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阎庆民：CDR将很快推出

□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3月15日，证监会副主席阎庆民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中国存托凭证（CDR）将很快推出，将选择一批新经济或者

说“独角兽”的企业。

阎庆民表示，CDR是解决两地法律管辖不一样、解决跨境监管

等问题的有效措施，有利于海外已上市、海外退市企业回A股上市。

对于如何判断“独角兽”企业，阎庆民指出，这需要多个部委共

同筛选，科技部、工信部有技术参数，需达到标准，涉及工业互联网、

人工智能等。

业内人士介绍，CDR制度是指境外上市公司将部分已发行上

市的股票托管在当地保管银行，由中国境内存托银行进行发行并在

A股上市，供A股投资者买卖交易的一种投资凭证。

3月6日，阎庆民在回应海外新经济企业回归适合A股IPO还是

CDR方式时表示，CDR的方式更合适，是国际惯例。

3月15日，“上交所发布” 在回答如何引导市场资金 “脱虚向

实” 的问题时表示，2018年上交所将聚焦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

新模式企业，加强加快优质上市资源培育，突出对BATJ类、“独角

兽”企业的上市服务。

全国人大代表、深交所总经理王建军此前表示，证监会和交易

所都在抓紧推进新经济、“独角兽” 企业在境内发行上市的试点和

准备工作，交易所层面的准备工作已经基本完成。

此外，关于北八道集团巨额罚单问题，阎庆民15日表示，现在

是严监管，当然要重处罚，这是肯定的。

本报记者 车亮 摄

■

华夏基金特约之中国公募基金20周年系列报道·社会责任篇

不忘初心 基金业积极践行社会责任

□

本报实习记者 李惠敏

20年风雨兼程， 中国公募基金行业

在严格履行管理受托资产职责的同时，还

通过多种方式回馈社会，积极践行社会责

任，体现了公募基金人的情怀和担当。 随

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追求长期价值增

长、兼顾经济和社会效益的社会责任投资

理念在基金行业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ESG投资方兴未艾。

资本温情 多措并举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数据显

示，截至2017年12月底，公募基金管理人

已发展至128家， 包括113家基金管理公

司、13家证券公司、2家保险资产管理公

司。 公募基金数量达到4841只，公募基金

管理机构管理的公募基金资产合计11.6

万亿元。掌管巨量社会资产的公募基金公

司在绿色环保、支持教育等方面积极践行

社会责任。

在支持教育方面，从建立教育基金会

到捐赠希望小学，从参与实地助教到帮助

贫困学生， 公募基金公司既出钱又出力，

全方位为我国教育行业做出贡献。 2007

年易方达基金发起中国基金行业第一家

公益型慈善基金会———广东省易方达教

育基金会；嘉实基金自2009年起，在各个

国家级贫困县出资支持教育培训项目，直

接受益约22285人，间接受益超过251770

人；兴全基金为偏远地区600所学校中小

学教师提供素质教育课程培训； 华商基

金、广发基金、招商基金、国泰基金、汇添

富基金、泓德基金等也都为教育行业出资

出力。

在绿色环保方面，据中国证券投资基

金业协会统计， 截至2016年底，106家受

调研基金公司中， 有70家公司开展了专

门的电子对账单推广活动，95家基金管

理公司建立了节水节电节约用纸等绿色

办公制度。 除绿色办公外，建信基金、上

投摩根、兴全基金等为保护森林资源，支

持绿化环保工作，向中国绿化基金会捐款

用来植树造林。

公募基金公司除在教育、环保等方面

开展公益活动，也在不断探寻践行企业社

