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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理财子公司入场

公募基金变局三大猜想

有人认为，以固收投资为特色的银行系公募基金公司将遭遇最直接

而猛烈影响；有人认为，非银行系公募面临的挑战会更甚；在过去三四年

中，与公募基金深度捆绑的互联网公司也会受到来自银行的冲击。 银行

理财子公司入场，关于公募基金未来变局的三大猜想，的确牵动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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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贬值双刃剑撬开“便宜世界”投资门

2018年，“空头魅影”始终游荡在非美元货币市场。就在土耳其、阿

根廷、南非等新兴市场国家货币暂归平静之际，澳元、纽元等商品货币却

竞相滑入对冲基金疯狂做空的修罗场。 如同货币具有两面性，货币贬值

同样具有两面性，在理性对待其不利一面的同时，还应看到其乐观的一

面：货币贬值打开了商品便宜世界的大门。对于资本市场而言，贬值这把

双刃剑同样可以掘出资产的黄金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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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股市重现“净吸金”

资金流向监测机构EPFR最新发布的周度数据显示，上周全球资金回流美

股，同时继续流入日本和新兴市场股市，欧洲股市资金流出也有所放缓。与此同

时，资金依然大幅流出主要债市，特别是美债市场资金流出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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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募基金三季度大手笔增持金融板块

公募基金三季报披露已落下帷幕。 金牛理财网统计数据显示，股票型基金

的股票仓位相比二季度末小幅提升。 从板块来看，金融股最受基金青睐；此外，

部分保险、银行以及地产、消费、生物科技等行业的股票也被基金增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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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价格变动启事

鉴于近期新闻纸价格持续上涨及本报版面增

加，本报社决定，对《中国证券报》2019 年定价做如

下调整：

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中国证券报》全年征订

价由 480 元 / 份调至 600 元 / 份；《中国证券报周末

版》全年征订价由 96 元 / 份调至 150 元 / 份；《中国

证券报》 周一至周六零售价格由 2.00 元 / 份调至

4.00 元 / 份。

敬请广大读者给予理解， 并欢迎对发行市场秩序

予以监督。

中国证券报有限责任公司

保险服务创新峰会暨首届中国保险业

金燕奖颁奖典礼在成都举行

□

本报记者 陈莹莹 欧阳剑环

作为2018天府金融论坛重要的专

业论坛之一，“保险服务创新峰会暨首

届中国保险业金燕奖颁奖典礼” 27日

在成都举行。中国财富传媒集团党委书

记、董事长葛玮在致辞中表示，保险业

40年的发展与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进

程紧密相连，从各方面看都取得了辉煌

的成就。 2017年，保费收入达到3.6万亿

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保险

市场。 站在这一特殊历史时点，中国保

险业将提供更优质的产品、服务，保障

民生，惠泽社会。

葛玮表示：“我们将认真听取社会

各方面特别是保险界的意见建议，完善

评选工作，让‘金燕’ 飞得更高更远，为

中国保险业健康持续发展添砖加瓦，为

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活美满

贡献力量。 ”

