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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2015年度招收博士后公告

为加强对资本市场创新发展重大课题的研究，提高监

管工作的质量和水平，培养高层次科研人才，经国家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批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设立博

士后科研工作站，现面向国内外公开招收2015年度博士后

研究人员。

一、博士后招收条件

（一）拥护社会主义制度，遵守国家法律法规；

（二）年龄在

35

周岁以下，品学兼优，身体健康；

（三）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和敬业精神，具备与研究课题

相关的专业背景；

（四） 获得博士学位时间未超过

2

年 （截止到进站时间

计）；

（五）全脱产在本站进行研究工作；

（六）同等条件下，具有资本市场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

二、博士后的研究课题

申请人可从以下题目中选择或自拟课题进行申报：

1.资本市场与宏观经济关系研究

2.储蓄转化投资机制研究

3.“一带一路”投融资机制研究

4.资本市场系统性风险与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和工具研究

5.跨市场风险传导及监测预警研究

6.股市泡沫问题研究

7.资本市场双向开放路径和监管研究

8.国际资本流动对我国资本市场影响研究

9.新经济形态下的公司制度研究

10.新型城镇化与地方政府市场化融资机制研究

11.养老金投资运营制度研究

12.房地产投资基金（REITs）研究

13.产业结构调整中的金融支持研究

14.互联网金融业态模式与监管研究

15.资产管理行业创新发展与监管研究

16.债券持有人契约保护条款设置及履行机制研究

17.债券风险市场化处置机制研究

18.场外衍生品市场发展研究

19.我国金融衍生品的市场功能与效用评价实证研究

20.中小企业股份制改造与区域性股权市场建设研究

21.公众公司审计监管的国际比较研究

22.证券市场指数资源管理制度研究

23.资本市场税收政策研究

24.证券侵权行为中的投资者赔偿问题研究

25.大数据在证券监管中的应用研究

三、报名要求与联系方式

（一）申请人请于

2015

年

4

月

30

日前通过电子邮件或其他

方式提交下列申请材料：

1.《中国证监会博士后申请表》（请到证监会网站“研究

中心”的“博士后工作站”栏目上下载，并用A4纸打印）；

2.拟选课题研究计划书（每个课题的计划书限3000－5000

字，每人最多可选报两个课题）；

3.博士研究生毕业证书和博士学位证书扫描件或复印件；

国外获得博士学位的留学人员，还需提交由我国驻外使（领）

馆出具的留学证明和教育部出具的博士学位认定证明；2015

年应届博士生可毕业后补交；

4.博士论文或论文初稿，其他两篇学术研究代表作；

5.两位相关学科博士生导师推荐意见（其中包括申请人

的博士生导师）；

6.身份证明复印件；

7.近期1寸免冠彩色照片2张。

（二）本站按照“公开招收、择优录取”的原则，公平、公正

地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根据报名材料进行初审，合格者将

参加面试。 面试时间另行通知。

（三）联系方式

联系人：叶明、孙美芳

联系电话：010-56088534、010-56088509

� � 传真：010-56088548、010-88061384

� � 电子邮件：postdoctor@csrc.gov.cn

� � 联系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19号富凯大厦A座

2219室中国证监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邮编：100033

� � �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15年3月26日

伏久者飞必高

□

本报记者 张怡

近期

A

股市场的普涨行情

让人雀跃，不少民间“股神”显山

露水。 新股民小张尽管刚刚入

市，却斩获不菲，周边人士最初

以为他只是运气好而已，并没有

当回事儿；但屡屡发现牛股的事

实让大家不得不服，视其为具备

天赋、偏财运好的新晋股神。

好奇驱使之下，笔者问其炒

股秘诀，回答乃是俩字：形态。 细

问之， 得知其主要看股票的周

K

线走势。在如此大牛行情之中，但

凡有个股长期横盘、按兵不动，那

么就会被小张作为备选； 因为这

种形态的个股与那些已经高飞的

品种相比， 风险小而补涨几率极

大。 如果此种走势稳健的个股又

恰好涉及到市场热门题材， 却依

旧未现大涨， 那么后市其爆发的

几率就又增大几成。 对于已经上

涨的个股而言，如果真是看好，小

张则从来不慌不忙不追涨， 静待

股价回调时从容介入等待反弹。

昨日

A

股大涨近百点直逼

4000

点整数关口，普涨之中小张

的选股思路得到了完美诠释：大

多数前期“久盘”的个股在昨日

呈现扬帆起航之势，久违的上涨

让持股已久的投资者大感畅快，

踏空者的追涨激发了行情的进

一步演绎。

伏久者飞必高。 在牛市中，

那些潜伏着正逐步积累能量的

个股，值得我们好好把握。

新三板成A股公司“美颜神器”

□

本报记者 王小伟

无论是作为控股新三板挂牌公司的

大股东， 还是仅作为财务投资的参股方，

不少A股公司正在将新三板企业作为自

身年报的“美颜神器” 。 随着新三板公司

股价飙涨，这些A股公司近来在二级市场

上明显受到资金青睐。

年报“美容器”