会责任的创新模式。 鹏华基金联合深圳

信息无障碍研究会为旗下互联网理财平

台A加钱包搭建信息无障碍功能，于2017

年12月12日正式上线， 成为中国基金业

第一个信息无障碍理财APP。信息无障碍

理财APP的推出， 预计可满足中国约

1700万视觉障碍人群、7000万读写障碍

者和65岁以上老人的专业理财需求，这

是公募基金行业向特殊群体提供理财服

务的一次先锋行动。

不仅如此，公募基金管理公司在投资

者教育方面也持续投入。据中国证券投资

基金业协会统计，91家公司共计投入

10918.2万元。在政府责任方面，不断完善

基金公司内控合规架构、 日趋严密制度、

进行多样化守法合规培训、积极履行纳税

义务。在员工责任方面也严格落实劳动保

护和社会保障。

践行社会责任投资

中国公募基金业在社会责任投资方

面也在不断探索。 目前，正在运作的社会

责任基金长期业绩表现优于同期指数，社

会责任也被提到基金业发展中更重要的

位置，越来越多的基金公司将社会责任纳

入投资决策环节。（下转A02版）

屠光绍：对外投资需更多“中国视角”

中央汇金要继续为促进国内资本市场稳定发展发挥好积极作用

□

本报记者 陈莹莹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总经理（简称“中投公司” ）屠光

绍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这也对中国

的海外投资提出了新任务，海外投资需

要更多“中国视角” ，促使对外投资真

正转化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

支撑。

他还透露，中投公司的对外投资结

构会持续调整，将增加另类投资和直接

投资的比重。 另外，中央汇金也要坚持

好自身定位，继续为促进国内资本市场

稳定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对外投资资源应转化为中国

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支撑

中国证券报：正如您所说，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投公司正

在开启第二个十年发展历程。作为中国

的主权财富基金，中投公司的第二个十

年是如何规划的？

屠光绍： 中投公司通过十年的发

展， 已经建立了一个基础性的架构：一

是它有了一套较为完善的管理体系、运

营制度；二是聚集了一批人才，培养了

一支稳定的、专业化的、国际化的团队；

三是已经形成了一个国际、国内联动的

投资网络； 第四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中投公司十年的海外投资经验，成

为我们下一步发展的重要基础。

目前中投公司是“1+3” 的框架，

即中投公司下设三个子公司，分别是中

投国际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投

国际” ）、 中投海外直接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中投海外” ）和中央

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

央汇金” ）。

十年前，为应对我国外汇储备增加

很快的状况，中投公司应运而生，成为

国家外汇储备多元化经营的一个重要

力量。 和十年前相比，国内外经济金融

形势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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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7�基金新闻

创业板ETF份额重拾升势

资金青睐“创蓝筹”

