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弘基金：股东行为不影响基金业务

天弘基金大股东蚂蚁金服和另一股东内蒙君正之间产生纠葛。 中国证券

报记者从蚂蚁金服处获悉，2014年12月10日，鉴于内蒙君正拒不履行《天弘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增资与认购协议》，蚂蚁金服已向相关机构申请仲裁，请求裁

决内蒙君正向天弘基金缴纳应缴出资额6943万元、支付逾期利息。天弘基金表

示，股东层面行为，不会影响公司任何的业务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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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看点

新年献词

□

本报编辑部

送别

2014

，迈入

2015

，我们与您风雨

同行、相伴成长。

新年新征程， 经济新常态带来新的

发展机遇。 过去一年，改革的号角声声不

断，改革的脚步一刻不停。 此刻，新年伊

始，我们在倾听改革、我们在守望改革、

我们在畅想改革， 我们置身于时代前进

的巨轮之上， 投身于资本市场改革发展

的征途之中！

新常态是旗帜，指明了经济发展大势

的方向， 揭示了我国经济正向形态更高

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

展现了经济发展向中高速增长、质量效率

型集约增长、调整存量做优增量的一系列

变化。 多种迹象表明，稳增长措施正逐步

发力，“三驾马车”仍有较大施展空间，“一

带一路” 战略稳步推进在开辟新市场，自

贸区扩围培育产业升级新亮点，更重要的

是进一步深化改革将是守住经济发展底

线、释放内部潜力、打破各种掣肘的“撒手

锏”。 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是今后一

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也是我们

今天奋勇前进、敢于作为的底气所在。

新常态是灯塔，照亮了资本市场发展

前路上的挑战与机遇。新常态呼唤资本市

场适应经济发展的新变化、新要求，迎接

改革的洗礼， 完善资本市场顶层设计，更

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 拓宽直接融资渠

道，助力新兴行业发展。 市场高度关注的

证券法修订、注册制方案、资本市场对外

开放、 券商行业监管创新、

ETF

期权个股

期权推出等等，一系列影响深远、夯实资

本市场根基的改革有望实现重大突破

……在新常态下，资本市场改革发展必将

迎来新的历史机遇。

新常态是新航标，勾勒出在牛市征途

中引领投资者驶向成功彼岸的航道。

A

股

市场发展也进入新常态， 出现一些新变

化、新特点：杠杆交易活跃、天量成交频

现、增量资金入市热情高涨、行情波动频

率增加、蓝筹股表现强势等。 这些新变化

表明

A

股在经济新常态下较之以往有了不

同的“脾气秉性”，投资者需踏准新节奏。

牛市征途不可能一帆风顺，投资者更

应多一分理智，耐心与信心同样重要。 随

着国企改革、土地制度改革、财税体制改

革、 利率市场化改革等各项改革大力推

进，

2015

年资本市场将出现投资机会精彩

纷呈的局面， 行情或许会有一些任性，但

投资者却需多一分理性。

在新的一年里，中国证券报将直面新

的机遇与挑战。 我们将更加贴近读者、贴

近市场，用及时、准确、深刻的新闻报道回

答投资者关心的热点话题，同时创新报道

形式，拓展报道领域，我们将在投资机构、

期货市场、新三板市场等方面提供更丰富

更深入的新闻报道。资讯报道也将努力向

投资者提供更及时更有价值的新闻资讯。

中国证券报将努力成为您更贴心、更专业

的“可信赖的投资顾问”。

新征途、新常态、新市场，

2015

，让我

们一路前行，一同见证财富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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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2�财经要闻

上交所实施

上市公司分行业信息披露监管

上海证券交易所于2015年1月5日正式调整现行上市公司信息披

露监管模式， 由按辖区监管转换为分行业监管。 上交所表示， 这是继

2013年推出信息披露直通车后，上交所顺应监管转型形势和要求，主动

推进自律监管机制创新的又一重大举措。

博弈加剧 2015年A股步入激战期

□

本报实习记者 黄丽

2014年第四季度A股上涨点燃全民炒股热情，但最后数个交易日宽幅调整令不少投资者感叹“只赚指数

不赚钱” 。事实上，2014年年底数日“谜一样的调整” 已透露出资金与筹码开始博弈的迹象，资金面虽然还算充

裕，宽松预期仍在，筹码供给将越来越充足，而这种境况将在2015年更加显著。 有机构人士提醒，未来一年行情

波动会加大，资金与筹码较量将进入激战期，多空双方会集中进行激烈的战略搏杀，投资者要控制好风险。

资金宽松预期不改

从去年股市表现看，年末出现的上涨不是由基本面改善带来的，而是因各路资金争先入场，推动上证综指

一再创下新高。

经济基本面未得到改善。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2015年1月1日发布的数据

显示，2014年12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0.1%，较上月回落0.2个百分点，降幅收窄。 该数据连续

三个月下降，但仍高于市场预期值。

在看起来并不太理想的经济环境中股市仍然上行，“与楼市、金市相比，A股投资价值比较明显，各路资金

开始入市，特别是一些来自实业的资金，入市节奏非常快。 ” 南方基金首席策略分析师杨德龙分析，现在看来，

实业资金加速进场这个过程没有结束。有机构人士预测，最近商品房销售回升，但土地购置和新开工疲弱，部分

三四线房企清库存后可能永远退出房地产市场，产业资本将持续入市。

整体看来，左右市场主要因素仍是流动性。 有基金经理认为，预计2015年经济基本面表现不佳，而且存在

通缩风险，目前已进入降准、降息周期，货币政策将维持宽松，但对制造业支持有限，因为大量流动性倾向于流

向资本市场。

基金、QFII等主力机构资金供应较为宽松。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12月31日，公募基

金资产净值（不含QDII基金）规模达4.51万亿元，股票型基金和混合型基金占总净值42%左右。（下转A02版）

A05�公司新闻

政泉控股拟自行召集方正证券股东大会

方正证券1月4日晚公告，公司二股东政泉控股拟于1月21日在北京自

行召开2015年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改选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

事会的议案》和《改选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的议案》。

A06

国际消费电子展即将揭幕

可穿戴设备与物联网仍是热门

2015年国际消费电子展将于1月6日-9日在美国举行。美国媒体和科技业

人士预计，可穿戴设备将继续成为展会上的关注热点，此外还将有大量物联网

技术和产品亮相，智能家居、车联网也会继续成为热门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