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转债名声大噪 无奈性价比下降

上证综指临近3000点，作为分享股市上涨红利的“利器” ，转债行情愈发

火热。 27日转债市场成交接近百亿元。 机构人士认为，尽管转债整体有望随A

股继续上涨，但短期连续大涨后，防御性有所减弱。

货币环境渐宽松 全球股市缓慢爬升

在流动性充裕和风险偏好提升带来的估值修复下， 全球股市持续缓慢上

涨，市值大幅增加，部分市场股指2019年以来的涨幅超过两位数。 从全球资金

流向来看，据资金流向监测机构EPFR数据，截至20日，今年以来新兴市场股

票型基金受欢迎程度远高于发达市场股票型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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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银行担保物基本信息描述规范》发布

范一飞：加大金融标准尤其是产品服务标准供给

□

本报记者 欧阳剑环

《商业银行担保物基本信息描述规

范》金融行业标准发布会27日在京召开。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金标委主任委员范

一飞表示，《商业银行担保物基本信息描

述规范》 总结了我国商业银行担保物管

理的先进经验，统一了担保物描述基准和

风险管理的“工作语言” ，为我国信贷业

务精细化管理和产品服务创新提供了支

撑，是金融标准支持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有

益探索。

范一飞表示，《商业银行担保物基本

信息描述规范》 不仅有利于提升银行间

和跨行业担保物基本信息共享和互联互

通，而且为信贷领域探索金融科技和监管

科技应用奠定了基础，为实现同一条件下

同物同描述、同物同规则、同物同价值以

及消除金融隐性壁垒、落实金融对不同性

质经济体一视同仁政策提供了有力支持。

范一飞指出，近年来金融标准化工作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秉持

“金融标准 为民利企”的宗旨，全面实施

金融标准化“十三五” 规划，制定发布金

融国家标准、行业标准87项，在支持金融

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

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范一飞强调，金融标准化相关部门和

人员要以 “完善金融服务、 防范金融风

险” 为重点，进一步增强金融标准化工作

的使命感，加大金融标准尤其是产品服务

标准供给，强化金融标准实施，支持商业

银行通过数字化建设和业务创新减轻对

抵押担保的过度依赖， 促进缓解民营企

业、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以充

分发挥金融标准对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基

础、支撑和引领作用，助力金融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

建设银行行长王祖继表示，《商业银

行担保物基本信息描述规范》 的发布实

施建立了全社会担保物的基本信息规

范， 有效支持和完善了金融基础设施建

设。 建设银行作为担保物标准的主要起

草者，持续加强全面主动风险管理，积极

探索担保物集约化管理机制， 强化授信

业务关键环节的岗位制衡和风险管控，

构建了专业化、 全覆盖的风险缓释管理

体系。 未来将继续坚持将服务实体经济

发展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有机结合，贯

彻落实中央支持发展民营企业、 普惠金

融、“三农” 业务等政策要求，切实解决

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

国家开发银行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增发2018年跨市场第四期1年期和第

五期3年期固定利率金融债券分别为40亿元和40亿元，承销团于2月27日进

行投标，确定中标价格分别为101.92元和103.06元。欢迎境内外上市的中资

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基金以及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开立了证券账户的其

他机构积极参与分销。 分销后的金融债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托管，并于2019年3月5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市场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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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主席易会满回答中国证券报记者提问：

