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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金融资产配置

步入加速期

□

本报记者 昝秀丽 �

近期， 公私募基金发行规模飙升，“日光

基” 频现，前5个月新成立基金发行份额同比翻

倍，权益类基金是其中的主力；险资也在提高权

益投资比例，增配金融资产趋势明显。境内居民

也不断增加金融类资产配置。

资本市场“深改”将畅通各类资金入市渠道，

提升交易活跃度， 低利率环境等将为居民增配金

融资产提供更多机会。综合多方面因素考量，未来

居民资产配置仍将呈现增配金融资产的趋势。

首先，资产管理、财富管理市场有望加速扩

容。 一是居民储蓄增加以及中国高净值人群的

财富增长较快，资产配置需求提升。二是券商分

类监管规定增加财富管理指标等加分项， 叠加

加快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国际一流现代投资

银行和财富管理机构等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机

构财富管理转型业务将加速发展， 机构化趋势

也将进一步巩固。 三是随着资本市场服务能力

广度深度的提升，养老金体系不断完善，市场将

释放巨大的吸金潜力。

其次，海外配置需求明显增加。 一方面，强

有力的开放信号， 令境外机构在投资和战略决

策方面更加看好中国市场， 其中中国家庭资产

配置全球化将成为外资重要布局方向。 另一方

面，随着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举措不断推进，资

本要素在境内外市场和更高层次上优化配置将

成为新趋势， 中国居民的家庭资产配置也将更

加多元化、全球化。

再者，资本市场“深改”将引导居民资金布

局权益类产品。 此前，我国居民资产低配权益投

资的主要原因在于， 居民投资选择较为有限，法

治供给亟待完善，且较高波动下性价比不及房地

产投资。 展望未来，随着可投资范围及品种的扩

大、中长期资金入市比例不断提高，以及多层次

养老体系等制度改革持续推进，中长期资金入市

渠道将更加完善，A股吸金能力进一步提升；在产

业结构调整、鼓励创新创业背景下，随着创业板

改革并试点注册制、精选层开板，股权融资的重

要性将凸显；此外，新证券法实施后，法治基础的

夯实将营造更加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更好

取信于市场，退市制度也将日臻完善，进一步推

动提高存量上市公司质量、优化资源配置。

风物长宜放眼量。 尽管目前居民金融资产配

置比例较低，但资本市场改革不断深化、市场吸

引力持续提升，将促进居民储蓄有效转化为资本

市场长期资金，居民正在加速增配金融资产。

■

今日视点

北斗三号最后一颗组网卫星“重启” 发射成功

天为棋盘星作子，中国北斗耀太空。 因技术原因推迟一周发射的北斗三号最后一颗全球组网卫星，23日上午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重启” 发射

后成功布阵太空，我国提前半年全面完成北斗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星座部署。

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称，这颗卫星经过一系列在轨测试入网后，我国将进行北斗全系统联调联试，择机面向全球用户提供完整的全天

时、全天候、高精度全球定位导航授时服务。

当日9时43分，大雨过后的西昌发射场云雾缭绕。 01指挥员尹相原下达点火口令后，乳白色的长征火箭托举着卫星缓缓升空。

北斗系统是我国自主建设、 独立运行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是全球唯一由3种轨道卫星构成的导航系统，2009年正式启动北斗三号系统建设，

2017年11月成功发射北斗三号首组双星。

在今年新冠肺炎疫情特殊环境下，北斗工程全线在组网任务和疫情防控两条战线“双线作战” ，按期顺利完成最后两次发射任务，全球星座部

署完成时间比原计划提前半年。 目前，全世界一半以上的国家都开始使用北斗系统。

“中国北斗，服务全球，造福人类。 ” 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工程总设计师杨长风说，2035年，我国将建设完善更加泛在、更加融合、更加智能的

综合定位导航授时体系，进一步提升时空信息服务能力，为引领人类的梦想和脚步走向更远的远方，作出中国航天应有的贡献。

新华社图文

创业板股票发行规范委员会向保荐机构发出倡议

坚决履行“看门人” 职责 把好信披关

□

本报记者 王兴亮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券商投行部门获悉，6月

23日， 创业板股票发行规范委员会向各保荐机

构发出倡议， 呼吁组织符合创业板定位的各类

优质企业积极申报，坚决履行“看门人” 职责，

把好信息披露首道关，坚持质量为先不带“病”

