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部黄金、再升科技

22日登陆上交所

西部黄金股份有限公司和重庆再升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A股股票将于1月22日在上交所上市

交易， 证券简称分别为“西部黄金” 、“再升科

技” ，证券代码分别为“601069” 、“603601” 。

西部黄金A股股本为63600万股，本次上市股份

为12600万股。 再升科技A股股本为6800万股，

本次上市股份为1700万股。 (周松林)

亚投行有望年底前

成立并运行

财政部消息，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第二次谈判代表会议近日在印度孟买举行。 根

据计划，亚投行有望在2015年底之前成立并投

入运行。 (赵静扬)

国企改革顶层设计方案

出台在即

（上接A01版）据不完全统计，去年7月至

今年1月20日， 沪深两市近70家上市公司公布

了员工持股计划，其中不乏多家国企上市公司。

市场分析人士指出， 员工持股计划使核心

人员更紧密地与股东、公司的利益保持一致，更

好地推动股东价值提升。 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的大背景下， 特别是涉及国家安全及非竞争领

域的国有企业来说， 员工持股计划更是重要

“混改” 手段,将激发国企经营活力，提升盈利

能力与同行业民企看齐。

试点央企投资机会再现

“2015年随着国企改革提速， 将成为资本

市场重大风口， 同时将提升A股国企上市平台

估值水平，央企大象也将起舞。 ” 国泰君安认

为，国企改革加速将增强企业活力、提高效率；

而地方财税体系重构， 将促使地方政府以更大

热情投入到国企改革中。

华泰证券研报指出， 从去年12月主题板块

的市场表现来看， 受国企改革整体方案春节前

出台预期带动，国资改革指数上涨9.7%。 从7月

中旬央企第一批试点名单公布至今， 试点的六

大集团下属的大部分上市公司涨幅已超过1倍，

随着后续改革方案步入实施， 六大集团下属的

上市公司有望再次得到市场追捧。

资料显示， 中国医药下属上市公司为国药

一致、国药股份、天坛生物、现代制药；中国建材

下属上市公司为北新建材、 中国玻纤、 洛阳玻

璃、方兴科技、瑞泰科技；国家开发投资公司下

属上市公司有中成股份、国投新集、国投电力、

中纺投资、津膜科技、立思辰、福瑞股份、国投中

鲁；中粮集团下属上市公司为中粮地产、中粮屯

河、中粮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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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券商净利润增长近120%