将认真评估科创板改革创新效果

统筹推进创业板新三板改革

□

本报记者 徐昭

证监会主席易会满27日在回答中

国证券报记者提问时表示，证监会将认

真评估推出科创板以后改革创新的效

果，并统筹推进创业板和新三板改革，

更好地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服务。

科创板核心在于制度创新和改革

在国新办举行的 “设立科创板并

试点注册制” 新闻发布会上，中国证券

报记者提问：科创板的设立将进一步完

善我国资本市场体系， 科创板与创业

板、新三板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下一步

如何深化创业板和新三板改革？

易会满表示，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

册制是一项重大制度创新。 这项工作

做好了，对于资本市场的各项改革都是

非常大的一个推动，需要坚决地、稳步

地推进。科创板和现有的主板、中小板、

创业板以及新三板都是多层次资本市

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科创板主要

在发行、上市、信息披露、交易、退市等

方面做了非常多的制度创新，在很多方

面有很大突破。

易会满强调，科创板不是一个简单

的“板” 的增加，它的核心在于制度创

新、在于改革，同时进一步支持科创。

证监会将认真评估推出科创板以后改

革创新的效果，并统筹推进创业板和新

三板改革，更好地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

供服务。

易会满表示， 到证监会工作刚满一

个月，还是资本市场的一个新兵。从市场

参与者到监管者，角色转换挑战很大，如

履薄冰，不敢有丝毫懈怠，唯恐辜负中央

的信任和大家的期待。当然，大家的期待

也是自己加强学习、做好工作的动力。这

段时间，一方面抓紧熟悉情况，加强调查

研究；另一方面，增进部门协作，共同维

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是党

中央国务院交给我们的重大改革任务，

对于支持科技创新、推动经济高质量发

展、推进资本市场市场化改革和加快上

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具有重要战略意

义。 ”易会满说，前期，证监会已发布实

施意见，上交所正根据征求意见情况对

相关业务规则进行完善。 证监会的两

个办法28日将结束征求意见。 总的看，

各项工作进展比较顺利。 下一步，证监

会将继续扎实细致地做好准备工作，推

动这项重大改革有效落实落地。

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作用

针对科创板如何更好地发挥市场

机制作用的问题，易会满说，除了证监

会和上交所要更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

更多的是需要各市场参与方齐心协力，

共同把创新的事情真正做好。 （下转

A02版）

耕好科创板“试验田” 开启改革新篇章

———“资本市场改革发展新机遇”系列评论之四

□

本报评论员

春风化雨。 一场必将深刻影响我

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资本市场重大改

革，已然踏上新征程。 昨日，中国证监

会主席易会满在国新办发布会上向中

外媒体作出承诺： 设立科创板并试点

注册制是一项重大制度创新， 需要坚

决地、稳步地推进。 科创板相关办法征

求意见将于2月28日结束，一系列制度

建设正紧密锣鼓地推进， 科创板的脚

步越来越近了。

“牵一发而动全身” 。 设立科创板

并试点注册制，既是一项重要领域和关

键环节的精确改革，也是对资本市场诸

多现有规则的突破，其结果，必将为提

升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和国际

竞争力闯出一条通途。

科创板是撬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杠杆。 正如易会满所言，设立科创

板主要目的，是增强资本市场对实体经

济的包容性， 更好地服务具有核心技

术、行业领先、有良好发展前景和口碑

的企业，通过改革进一步完善支持创新

的资本形成机制。 可以预见，科创板将

显著增强资本市场对创业创新企业的

支持力度，极大激发风险资本对高科技

企业的孵化功能，大力培育经济活动中

的创新基因，发挥撬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杠杆作用。

科创板是提升资本市场竞争力的

重要支点。作为资本市场一项重要的增

量改革， 科创板既是对审核、 注册、发

行、 交易等各环节现有规则的颠覆，也

是对资本市场服务科技创新短板的补

齐，对资本市场基础制度的完善，更是

对经济金融共生共荣的生动注脚。一系

列制度、规则与国际接轨，一大批科创

企业生根发芽，将极大丰富我国上市公

司的代表性，增强对境内外投资者的吸

引力，完善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并显

著提升我国资本市场的竞争力。

科创板更是一块 “破旧立新” 的

“试验田” 。 尽管监管部门已经充分听

取市场各方意见，认真研究论证制度规

则设计，但作为一个新生事物，科创板

在运行过程中仍然可能出现诸多意料

之外的问题，科创板重大作用的发挥还

面临方方面面的制约。 比如，科创企业

存在技术迭代快等风险，科创板定位可

能存在理解上的不一致，制度设计存在

磨合风险等。 对此，市场各方应有充分

的心理认知，并提高对改革试点的容错

度。多一些包容，多提建设性意见，群策

群力，耕种好这块“试验田” 。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 在敬畏

市场、敬畏法治、敬畏专业、敬畏风险的

理念下， 资本市场新一轮改革发展，将

以科创板为突破口，激发新气象，绘就

新篇章。 在这个早春季节，改革的冲锋

号已经吹响。 我们期待着，科创板这艘

满载着服务创新经济、提升国际竞争力

理想的改革号巨轮，扬帆启航，劈波斩

浪，驶向无限可能的深蓝。

中国证监会主席易会满27日在国新办举行的“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新闻发布会上回答中国证券报记者徐昭提问。

本报记者 车亮 摄

A08�市场新闻

看多预期不变 两融余额十二连增

近几日大盘连续上攻3000点未果， 折射市场判断发生一定分歧。

不过，从资金面来看，作为场内“嗅觉” 最为灵敏的融资客，对后市预期

仍然偏向正面。 Wind数据显示，本周二沪深主板双双收跌之际，两融余

额不减反增，收报7935.13亿元，实现十二连增。 除休闲服务板块当天

遭遇1.03元融资净流出外， 其余27个申万一级行业全部实现融资净流

入，并且当天净流入金额超过10亿元的板块多达17个。

完善法规体系

信托业转型路径渐明晰

中国证券报记者27日获悉， 监管机构计划调整和完善信托业务分

类体系，将划分为资金信托、服务信托、公益信托三大业务板块；《信托

公司资金信托管理办法》和《信托公司资本管理办法》等配套法规近期

有望推出；《信托法》的修订、《信托公司条例》的出台也将在年内积极

推动。 业内人士预计，伴随着去通道的推进、刚兑的打破、销售规范性的

加强，信托公司将更加平等地同其他资管机构展开竞争。

A02�财经要闻

北上资金加仓蓝筹和“成长”

27日沪深两市宽幅震荡， 题材股分化明显。 食品饮料行业表现稳

健。 作为外资最为偏好的板块，Choice数据显示，该板块北上资金全天

净流入52.57亿元。 分析人士表示，随着A股国际化进程加速，外资将逐

渐成为A股市场的一股重要资金来源。 A股的低估值和成长性在全球范

围仍具有较大吸引力。

A08�市场新闻

A04�海外财经

港股市场做空机构再度“冒头”

港股市场中的新高教（02001.HK）和中国中药（00570.HK）近

日连遭空头“狙击” ，成为2019年港股市场头两家遭机构做空的个股。分

析人士称，内地公司缺乏应对做空的经验，且市场上针对港股公司的研究

力量发展迅速，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港股小型做空机构快速“冒头” 。

A09�期货/债券

你方唱罢我登场 股债对垒戏未尽

趁着股指冲击整数关口未果，27日债券现券和期货双双小幅反弹。

2月以来，债市承压走弱，股债跷跷板得到充分展现。 分析人士指出，考

虑到政策面和基本面趋势尚未扭转，面对股市走强，债市虽不至于伤筋

动骨，但会面临更多不确定性和波动风险。

A02�财经要闻

央行：推动金融机构资管业务

有序整改平稳转型

央行网站27日消息，人民银行2019年金融稳定工作会议21日在成

都召开。会议部署2019年金融稳定重点工作，将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

攻坚战向纵深推进。会议指出，2019年金融稳定面临更加光荣而艰巨的

任务，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平衡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控制

重点领域信用风险。 稳妥化解影子银行风险，推动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

务有序整改和平稳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