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化不改多头格局

两融余额连创新高

两融资金活跃度仍在持续，Wind数据显示，截至18日，沪深两市融

资融券余额报9837.40亿元，再度刷新2019年以来最高纪录。 从细分

领域看，当天仍有接近半数申万行业板块遭遇融资净流出，且汽车、金融

等近期涨幅靠前的板块净流出金额纷纷靠前。 业内人士预计，两融情绪

整体乐观背景下，股指单边下行趋势料较难成行，但融资阵营分化将弱

化财富效应，短期行情维持折返跑概率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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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时赚几千上万元

“专家网络”点石成“金” ?

“4.19” 魔咒并未如期而至，有人将此归功于市场信心的增强。 市

场的火热同样带动研究中介的行情升温，一种类似专家库的信息服务正

在公私募等机构间流行。“其实这种‘专家网络’的服务一直有，最早在

美国及香港地区等成熟的资本市场开始流行，在国内也不算新鲜事。 ”

某知名三方研究机构人士称，“不过这类服务的底线是合规， 超越这条

底线，盈利的基本逻辑就不存在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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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刊启事

根据国家有关2019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和沪深交易所

2019年“五一” 休市的规定，本报5月1日至5月5日休刊，5月6日恢

复正常出报。

本报编辑部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强调

大力推进符合条件期货公司A股上市

□

本报记者 徐昭

4月21日，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

在第十三届中国期货分析师暨场外衍生

品论坛上表示，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大

力推进符合条件的期货公司A股上市，

提升机构整体实力，培养行业中坚力量。

方星海认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正

处于转型升级的攻关期。与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需求相比， 期货市场在制度供给、市

场建设、投资者结构、服务能力等方面还

存在不少短板和不足。这就需要证监会认

真贯彻落实党中央的要求，积极推动期货

市场自身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补足短

板，完善结构，增强能力，发挥功能。

第一，针对短板，加强供给。 首先要

增强期货市场法律法规等基础性制度供

给。 与期货市场迅速发展的实践要求相

比， 目前我国期货市场的法治化进程还

相对滞后。近几年《期货法》立法工作一

直在持续推进，最近加快了步伐。下一步

证监会将积极配合《期货法》立法工作，

夯实市场法治基础， 适应期货市场对外

开放和场内外市场快速发展的需要。 同

时还要不断完善交易所、 期货公司相关

管理办法， 进一步研究场外衍生品业务

监管规则，统筹推进场外市场建设，规范

市场运行和机构经营。

其次要进一步丰富风险管理工具，

扩大市场规模。 近两年，我国期货市场品

种上市速度明显加快。 但与实体经济巨

大的保值需求相比，（下转A02版）

资管新规落地周年：金融机构风险显著收敛

新规监管细则将完善

□

本报记者 彭扬 欧阳剑环

“风物长宜放眼量” 。资管新规落地

即将满一周年。在这一年中，金融机构着

力开展整改和业务转型， 相关风险显著

收敛， 不规范的影子银行业务得到初步

遏制。监管部门陆续出台相关配套细则。

展望未来， 备受关注的资管市场将进入

新阶段。

业内人士表示，要保持战略定力，把

握政策执行的节奏和力度， 推动资管业

务有序平稳转型。 建议适时适当调整宏

观审慎评估体系（MPA）考核规则，减

轻商业银行资本补充压力， 标准化债权

类资产认定办法、 理财子公司净资本管

理办法等细则亟待出台。

尚存空白 多项配套细则待出台

作为资管行业的总纲， 资管新规推

行近一年来成效显著， 包括通道业务和

非标已出现快速回表， 部分行业打破刚

兑。 但是，资管新规在统一监管标准、规

范资管业务的同时， 也在一些细分领域

留下空白，需进一步完善监管规定，出台

相关配套细则。

在新时代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潘向东

看来， 目前新产品发行进度明显低于市

场预期， 需要明确净值化新产品发行指

南。 建议统一公募产品资管门槛，尤其需

进一步明确信托公募产品门槛是否与公

募理财相同。

从银行业看，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

室副主任曾刚认为，（下转A02版）

公司名称

科创板基金

（只）

科技创新基金

（只）

广义科创板基金

（只）

易方达 5 1 6

万家 2 3 5

嘉实 2 2 4

广发 2 1 3

华夏 2 1 3

鹏华 1 2 3

中欧 1 2 3

招商 1 2 3

部分公募科创板基金申报情况表

数据来源/证监会、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 截至4月19日

匹配标的供给 公募欲对科创板基金做“减法”

