅化

基本形成， 这也将在统计结构上提升北京整体

住宅价格水平。预计2016年“量增价涨” 将继续

主导北京楼市，但房价涨幅预计不会太大。

住宅新房量价齐涨

元旦小长假首日，位于北京通州运河CBD

的保利大都汇项目再次开盘，推出的75套精装

公寓开盘当天便全部售罄， 取得了单日销售3

亿元的傲人业绩。 销售人员表示，该项目从12

月中旬开始排卡，两周时间就达到200多张。

此外，2015年12月26日开盘的首创·伊林

郡，其推出的292套房源也已售罄。

“近期我们销量比较好， 除了一套160多平

方米的一层和200多平方米的顶层， 目前基本全

部签完，整体项目仅剩一栋楼，预计到2016年5、6

月开盘，房价将上涨到5.4万/平方米左右。 ”位于

北五环附近的某楼盘销售人员表示，附近的楼盘

近期基本售罄， 一些楼盘销售团队都已经解散，

在等待推新盘。2016年北五环附近的房子肯定都

直奔5、6万/平方米去了，现在刚需已经被挤出五

环，如果条件允许，有合适的房子就该赶紧下手。

据伟业我爱我家市场研究院统计，截至2015

年12月26日，北京全市住宅新房网签量（不含保

障房） 为102581套， 比2014年同期大幅上涨

36.7%，市场企稳回升；价格方面，北京全市新建

商品住宅（不含保障房）成交均价为27162元/平

方米，比2014年同期上涨9.9%。 如果剔除2015年

新入市的高端豪宅对房价影响，2015年新房成交

均价为26830元/平方米，同比上涨8.6%。

成交量方面， 北京五环外已是新建商品住

宅成交主战场，2015年五环外成交面积占比达

90%。 成交均价方面， 五环内价格涨幅较大，

2015年三、四环之间，以及四、五环之间成交均

价涨幅最大，分别上涨37.6%和46.4%。

亚豪机构认为，在2015年多项政策利好推

动下，很多项目均提前完成了全年销售任务，往

年一贯的年终促销活动因此显得有些沉寂。 尤

其某些房源库存有限的老项目， 由于周边地价

攀升， 促销力度较小甚至封盘惜售， 意图为

2016年涨价做准备。 从当前市场行情来看，春

节后房价上行大势难改。

豪宅项目销售火热

随着北京壹号院近日成交突破21万元/平

方米，北京豪宅市场已然跨入“黄金期” 。

2015年12月18日开盘的首开龙湖·天璞项

目，当天推出132套“平墅” 房源全部售罄，销

售额达到12亿元。

“去年11-12月， 公司别墅项目迎来了销

售小高峰，仅12月就卖出了7、8套，前期有个看

中1000平方米空中四合院的客户正准备过来

签约。 ” 位于立水桥附近的某豪宅销售人员表

示，项目是2012年开的盘，2014年售出40多套，

而去年全年就销售出90套， 尤其是去年5月份

以来项目销售热潮，目前该项目剩下房源中，有

两套单价是8万元/平方米， 剩余6套将溢价销

售，预计会达到10万元/平方米。

亚豪机构统计显示，2015年单价3万元-6

万元/平方米的中端产品成交占比高达27%，同

比上升9个百分点；单价6万元/平方米以上的高

端住宅产品实现成交2157套， 同比增长74%。

2015年北京实现成交“10万+” 的顶级豪宅项

目多达21个，比2014年增加6个，比2013年增加

了14个，顶级豪宅队伍在2015年进一步壮大。另

外，2015年北京豪宅市场单套最高成交价格为

20.3万元/平方米，2014年为14万元/平方米，

2013年则为14.8万元/平方米。 从2015年土地市

场特征来看， 预计高端市场所占份额还将快速

增大，“10万+”豪宅阵营也将继续扩大。

亚豪机构认为，2014年12月以来， 北京别

墅市场成交持续上扬，2015年“330新政” 以及

多轮降息政策刺激下， 涌现出大量的别墅置业

需求，经过前数月消化后，剩余部分也赶在年末

价格未大幅上调之前积极入市， 使得近期别墅

市场成交屡创新高。 2016年豪宅产品遍地开花

已成定局，高端市场必然出现供大于求。对于房

企来而言，2016年是面临严峻考验的一年。

伟业我爱我家集团副总裁胡景晖认为，前

几年政策限制致使豪宅项目库存压力较大，如

今政策放开、 供给释放，2016年豪宅将集中入

市；目前改善型需求偏向紧凑型、中低价，与豪

宅并不匹配，市场的消化能力有限。 因此，2016

年豪宅销售压力会加大， 在楼市整体库存较大

的背景下，房价涨幅也将有限。

二手房总体预期向好

从二手房市场来看， 近期亦出现交易量大

幅上涨、价格小幅上扬的特征。

“这两个月二手房成交量比较大，尤其12

月成交量猛增，价格也开始上涨。 ” 回龙观片

区某地产中介表示，元旦假期，每天每人都至

少带客户看房一次，片区优质户型、楼层都卖

光了，其他房型也开始加价出售。 有小区12月

就成交了30套， 业主报价也比前几个月高出

5%左右。

北京市住建委公布数据显示，2015年12月

31日北京存量房住宅签约1498套， 经计算，12

月北京二手房住宅网签量达到23096套，为

2015年网签量最高月份。 2015年北京全市二手

住宅网签总量为197816套，创近5年新高。

另据伟业我爱我家数据中心统计，2015年

北京各区域二手住宅市场表现出明显差异。 成

交均价方面，涨幅最高的区域依次有顺义区、西

城区、朝阳区、东城区、海淀区，涨幅均在5%以

上。 截至2015年11月，通州区二手房交易量为