两融利息收入446亿元 增长逾140%

□

本报记者 顾鑫

中国证券业协会20日公布的证券公司2014

年度经营数据显示， 证券公司多项经营指标较

2013年大幅增长。 其中，营业收入增长63.45%，

融资融券业务利息收入增长141.7%， 净利润增

长119.34%。 2014年仅1家证券公司未实现盈利，

而2013年有11家公司未实现盈利。

证券公司未经审计财务报表显示，2014年

120家证券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602.84亿元。各主

营业务收入分别为： 代理买卖证券业务净收入

1049.48亿元、 证券承销与保荐业务净收入

240.19亿元、财务顾问业务净收入69.19亿元、投

资咨询业务净收入22.31亿元、 资产管理业务净

收入124.35亿元、证券投资收益（含公允价值变

动）710.28亿元、 融资融券业务利息收入446.24

亿元。全年实现净利润965.54亿元。119家公司实

现盈利，仅一家公司未实现盈利。

截至2014年12月31日，120家证券公司总资

产为4.09万亿元，净资产为9205.19亿元，净资本

为6791.60亿元，客户交易结算资金余额（含信用

交易资金）1.2万亿元， 托管证券市值24.86万亿

元，受托管理资金本金总额7.97万亿元。

中国证券业协会去年公布的数据显示，2013

年115家证券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592.41亿元，

各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 代理买卖证券业务净

收入759.21亿元、 证券承销与保荐业务净收入

128.62亿元、 财务顾问业务净收入44.75亿元、

投资咨询业务净收入25.87亿元、受托客户资产

管理业务净收入70.30亿元、证券投资收益（含

公允价值变动）305.52亿元、融资融券业务利息

收入184.62亿元。 全年实现净利润440.21亿元。

104家公司实现盈利，11家公司未实现盈利。 截

至2013年12月31日，115家证券公司总资产为

2.08万亿元， 净资产为7538.55亿元， 净资本为

5204.58亿元，客户交易结算资金余额（含信用

交易代理买卖证券款）5557.42亿元， 托管证券

市值15.36万亿元， 受托管理资金本金总额5.20

万亿元。

2010年-2014年证券公司经营业绩

注：

2010

年—

2014

年证券公司数量分别为

106

家、

109

家、

114

家、

115

家、

120

家。 数据来源：中国证券业协会

单位：亿元

港交所：力争今年推出深港通

□

本报记者 黄莹颖

香港交易所行政总裁李小加20日出席

2015年亚洲金融论坛时表示，沪港通相关优化

措施会与深港通的推出同步进行， 努力争取在

今年推出深港通。深港通将是沪港通的升级版，

但目前尚无时间表。

李小加表示，深交所有大批相对上交所独有

的上市公司，相信投资者会对深港通感兴趣。 未

来会研究新股互联互通， 股指期货等衍生产品

在不久的将来也有望纳入互联互通范畴。 港交

所环球结算亚洲业务主管戴志坚在论坛上表

示，目前沪港通可供选择的投资标的不足，未来

会研究将交易所买卖基金（ETF）纳入。

央行加量续作MLF

市场人士透露，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加量续

作MLF(中期借贷便利)，浦发银行和兴业银行

分别续作400亿元和500亿元。

民生证券研究院报告认为， 近期货币政策

略有宽松之意。 浦发和兴业MLF到期量分别为

200亿和300亿， 央行此次续作加大了力度，释

放了货币宽松的信号， 预计春节前资金面不会

紧张。 (任晓)

上周新增A股开户数

减少18.88%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20日公

布，上周沪深两市新增A股开户数446211户，环

比减少18.88%。 当周参与交易的A股账户数

1898.90万户，环比减少16.07%。 (李超)

广东自贸区

有望2月底挂牌

广东省发改委主任李春洪20日在广东省

发展和改革工作会议中表示， 广东自贸区预

计2月26日或28日挂牌。根据正在公开征求意

见的《中国 (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管理办法

(送审稿)》，广东自贸区拟着重推进粤港澳深

度合作。

广东省政府法制办公室19日公布的《中国

（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管理办法（省商务厅送

审稿）》显示，广东自贸区拟实施的负面管理清

单模式、一口受理机制、境外投资备案制、注册资

本认缴登记制等均参照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取

得的经验， 并在此基础上融入多年来在CEPA框

架下粤港澳深度合作、共同发展的创新成果。 送

审稿提出，推进自贸试验区与港澳地区在跨境人

民币业务领域的合作和创新发展，推动以人民币

作为自贸试验区与境外跨境大额贸易和投资计

价、结算的主要货币。 开展以资本项目可兑换为

重点的外汇管理改革等试点，推动自贸试验区与

港澳地区投融资汇兑便利化。 (常仙鹤 李香才)

重庆去年GDP增10.9%

重庆市统计局和国家统计局重庆调查总队

20日公布， 去年重庆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4265.40亿元，增长10.9%，增速较全国高3.5个

百分点。

去年重庆第一产业增长4.4%， 第二产业增

长12.7%，第三产业增长10.0%。固定资产投资同

比增长18.0%。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3.0%。 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39.0%， 高出全国

35.6个百分点， 其中出口增长35.5%， 进口增长

46.3%，增速分别高出全国29.4和45.9个百分点。

重庆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继续突出高端化、

配套化、集聚化，推动产业集群发展，形成了先

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双轮驱动格局。 去年金

融业增加值增长12.3%，服务贸易增长25%，金

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8.6%。 (周渝)