2014年年报中，不少A股公司开始拿

新三板挂牌公司“说事” 。 创元科技2014

年实现净利润3105万元，同比下滑24%。

但公司在年报中对公司环保设备、输变电

高压瓷绝缘子行业、精密轴承等产品的核

心竞争力仍然进行了细致分析。在精密轴

承类产品中，创元科技指出，苏州轴承形

成了以汽车轴承为主， 工程机械轴承、家

用电器轴承、电动工具轴承共同发展的结

构定位， 拥有一批优质产品和高端客户

群，成为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供应商。

苏轴股份2014年1月在新三板挂牌，

虽然公司目前仍未披露2014年年报，但

是在创元科技年报中透露， 苏轴股份

2014年实现营业收入2.4亿元， 净利润

2989万元，同比增长49%。 在创元科技7

家子公司中，苏轴股份的营业状况仅次于

江苏苏净，堪称优良。

不过，在2014年底，创元科技卖出苏

轴股份110万股，实现了综合收益655.7万

元， 这使得创元科技股本溢价从2014年

初的2.73亿元增加到2.8亿元。 创元科技

表示，股本溢价的增加，系公司在不丧失

控制权的情况下转让子公司苏州轴承的

2.75%股权，在合并报表中反映的处置价

款超过相应享有的苏州轴承权益份额的

差额。

记者注意到，创元科技转让苏轴股份

的每股价格为8.50元。 苏轴股份今年2月

从协议转让变为做市转让，股价一路狂飙

到22元以上。 因此，创元科技所持苏轴股

份的市值早已飙升。

除个别公司因为做市转让实现股权

增值外，多数协议转让的新三板挂牌公司

交易清淡，尚未能给A股上市公司报表增

添砝码。 以凤凰传媒为例，公司持有新三

板挂牌公司法普罗51%股权，为后者控股

股东。 但后者挂牌后一直没有任何成交。

不过这并没有妨碍A股市场资金对凤凰

传媒的竞逐， 公司股价4月7日创出上市

以来新高。 业内对此分析认为，一旦所投

资新三板企业转为做市转让，参控股主体

的投资收益有望迅速增加，这成为资金竞

逐相关公司的重要原因之一。

“多元化”入股

根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两市上市公司

中直接或者间接参控股新三板挂牌公司

的企业有35家， 共参控股新三板挂牌公

司40家左右。 从目前已经发布2014年年

报的两市上市公司来看，凡是参控股新三

板挂牌公司的都将后者进行了着重提及，

新三板挂牌公司正在成为两市年报的

“美颜神器” 。

市北高新2014年将股权投资聚焦于

新三板市场方面。 2014年4月初，公司出

资人民币4671.8万元投资新三板挂牌公

司北京维珍创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

有该公司710万股股份，占其股本总额的

19.11%， 成为该公司第二大股东；6月

底，公司又以自有资金人民币937.5万元

参股新三板挂牌公司腾龙电子技术 (上

海)股份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75万股股

份，占其增资后股本总额的4.76%。 通过

产业孵化与股权投资， 公司将分享优质

企业高速增长的成果， 实现股东利益的

最大化。

上市公司参与新三板投资并非只有