经历了连续两周的净赎回之后， 本周创业板ETF总份额连续攀

升，并创下阶段新高。 业内人士指出，总份额回升的背后，是部分资金

借道ETF布局创业板，其中，创业板50ETF更受追捧，表明资金看好

“创蓝筹” 。

把握新机遇 新金融担当新使命

□

本报记者 陈莹莹 彭扬

两会期间，多位代表委员认为，新时

代金融业发展面临新机遇，也肩负着服务

高质量发展的新使命。 随着监管的完善、

结构的优化、现代金融体系的建立，金融

业将展现新面貌。 在此过程中，防范系统

性风险仍是监管层的重点目标。

金融业改革持续深化

改革将是新时代金融业的主题，这将

为金融业发展开创更多的新机遇。一方面

是过去发展模式的纠偏，一方面是新发展

路径的探索，而构建现代金融体系则是政

策所向。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

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此前接受中国

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按照现代经

济体系和现代金融的标准来衡量，中国金

融业面临新挑战。一是外延式扩张模式已

至末路。二是发展环境将彻底改变。随着

经济新常态长期持续，金融业制度性利差

的优势一去不复返，今后要突出以客户需

求为导向，以服务创造价值。 三是实体经

济存在严重的供需结构性失衡，金融业自

身也有结构性失衡，实体经济与金融运行

之间循环不畅。

而在追求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要求下，

金融业的上述短板亟待通过深化改革来

弥补。其中，完善金融结构是重要内容。全

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

认为，优化我国的宏观融资结构，仍是一

个非常急迫和责任重大的任务。只有它的

结构更加合理，才能避免或缓解我国不断

出现的宏观债务周期，才能更好地支持我

国实体经济的结构性优化和发展。

在此方面，提高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

融资比重是未来政策的一大着力点。而资

本市场将是主战场。 全国政协委员、申万

宏源证券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杨成长认

为，要推动股权融资更加均衡，这就为资

本市场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如何

让多层次资本市场都能具备股权融资的

能力，而不是仅仅依赖于沪深交易所的主

板、中小板和创业板。因此，要切实提高新

三板、 地方股交中心等市场融资能力，解

决非上市企业的融资难问题。

同时， 金融业改革发展中更要及时

弥补监管短板。 从加强金融精细化监管

的角度来看，全国政协委员、交银施罗德

基金公司副总经理谢卫表示， 一是监管

政策需要科学预判。 要不断研判经济金

融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趋势，并做出

及时的应对。 二是监管政策要保持定力。

任何一个监管政策的出台既要着眼当

下，也要兼顾长远，给被监管者一个明确

的预期。三是谨慎使用窗口指导。四是提

升监管的技术手段。 当下金融业务相互

交织，错综复杂，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

能等技术已经深度嵌入金融领域， 金融

市场的繁复程度远非以往。 五是监管人

才需要优化。

服务实体经济是主线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构建现代金融体

系也是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迫切要求。这

内在地要求金融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

源。 （下转A02版）

IPO变局 有人欢喜有人愁

IPO生态正处于新一轮变局中。 分析人士认为，伴随IPO审核制度和退市

制度的不断完善，“带病” 企业将逐步退出， 优质企业登陆A股将得到更多便

利，未来IPO将呈现“拥抱新经济”和“质重于量”的特点。

CDR破冰在即 三板块现掘金良机

时下“独角兽” 、中概股回归已是最能牵动市场神经的话题。市场分析人士

表示，CDR破冰在即，龙头券商、具有业绩支撑的受益“独角兽” 上市的公司，

以及A股已上市的新经济细分领域龙头三个板块将迎来投资机遇。

A08�公司新闻

204家公司去年净利增长

Wind数据显示，截至3月15日晚中国证券报记者发稿时，沪深两市

249家上市公司发布了2017年年报，净利润合计为1454.41亿元，同比

增长52.24%。其中，204家公司实现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从行业方面

看，有色、钢铁、化工等周期性行业增长明显。行业持续回暖，相关产品价

格上涨，企业加强管理、降本增效，成为业绩增长重要驱动力。

A05�海外财经

企业盈利改善 恒指反弹或持续

今年以来，恒指走势跌宕起伏，目前市场出现企稳回升态势。分析人

士表示，市场目前一方面受美股回暖带动，另一方面因为港股市场进入

业绩密集发布期，港股行情逐渐重新回到自身的牛市逻辑主线，即低估

值加上企业盈利改善。相信近期核心资产盈利改善将成为推动港股市场

重返上升通道的主要动力。

A11�货币/债券

季末存扰动 资金面料“晴转多云”

3月中旬以来， 为对冲税期等因素影响， 央行公开市场操作（O-

MO）连续净投放，“填谷” 策略下资金面维持宽松，代表性的DR007

利率回落至2.87%。 市场人士指出，临近季末，流动性宽松期将告一段

落，随着美联储加息、MPA考核等扰动因素增多，季末流动性可能边际

收紧。 但随着央行对于货币政策调控精准性与灵活性继续增强，流动性

总体水平将更为稳定。

A12�衍生品/期货

“挺油派” 分化 激辩油价变盘点

3月份以来，在美元低位反弹、美国产量持续增加两大“拦路虎” 面

前，原油期货高位回落，眼下再一次进入60美元/桶关口的争夺战。 本

周，美国EIA数据再次搅动油市。分析人士表示，美国原油库存增幅超预

期，但馏分油和汽油库存降幅超预期，数据喜忧参半，油价料将步入夹板

行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