闯关，合力实现创业板改革高质量稳起步。

质量为先

券商人士透露， 为确保高质量完成创业板

改革并试点注册制任务，实现改革平稳起步、有

序推进， 创业板股票发行规范委员会主要从三

方面提出倡议。

一是坚守创业板特色定位， 服务国家创新

发展战略， 促进经济转型升级。 从专业角度出

发，认真选择和推荐企业，组织符合创业板定位

的各类优质企业积极申报， 引导更多生产要素

资源投入创新创业领域，激发市场活力。

二是坚决履行“看门人” 职责，把好信息

披露首道关。 全面适应注册制改革对保荐机

构执业质量提出的新要求， 确保申报文件真

实、准确、完整，贯彻以信息披露为核心，对虚

假不实信息“零容忍” ，切实维护投资者合法

权益。

三是坚持质量为先，安排有序申报，提升服

务效能。优先推荐准备充分完整的企业申报，不

带“病”闯关，坚定改革方向，稳定市场预期，共

建良性生态。 尽可能将企业审核可能面临的问

题解决在申报之前，提高专业能力，促进行业持

续健康发展。

守住底线

创业板改革坚持市场化、法治化方向，坚持

稳中求进，可为资本市场改革在“深水区” 推进

积累关键经验。据记者了解，创业板股票发行规

范委员会在倡议中表示， 建议全体保荐机构以

更高的站位、更有力的担当、更精湛的业务，贯

彻“四个敬畏、一个合力” ，共同推进创业板改

革并试点注册制顺利开局、行稳致远。

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

认为，注册制改革一方面对企业更加包容，另一

方面市场监管也应该更加严厉。 而市场监管不

仅有来自监管层的各项举措， 还应有行业和企

业内部的自我约束。 因此， 倡议对促进行业自

律、坚持职业操守，确保保荐机构当好“看门

人”具有积极意义。

“注册制改革之后券商的保荐业务会增

加，这既是商机也是挑战。 作为受益者，保荐机

构在获得改革红利的同时， 必须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 ” 他表示，注册制下，保荐机构要非常

重视申报企业质量，确保改革的顺利推进。

市场人士王骥跃认为，当前监管部门对保

荐机构的要求非常高，但想完全杜绝上市公司

虚假披露，仅靠保荐机构的职业道德和行业自

律还不够， 需要严格执法和加大处罚力度，让

做假成本远大于收益， 从而消除做假动机，多

管齐下维护好市场秩序。 他表示，当前保荐机

构最重要的是守住底线，坚持职业操守，当好

“看门人” 。

抗疫特别国债获热捧 市场交易活跃可期

第一至第三期下周将续发

□

本报记者 罗晗

6月23日，抗疫特别国债发行再传“捷报” 。

2020年第三期抗疫特别国债受到投资者热捧，

发行利率仍明显低于二级市场平均收益率。 同

日， 财政部宣布将对前三期抗疫特别国债进行

续发。中金所表示，已将上市的第一二期抗疫特

别国债纳入国债期货可交割券范围。

业内人士表示，在有关方面协调配合、共同

支持下，抗疫特别国债有望平稳发行，二级市场

流动性改善可期， 未来有望成为债券市场一个

较大的活跃品种。

投资者踊跃认购

财政部23日招标发行2020年第三期抗疫

特别国债，中标利率为2.77%，全场投标倍数为

2.34。 本期发行700亿元，期限为10年。 Wind数

据显示，同时段10年期国债活跃券200006成交

利率在2.90%以上。

在本期特别国债招标之前，债市出现波动。

当日上午，5年期国债期货主力合约一度跌超

0.40%；5年期国开债活跃券200205收益率一度

上行约10基点至3.28%。 早间国开行一批增发

债招标遇冷被认为是引发市场波动的导火索。

Wind数据显示，23日上午，国开行5年期固息增

发债全场倍数仅1.16， 中标收益率为3.4005%，

较22日中债5年期国开债到期收益率高逾30基

点，进而引发债券二级市场行情大幅波动。

当日，除了特别国债，其他利率产品供给较

多，资金面也偏紧。 23日，国开债“五债齐发” ，

口行债、农发债也均有供给，政策性金融债总体

发行规模逾800亿元。 由于临近季末，资金面处

于收敛状态，7天期资金利率仍在2%以上。

分析人士认为，在这样的背景下，特别国债

以低于二级市场的利率水平平稳发行， 表明投

资者认购积极，需求比较旺盛。

在特别国债发行之际，央行加大了流动性供

应。 23日，央行开展了2000亿元逆回购操作，全

额实现净投放；22日，央行已净投放1200亿元。

政策护航发行

财政部有关部门负责人透露， 抗疫特别国

债从6月中旬开始发行，7月底前发行完毕。（下

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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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保监会：

持续深入治理金融市场乱象

《中国银保监会行政处罚办法》 近日

印发。 银保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在

《办法》贯彻落实工作中，银保监会将继续

保持对违法违规行为处罚问责的高压态

势，持续深入治理金融市场乱象，切实维护

金融市场秩序，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