银监会监管组织架构变阵

设立城商行监管部、信托监管部、审慎规制局、现场检查局、银行业普惠金融工作部

□

本报记者 陈莹莹

银监会20日公布， 对监管组织架构进行重

大改革， 设立城市商业银行监管部和信托监督

管理部。 同时，设立审慎规制局，牵头非现场监

管工作， 统一负责银行业审慎经营各项规则制

定；设立现场检查局，负责全国性银行业金融机

构现场检查；设立银行业普惠金融工作部，牵头

推进银行业普惠金融工作。 在调整后银监会内

设的22个部门中，监管部门由11个增至17个，占

部门总数的77.3%。

银监会此次监管组织架构改革的内容包括：

一是按照监管规则制定与执行相分离、审慎监管

与行为监管相分离、 行政事务与监管事项相分

离、现场检查与监管处罚相分离的思路，从规制

监管、功能监管、机构监管、监管支持四个条线，

对内设机构重新进行职责划分和编制调整。二是

撤销2个部门（培训中心、信息中心），设立城市

商业银行监管部，专司对城市商业银行、城市信

用社和民营银行的监管职责；设立信托监督管理

部，专司对信托业金融机构的监管职责。 三是改

造3个部门（统计部、银行业案件稽查局、融资性

担保业务工作部），设立审慎规制局，牵头非现

场监管工作，统一负责银行业审慎经营各项规则

制定；设立现场检查局，负责全国性银行业金融

机构现场检查； 设立银行业普惠金融工作部，牵

头推进银行业普惠金融工作。四是按监管职责内

容命名各机构监管部。银行监管一部为大型商业

银行监管部；银行监管二部为全国股份制商业银

行监管部； 银行监管三部为外资银行监管部；银

行监管四部为政策性银行监管部；合作金融机构

监管部为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监管部。

此次监管架构改革将统筹有序推进， 设置

一个月过渡期。银监会拟于2月新老架构混合运

行，3月起依照新架构运行。

值得注意的是， 此次银监会的架构改革加

强为民监管和薄弱环节服务合力， 强化银行业

普惠金融工作部在小微、 三农等薄弱环节服务

和小贷、网贷、融担等非持牌机构监管协调方面

的抓总职责。 进一步明确和强化创新部、 消保

局、信科部等功能监管部门的职责，完善功能监

管和机构监管有效联动的架构体系。 调整后的

架构完善功能监管和机构监管的分工合作，更

好地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改进金融服务质效。

基金业协会

纪律处分4家私募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20日公布， 决定

对在协会登记的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北京中益

汇金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财鼎盛（北京）

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中农德金投资基

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中富知金股权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及相关负责人作出纪律处分。

此前，有投资者反映，中益汇金、中财鼎盛

未能按约定支付投资本金和收益，存在涉嫌虚

构投资项目或擅自变更资金用途等违法违规

问题。 基金业协会按照有关规定分别对中益汇

金和中财鼎盛进行了现场检查。 在现场检查期

间， 两家公司对协会的检查工作不予配合，拒

绝提交相关资料，使得协会对投资者的投诉事

项无法查证。 同时，协会发现中益汇金、中财鼎

盛存在未按规定如实填报登记信息、未按规定

报告重大事项等违规情形。 中益汇金和中农德

金、中富知金互为关联方，3家私募投资基金管

理人均未按规定向协会申报关联方信息。

协会决定对中益汇金及其法定代表人唐

群雁、中农德金及其法定代表人隋欣、中财鼎

盛及其时任法定代表人高培峰作出公开谴责、

加入黑名单的纪律处分；对中富知金法定代表

人付强作出公开谴责的纪律处分。 被加入黑名

单的机构或人员不得从事私募投资基金管理

业务。 在停止或改正违规情形并采取措施保护

投资者合法权益，消除不良影响后，当事人可

以申请移出黑名单。 (曹乘瑜)

三大逻辑主导“后杠杆” 行情

（上接A01版）

“后杠杆”行情“业绩为王”