□

本报实习记者 余世鹏

记者 张焕昀 徐文擎 李惠敏

自科创板相关政策落地以来，公

募基金一直在“摩拳擦掌” 。 但是，随

着相关细则陆续落地， 出于科创板市

场初期容量有限与投资风险约束考

虑， 一些公募基金认为有必要在策略

上做 “减法” 。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

到，为更好匹配科创板投资供需关系，

已有部分基金公司表示可能撤回部分

不必要的科创板基金申请。

考虑主动撤回申请

证监会官网数据显示，目前，30多

家公募机构申报的科创板基金已达82

只， 获得一次书面反馈的达65只。 另

外，根据相关政策要求，监管部门允许

现有可投资A股的公募基金投资科创

板股票， 主要是权益类股基、 混基和

2018年成立的6只战略配售基金。中国

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数据显示，截至2

月底，公募基金资产规模达14.29万亿

元。 其中，股混基金及可投股票的其他

类型基金资产规模约有4万亿元，可投

向科创板股票。

分析人士认为，4万亿元只是整体

可投规模，既包括投向非科创板股票的

科技创新类标的，也包括投向科创板股

票的。 后者的投向比例还不能准确估

计，但预计初期比例不会太大，

（下转A02版）

剑指垫资开户合谋报价

监管层要求券商严把科创板开户关

□

本报记者 郭梦迪 万宇

中国证券报记者日前从多家证券

公司获悉，包括广东、江西等在内的地

方证监局近日向辖区内证券公司下发

《关于配合上交所做好科创板相关准

备工作的通知》。 此外，青岛证监局官

网也挂出《关于做好科创板有关准备

工作的通知》。 中国证券报记者注意

到，监管部门通知要求，各证券公司要

严格审核投资者科创板开户条件，做

好客户适当性管理， 强化客户资金来

源核查，严防“垫资开户” 。

北方某券商相关业务人士告诉中

国证券报记者，严防“垫资开户” 是对

投资者负责的行为， 券商应把好“开

户” 关，在开户环节向客户充分阐释科

创板可能的风险，提示投资者科创板和

A股其他板块的区别。

各地方证监局纷纷表示， 将在科

创板开市前，重点对投资者适当性、内

控制度和业务流程、 信息系统等方面

准备情况开展专项检查。

强化客户资金来源核查

具体看来，青岛证监局要求，证券

公司要规范“开户” 环节营销行为，严

禁过度营销。“目前，在科创板开户环

节，个别证券公司存在争相营销宣传、

片面夸大市场机遇的现象， 对科创板

的不同风险属性宣传不足。 行业要强

化自我约束， 加强从业人员营销行为

管理，杜绝非法过度营销。 ”

青岛证监局指出， 要切实做好投

资者教育工作。 应当全面客观解读政

策规则，及时为投资者答疑解惑，通过

多种渠道和方式帮助投资者了解科创

板及注册制的积极意义、 运行机制和

制度安排， 为投资者提供客观专业的

投资者教育服务， 做好投资者的预期

引导，防止过度投机炒作科创板。

深圳某证券公司广州一营业部工

作人员介绍， 针对开通科创板账户的

个人客户， 公司要求资产方面达到20

天日均资产50万元的要求。 客户还需

完成一份科创板的测试， 这套试题包

括10道左右的科创板相关问题。 只有

通过该测试， 客户才有资格开通科创

板账户。 他还介绍，无论是手机开通科

创板账户还是到营业部现场开通科创

板账户， 客户都会被要求阅读风险提

示书。

中国证券报记者注意到， 广东和

青岛证监局在通知中均提及严防“垫

资开户” 。例如，广东证监局要求，要严

把“开户关” ，做实风险揭示，具体来

说， 各证券公司要严格审核投资者科

创板开户条件，做好客户适当性管理，

强化客户资金来源核查，严防“垫资开

户” 、捆绑开通融资融券交易权限等违

规行为发生。 从业人员要做实风险揭

示， 把科创板的风险特征给客户讲清

讲透， 禁止诱导客户从事与其风险承

受能力不相匹配的交易。

跟投与保荐要相互制衡

广东证监局下发的通知提到，各

证券公司要严格执行投行业务内部控

制指引，严守三道内控防线。 准确把握

科创板的定位和精神， 严把申报项目

质量关。 组建科创研究团队开展有效

的公司价值研究， 向投资者提供定价

参考， 定价及配售中重点关注长期投

资者报价情况， 充分考虑发行人的长

远利益。（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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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资管新规落地将满一年。 在这

一年中，资管新规成效如何？百万亿

元规模的资管行业出现哪些新变

化？资金流向有哪些新趋势？一系列

的问题牵动着资管市场的“神经” 。

为回应市场关切， 本报推出资管新

规周年系列报道，自今起陆续刊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