11885套，较2014年同期大涨91.3%，创2010年

以来新高； 成交均价为22521元/平方米，较

2014年上涨5.3%。

胡景晖表示， 受多项政策利好影响，2015

年北京二手住宅市场全面复苏， 从全年市场均

价和总量情况来看，“量增价稳” 的特征十分明

显。在通州行政副中心开始建设，积分落户等利

好政策影响下，通州区二手房市场在2016年还

将小幅升温。 但基于严格的限购政策，2016年

通州区二手房市场交易量和房价双双大幅上涨

的可能性不大。

链家研究院李巧玲认为， 在房价上涨预期

和史上最宽松的信贷政策的双重作用下， 春节

前还将有部分客户入市购房。 预计2016年第一

季度，北京二手住宅市场总体预期向好。

2015年度基金收益和规模座次排定

基金总净值创历史新高

□

本报记者 徐文擎

2015年基金排名战最终尘埃落定。 易方达

新兴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夺冠， 年度收益

率达到171.78%，成为年度最赚钱基金；主动股

票型基金冠军则花落富国城镇发展， 年度收益

率达到104.58%。 另外，全年涨幅超过100%的

基金数量达到20只。

基金规模方面， 天相投顾数据显示， 截至

2015年底， 各类基金总净值规模达到8.40万亿

元，创出历史新高，较2014年的4.54万亿元上涨

85.02%。 其中，管理规模超过千亿元的基金公

司数量达到21家，占行业总体的20%。

20只基金年度回报超100%

天相投顾数据显示，年度涨幅超过100%的

20只积极投资偏股型基金中，混合基金占据了

19席。 除易方达新兴成长夺冠外，富国低碳环

保 （163.06%）、 新华行业灵活配置混合A

（160.38%）、长盛电子信息主题（155.4%）、浦

银安盛新兴产业（142.83%）、浦银安盛精致生

活（127.83%）、华宝服务优选（123.34%）、宝

盈新价值 （123.09%）、 大成中小盘 LOF

（117.84%）、益民服务领先（117.7%）则分列

混合型基金涨幅第二至第十名。

主动股票型基金排名方面， 除第一名富国

城镇发展收益在100%以上，另外九只基金的收

益则在65%-95%之间，分别是景顺长城中小板

创业板精选 （94.35%）、 申万菱信量化小盘

（LOF）（87.48%）、建信中小盘先锋（82.7%）、

上投摩根民生需求（81.9%）、汇丰晋信科技先

锋（80.14%）、汇添富移动互联（75.62%）、大摩

品质生活精选 （70.02%）、 建信改革红利

（69.77%）和富国高端制造行业（66.61%）。

另外， 海富通纯债A以25.84%的年度收益

获得纯债及一级债基的第一名； 华商双债丰利

A则以33.3%的收益拔得二级债基头筹；保本基

金方面， 华安保本以年度回报42.55%问鼎；而

年度收益非常接近的货币基金， 则由国金金腾

通A以4.51%跻身首位。

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数据显示，2015年股

票基金（含指数基金）平均上涨23.60%，其中主动

股票基金平均上涨46.90%， 混合基金平均上涨

42.31%，债券基金平均上涨9.43%，货币市场基金

平均上涨3.58%，QDII基金平均下跌3.09%， 其他

基金（黄金ETF）平均下跌7.29%。 在纳入统计的

703只主动投资股票方向基金中（剔除银河分类

中绝对收益目标基金）， 有9只基金年度收益为

负，跌幅最大的一只基金则下跌17.75%。从基金管

理人的整体业绩表现看，浦银安盛、富国、长信、银

河、中邮创业、摩根士丹利华鑫、汇添富、交银施罗

德和兴业全球等基金管理人2015年排名靠前。

千亿规模以上基金达21家

除业绩排名外， 基金管理人规模也颇受市

场关注。 天相投顾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底，公

募基金总规模达到8.4万亿元，创历史新高。

其中，天弘基金以6739亿元规模继续排名

第一； 华夏基金以5903亿元规模排名第二；易

方达基金以5760亿元排名第三，而且该基金四

季度规模增长大幅超过华夏和天弘；工银瑞信

基金以4430亿元规模排名第四。 另外，规模在

3000亿元-4000亿元之间的基金有嘉实基金、

南方基金、广发基金、建信基金；规模在2000亿

元-3000亿元之间的则有中银基金、汇添富基

金、 招商基金和博时基金； 规模在1000亿元

-2000亿元之间则包含富国、 华宝兴业等9只

基金。总体来看，包含联接基金，2015年千亿规

模以上的基金达到21家，比去年同期的13家增

加8家； 而且前20%的基金管理人合计规模达

到5.944万亿元，占公募基金总规模的70.74%。

值得注意的是，2015年规模绝对值增长最

多的花落易方达， 规模增长额达到3540亿元，

同比上涨159.46%。 另外，华夏、工银瑞信、南

方、广发、建信、中银、汇添富、招商、华宝兴业、

鹏华等基金管理人的规模增长也超过千亿元。

就单只基金而言， 截至2015年底，2689只

公募基金中， 共有114只基金规模超过100亿

元，这些基金绝大多数为货币市场基金，其中规

模超过1000亿元的9只基金被货币基金包揽。

东方资产改制

启动“关键步骤”