两融检查过后， 融资杠杆交易淡化的趋势

不会改变， 预计三大逻辑将主导 “后杠杆” 行

情。

一是前期融资仓位较高的品种， 短期活跃

度可能降低。 昨日沪深股指企稳反弹，但金融股

表现依旧低迷， 申万非银行金融指数大跌

3.63%， 申万银行指数微涨0.26%。 值得注意的

是，金融股恰是市场中融资仓位最高的品种。 在

沪深两市所有融资标的中，有7只股票的融资余

额超过百亿元大关，这7只股票均为金融股。 中

信证券和中国平安的融资余额超过300亿元，分

别为312.48亿元和311.79亿元，占流通市值的比

重分别为10.75%和8.17%。 此前融资杠杆交易

的大潮兴起，撬动了金融股这头“大象” 。 在融

资杠杆淡化后， 此类品种短期的融资偿还压力

大增，将一定程度上限制金融股短线行情。

二是市场行情尚未结束， 短期资金调仓换

股后，个股机会反而增多。“1·19”暴跌后，资金

昨日非但没有离场，反而选择及时调仓换股，创

业板和中小板双双获得资金入驻， 题材热点纷

纷开花。 由此来看，本轮牛市行情尚未结束，权

重股主导的“指数牛” 将逐渐过渡到“个股牛”

上，题材概念股料维持活跃，个股机会非但不会

减少，反而会较此前增多。

三是立足中期看，“业绩为王” 的中线布局

策略依然有效。 在流动性宽裕、改革红利释放封

杀系统性风险背景下， 业绩增长确定性强的股

票有望获得市场溢价。 从业绩增长的确定性角

度来看，一方面，以医药、食品饮料为代表的大

消费板块有望保持较高业绩增速， 且前期涨幅

较小，中期布局价值较大；另一方面，业绩增速

超预期， 能够逐渐消化估值压力的优质成长股

同样值得重点关注。

消化杠杆压力 市场趋势未改

（上接A01版）此外，套利资金出货也是股

指下行重要因素。 深圳一操盘手表示，从这两天

券商股、其他指数权重股的盘面情况看，除融资

层面的负面心理因素外， 套利资金进场也是重

要原因。 该人士举例，比如持有中信证券的投资

者，可以一揽子买入沪深300股票，再换购沪深

300ETF份额，然后再卖出。

融资客渡过危险期

上海一家大券商的经纪业务部负责人表

示，在19日大跌当日，确有少数客户因为市值下

降而导致担保比例变动，需要增加担保品，但这

家公司开仓的客户数量有近十万，“危险客户”