全国政协委员、 原中国保监会副

主席周延礼在主旨演讲中表示，40年

来， 保险业为推进国家经济发展、社

会进步做出突出贡献，创造了新的发

展模式，保险业服务不断创新，保险

业发展迈上新高度，进入新层次。 本

届论坛中首届保险业大奖金燕奖的

设置，将鼓励、支持、鞭策保险业的进

一步发展。

金燕奖评选活动由中国财富传媒

集团指导，中国财富网主办。 据主办方

介绍，保险业金燕奖推出的目的是以公

正、公平、公开的原则，对中国保险行业

做出第三方评价，激励保险业以改革创

新的精神，提供更优秀的产品、更优质

的服务。

据介绍，金燕奖评选以大数据分析

技术为基础，使用统计分析和建模研究

方法，对市场在售保险产品进行对比研

究、技术分析，覆盖90家保险公司、22

类3800多个保险产品， 以此确保评选

科学、权威。金燕奖评选重视机构评测，

将消费者满意度引入评选体系，一些奖

项完全通过公众在线投票产生，通过严

格的评选流程，确保能够准确、客观地

反映业界真实情况。 金燕奖既是行业

的，也是社会的。通过评选，可帮助消费

者发现优秀的保险公司和保险经理，识

别优质的保险产品， 更好地认识保险、

选择保险产品。

减税降费料有新动作

增值税社保费率酝酿下调

□

本报记者 倪铭娅 赵白执南

中国证券报记者日前从有关人士处

获悉， 在一系列减税降费政策推出后，更

大力度减税降费措施正酝酿推出，包括把

增值税税率从三档简并至两档同时下调

税率，以及降低社保费率等。

减税仍有空间

从相关部门最新公布的数据看，前期

推出的一系列减税降费措施产生的政策

效应正在加速释放。

财政部数据显示，9月份， 全国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和税收收入同比增速均创

下今年以来新低，国内增值税增速已由正

转负，同比下降1.2%。 国家税务总局数据

显示，前三季度，全国税务部门组织税收

收入（已扣减出口退税）112336亿元，增

长13.2%，其中，第三季度增长8%，比二

季度增速回落5.1个百分点。

“下一步减税空间可来自三个方

面。 ”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在

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一是财

政要过紧日子，主要是财政支出要压缩一

些不必要开支，把钱花在刀刃上。 二是要

优化支出结构，尤其要动存量。 中国财政

支出结构有诸多不合理的地方，而且带有

一定刚性，导致支出结构只能通过增量调

整。虽然调整存量难度大，涉及面广、阻力

大，但优化支出结构，必须动存量。中央近

期下发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

见，全面实施绩效管理，提高预算绩效，少

花钱、多办事，也相当于节省资金。三是加

强征管也能为减税腾挪出一定空间。通常

所说的减税是指制度性减税， 降低税率、

增加优惠。中国名义税率偏高的一个重要

原因， 是征管能力不是很强，“宽打窄

用” ， 实际征收过程中可能存在税收流

失、该缴的税没缴等问题。 如做到依法征

收，应缴的都缴上来，那么，降低名义税率

和税收优惠的力度就可大些。

“如果以上三方面能同时发力，减

税不会增加赤字、扩大债务。 ” 刘尚希

说，减税不仅体现在简单的技术操作层

面上，还应同改革结合起来，只有通过

改革才能真正为减税腾出空间，才能使

减税效果更好，使老百姓和企业有更多

获得感。 （下转A02版）

中国财富传媒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葛玮与获年度最受消费者欢迎奖的保险公司代表合影 本报记者 车亮 摄

986家A股公司前三季经营性现金流改善

有公司现金流恶化却大手笔分红

□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实习记者 傅苏颖

Wind数据显示，截至10月28日，1858

家上市公司在三季报披露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合计1.22万亿元，较上年同

比增长2.66倍。 其中，986家上市公司经营

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加。 专家

表示， 这说明上市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在增加，经营状况有所改善，也有部分

企业减少生产、去库存而现金增加的因素。

不过， 近期却有上市公司在现金流

状况不乐观情况下， 罕见推出大手笔分

红方案。 专家认为，这有可能使公司现金

流状况进一步恶化。

前三季经营性现金流改善

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

表示， 已披露的上市公司三季度经营现

金流比去年同期增长2.66倍，应该说是一

个好的现象， 表明上市公司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在增加，经营状况有所改善。

除金融业上市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净额金额最高的10家上市公司分别为，

中国联通、贵州茅台、华能国际、东方航空、海

螺水泥、中国核电、中煤能源、长城汽车、万华

化学、陕西煤业，其中多为能源行业。

以海螺水泥为例， 公司前三季度经

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206亿元，较

去年同期增加118.29亿元，主要是因为报

告期内公司产品价格上升、 销量增加导

致营业收入同比增加所致。

东北证券研究总监付立春表示，有

部分上市公司现金流改善， 就类似于海

螺水泥。 随着去库存和行业整合，使当前

水泥、 煤炭、 钢铁等行业集中度大幅提

升。 一些规模比较大的公司，因原材料价

格上游商品价格上升， 导致公司销售收

入和现金流情况大幅改善。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研究员赵亚

赟认为，上市公司现金流增多，而且比去年

同期高这么多， 可能与有些企业因缺乏市

场信心而减少生产和投资、清理库存有关。

两公司大手笔分红

每年年报中报季， 上市公司大手笔

分红送转往往是投资者期盼的 “重头

戏” 。 在今年上市公司披露三季报期间，

安记食品、 诚意药业两家公司推出分红

转增方案，实属罕见。

安记食品公告， 公司拟定2018年前

三季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总股本1.68亿

股为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6元（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01亿元。 诚意

药业也公告，以总股本8520万股为基数，

每10股转增4股，共转增3408万股。

对于此次三季报豪气分红的原因，

安记食品公告显示， 是鉴于公司2018年

前三季度良好的盈利水平，以及稳健的财

务状况。 数据显示，前三季度，安记食品

营业收入2.31亿元，同比增长27%；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3054.28万元，同

比增长16.14%。

不过， 安记食品现金流状况并不乐

观。三季报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为-1819万元，同比下降225%。

对此， 付立春向中国证券报记者表

示，此时分红确实有些不符常态，因为在

现金流状况不好的情况下，公司会选择暂

停、推延甚至取消分红等类似活动。 除非

企业未来有现金流大幅度流入，如外生企

业业绩超预期或是大增，或是外生并购重

组等使业绩大增和现金流入，否则企业现

金流状况面临的挑战可能会进一步加大。

在安记食品这份分红预案的背后，是

公司跌跌不休的股价和大股东股权质押

“步步惊心” 。（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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