“根据国务院批复的东方资产公司改制

方案， 由财政部和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共同

发起设立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两家发起人的股东已经签署了发起人协议，

完成了验资的事项。 东方资产改制的关键步

骤已经在实施， 接下来将尽快向监管部门申

请市场准入， 获批以后的股份公司将很快完

成工商注册并挂牌。 ” 近日召开的银行业例

行新闻发布会上， 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副总裁

李欣向外界表示。

李欣介绍 ， 东方资产收购大连银行

50.29%的股份已获批准， 成为大连银行的控

股股东。 完成大连银行的收购后，东方资产将

成为金融全牌照机构， 形成母公司和子公司

良性互动、协调发展的格局。 子公司板块已经

涉足保险、证券、香港投行、信托、金融租赁、

普惠金融、互联网金融、投资、信用评级等多

个领域。 （刘国锋）

2015年新三板

总市值增长4.35倍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新三板

市场）公布的数据，截至

２０１５

年末，新三板挂牌

公司为

５１２９

家，是

２０１４

年末的

３．２６

倍；总市值达

２．４６

万亿元， 较

２０１４

年末

４５９１

亿元的总市值增

长

４．３５

倍。 目前新三板市盈率

４７．２３

倍。

截至

２０１５

年末， 新三板机构投资者数量

２．２７

万户，个人投资者

１９．８６

万户，分别为

２０１４

年

末的

４．８４

倍和

４．５２

倍。新三板挂牌公司行业分布

中， 制造业为

２７４４

家， 占比高达

５３．５％

排名第

一； 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为

１０１５

家，占比

１９．８％

排名第二；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

业公司

２１９

家，占比

４．３％

排名第三。

２０１５

年全年， 新三板成交金额

１９１０．６２

亿

元，换手率

５３．８８％

。 全年成交额从

３

月开始大

幅增长，成交最高的月份出现在

４

月，成交金

额达

３７３．１

亿元。 随着年中市场大幅降温，新

三板成交额在

９

月降至

７９．５

亿元的下半年最

低点，后两个月成交额再度回升至

２００

亿元以

上。 （据新华社电）

吴利军：未来深交所主要在六个方面布局

□

本报记者 张莉

深圳证券交易所理事长吴利军近日发表

新年致辞。 吴利军表示，未来深交所持续推进

监管转型，全力推进市场双向开放，在推进资

本市场改革发展、 转型提升自律监管体制机

制、丰富深市特色场内产品序列、加快跨境合

作、拓展平台渠道、加强自身管理与建设等六

方面进行努力。

吴利军表示，2015年深交所坚决贯彻党中

央、国务院战略部署，在中国证监会领导下，维

护市场稳定，推动改革创新，推进监管转型，服

务实体经济。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深化市场组

织、监管、服务基本职能，各层次板块市场运行

质量稳步提升，落实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服务国

家发展战略全局的能力进一步增强。

统计显示，截至2015年12月31日，深交所上

市公司1746家， 市值23.61万亿元， 成交总额

122.50万亿元， 深证成份指数较年初上涨

9.93%；上市基金476只，挂牌债券1457只，资产

证券化产品53只。 2015年，深交所完成深成指扩

容改造，启动深港基金互认，落实公司债改革，