比例微乎其微。

另有券商人士表示，公司对于不同股票的融

资比例一直是有区别的，即不是蓝筹和创业板之

间一刀切的比率，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根据有关

监管规定和测算，半个月调整一次担保比率和折

算率，尽量控制个股大跌的冲击风险。

两位券商人士均预计， 短期不会出现大规模

融资暴仓，原因是此前研究部门判断市场会有一次

大的回调，已通过多种方式对客户提出风险警示。

同时，公司融资总额度有限，很多客户融资需求并

不能全部满足，客户杠杆比例也控制得较低。

降“虚火” 后牛市更健康

机构普遍认为，融资盘对市场短期压力仍未

消化完毕，但本次调整不会改变市场趋势。 昨日

在上海一家营业部内，有个别投资者表示，目前

信用账户内融资买入的股票出现浮亏，但20日已

将其他资金划入，暂时不会出现被平仓的情况。

大成基金认为，此前积压的融资盘可能还需

进一步消化，短期内仍需做好防御，预计后续券

商等传统金融板块的投资催化剂需来源于市场

成交量进一步冲高及降息降准放松信号出现。

信达澳银基金认为， 本轮股市上涨行情的

逻辑基础并未改变，市场行情也并未结束，市场

在短期调整结束后有望重回上行轨道， 且行情

可能会走得更加稳健。

前海旗隆基金代雪峰认为，规范“两融” 对

牛市不会有根本性影响， 让快速上涨的牛市降

“虚火” ，只会让牛市更健康，牛市格局不会因

为规范“两融”就改变。 只是借钱炒股的融资盘

的确需要谨慎，毕竟是带杠杆运作，应妥善规划

好金融衍生品操作。

黄红元：沪股通额度累计使用814亿元

研究港股通融资融券方案 尽快落实公募基金参与港股通

□

本报记者 周松林

上海证券交易所总经理黄红元20日在

2015年亚洲金融论坛上表示，沪股通累计实际

使用额度814亿元，占初始总额度27%；港股通

累计实际使用额度181亿元， 占初始总额度

7%。 沪港交易所已就优化沪港通机制进行讨

论，将尽快落实公募基金参与港股通，推动基

金公司研发以沪港通为标的ETF产品，研究港

股通下建立融资融券制度的方案。

从交易额看， 沪股通累计交易2161亿元，

日均54亿元；港股通累计交易339亿元，日均9

亿元。 从额度使用看，沪股通累计实际使用额

度814亿元，占初始总额度27%；港股通累计实

际使用额度181亿元，占初始总额度7%。 从资

金流向来看，北上资金偏好蓝筹，南下资金偏

好中型股。在北上交易中，上证180指数成份股

的交易占比94%；在南下交易中，中型股的交

易量占比71%。 从资金流入的行业来看，北上

资金流入金融、地产、可选消费等行业，南下的

资金流入金融、工业和能源等行业。 由于过去

一段时间上交所大盘蓝筹股表现良好，给沪股

通投资者带来丰厚回报。

黄红元说，最近半个月来，沪港通交易出

现了三个新变化：一是港股通交易规模稳步放

大。虽然北向交易量和南向交易量相比总体上

是6：1，但元旦前南北交易比是8：1，元旦后变

成3：1， 港股通日均从7.3亿元成交上升到13.4

亿元，升幅达82%。二是南下资金逐步放大。元

旦前，日均资金流入约为3.7亿元，元旦后日均

资金流入达7.6亿元，增长一倍。 三是港股通投

资者开户数量持续上升。 沪港通开通时，前三

个月开户数38万，但元旦后半个月内，新增开

户达12万户，目前总开户数已超过50万户。 以

上三个新变化表明南下交易逐渐升温，越来越

多的内地投资者开始关注香港市场，沪港通未

来发展越来越值得期待。

黄红元强调，投资者对沪港通的理解需要

一个过程，对两地市场的差异也需要一段时间

来适应。 在沪股通方面，长线基金都还没有开

始参与。 香港地区投资者还不适应A股的前端

检查机制。 香港基金如果注册在欧洲，需要得

到欧洲监管当局的批准。 在港股通方面，内地

机构投资者由于交易准备工作尚未完成，也没

有参与港股通。内地符合50万元资产条件的个

人投资者大约有300万， 其中已开通业务港股

通的超过50万， 但真正参与交易的只有不到4

万户，不到8%。 对于香港市场交易规则、上市

公司、市场运行机制不了解是内地投资者对参

与港股通比较谨慎的重要原因。

黄红元表示，一个月前，沪港交易所就如何

优化沪港通机制有专门讨论， 双方都提出了很

多设想， 在现有框架下， 很多举措近期即可推

进。一是加大宣传和推广，特别是重点推动机构

投资者参与。对于内地机构，要尽快落实公募基

金参与港股通， 推动基金公司研发以沪港通为

标的ETF产品。 二是研究港股通下建立融资融

券制度的方案。 沪港通管理办法对融资融券是

留有口子的， 一旦完成规则修订并建立业务流

程，港股的融资融券很快就能开通，港股通的交

易也会更加活跃。 三是配合证监会组织券商共

同探讨研究报告的推送方式， 提高两地互推研

究报告的可操作性和效率。 四是配合港交所进

一步研究符合内地投资者习惯的行情收费政

策，为投资者获取港股行情数据提供便利。

黄红元表示，上述任务在短期内可以完成

的，但有些任务需要长期不懈努力，如名义持

有人的问题比较复杂，也是影响境外机构参与

的重大障碍，正在研究通过看穿式账户或让外

资机构直接在中国结算香港公司开户等方式

来解决这一问题。 再如，标的范围如果扩大到

ETF、债券以及额度控制机制、交易日历等调

整， 需要沪港通运行半年到1年后再进行全面

评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