建设“乐富基金超市” ， 推出白银LOF、 纳指

100ETF、鹏华前海REITs等创新产品。

吴利军表示，2016年是“十三五” 规划开局

之年，多层次资本市场改革发展面临新机遇。 深

交所将以全面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 十八届三

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为统领，认真贯彻落实中

央巡视要求和中国证监会统一部署，全面加强党

的建设，从严内部管理，强化安全运行和风险防

控，持续推进监管转型，全力推进市场双向开放，

以改革、创新引领发展，培育市场长期成长动力。

未来主要在六个方面布局工作。

一是贯彻落实证监会统一部署，推进资本市

场改革发展。 落实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各项要

求，深化创业板改革，推出创业板企业专门层次，

为新三板企业向创业板转板试点创造更好的条

件，恢复深市主板IPO发行，完善中小企业板承接

中小市值中概股回归；推进落实委托执法试点工

作； 推进实施股债分离方案； 积极推动深证

100ETF期权、沪深300ETF期权落地。

二是加强一线监管， 转型提升自律监管体

制机制。积极推进交易制度改革，探索不同市值

股票差异化交易机制； 完善适应不同板块层次

特点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监管， 根据风险特征

完善差异化监管；强化固定收益产品信用监管；

坚持从严、均衡和主动监管，摸清监管底数，规

划建设产品、市场运行风险监测平台，建设大数

据文本挖掘监管信息支持体系。

三是丰富深市特色场内产品序列， 加快产

品创新发展。 大力发展债券市场， 推进高收益

债、永续债产品发行，拓展可交换公司债券等股

债关联产品； 推动REITs等资产证券化产品在

实体经济重点领域发挥更大作用； 做大做强沪

深300、深证100、深市中小企业板、创业板重点

ETF产品，研发商品期货ETF等创新品种。

四是加快跨境合作， 在更高起点推进市场

双向开放互通。 积极争取“深港通”尽快启动，

推动香港互认基金在深交所LOF平台挂牌交易

和互认ETF基金在深港交易所交叉挂牌； 开发

跟踪境外核心指数、特色指数跨境基金，开展核

心指数交叉挂牌和信息服务； 建设境外信息共

享发布平台、境外投资服务平台、国际创新企业

社区。配合自贸区金融改革发展规划，建设前海

跨境金融产品交易平台。

五是拓展平台渠道， 积极培育市场长期成

长动力。深化服务广大投资者，提升信息公平对

称，完善增值信息服务，便利股东权利行使；提

高培育服务工作渗透度，全面深化辅导培训、研

究信息、共享互动和投融资对接；完善培育服务

工作覆盖面，建设分布式工作平台，整合创新股

本证券、固定收益、并购重组、持续融资以及全

链条产品业务推广； 倾斜支持实体经济重点领

域和薄弱环节， 服务农业产业企业和新型城镇

化建设，实施中西部、东北地区以及重点行业专

项服务计划。

六是加强自身管理与建设， 持续打造深交

所核心竞争力。提升战略管理，制定实施发展战

略规划，有序推进中长期目标任务；全面落实治

理要求，强化理事会和专门委员会职能作用，健

全会员大会常态化机制， 进一步扩大会员大会

决策范围， 拓展和提升会员大会作为交易所最

高权力机构的职能和地位， 建立会员意见收集

和反馈工作长效机制， 研究将境外机构纳入特

别会员范畴， 充分发挥会员在交易所规范治理

和改革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从严内部管理，

提高工作透明度，重点防控审核监管廉政风险；

夯实人才队伍和信息技术战略支撑， 实现新一

代交易系统上线和平稳启用， 保障各项改革和

创新顺利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