认购定向增发股份一种形式。以市北高新

入股维珍创意为例， 公司先是以人民币

6.58元/股的价格认购维珍创意定向发行

的670万新股， 占维珍创意股本总额的

18.03%；2014年7月， 市北高新经营层根

据董事会授权，（下转A02版）

钱潮汹涌 新基金寻觅最佳“买点”

截至4月6日，今年以来新发公募基金首募额达2156亿元。 基金经理认为，

随着资金急速涌入，市场泡沫快速放大，短期存在调整风险，新基金不妨放缓建

仓步伐，尽可能寻找最佳“买点” 。

沪指4000点迎来“临门一脚”

昨日A股市场大小盘股共同助力、 政策主题精彩纷呈， 沪指4000点仅差

“临门一脚” 。 不过，虽然市场整体呈现强势上涨态势，但是整数关口的调整风

险正在逼近，建议投资者不要盲目追高。

港股“价值洼地” 现“淘金热”

□

本报记者 杨博

港股市场近期持续活跃， 整体成

交量明显放大的同时， 还频频涌现飙

涨个股。 分析人士认为，港股基本面因

素较此前并未出现重大变化， 但近期

政策方面的利好带来新的购买力，刺

激投资者入市。 相比于A股，港股市场

估值较低，存在补涨空间，短期内上涨

行情有望延续。

政策预期刺激资金“南下”

自去年11月底A股启动牛市征程

以来，上证综指累计涨幅超过60%，相

比之下,港股市场表现平淡，恒生指数

仅上涨8.5%。 然而过去两周港股市场

热度陡然升温， 上周恒生指数大涨

3.2%，恒生国企指数更是大涨6.4%，港

股总市值达到27.3万亿港元的历史新

高；3月31日当天， 港股成交量高达

1496亿港元， 创2008年1月以来最高

纪录。

值得注意的是，沪港通下的港股通

交易量上周连续刷新纪录，从此前平均

每日的15亿港元骤升至50亿港元以

上，4月2日更创下60亿港元的历史新

高。 港交所行政总裁李小加表示，这显

示内地投资者对于香港上市公司的投

资兴趣不断升温。

分析师普遍认为，利好政策密集出

台是引爆港股的重要导火索。 3月27

日，证监会发布《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

金参与沪港通交易指引》，公募基金可

借道沪港通投资香港市场。随后保监会

发布通知，明确内地保险机构可投资香

港创业板股票。 分析人士表示，上述新

措施为港股增量资金带来巨大想象空

间，结合深港通预期，给港股市场带来

提振，资金“南下”趋势明显。

汇业证券策略分析师岑智勇认为，

与此前低迷期相比，港股本身的基本面

因素并未出现重大变化，但沪港通相关

的新措施出台， 为港股带来新的购买

力，刺激投资者入市。

岑智勇表示，投资者憧憬沪港通将

会从原来由散户主导变为由机构投资

者主导。 与散户有别，机构投资者较看

重公司的基本面分析和估值，因此预期

一些估值较低的股票有望受到资金追

捧，这成为支撑相关公司股价上涨的主

要因素。

齐鲁国际研究部总经理罗满强对

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提振港股走强的

因素主要有两方面， 一是A股走势较

强， 带动资金流入整个大中华区市场；

二是近期监管新政策出台，刺激港股通

交易活跃。此外投资者预期即将出台的

深港通可能将香港创业板纳入其中，因

此香港创业板涨势显著，过去一周的成

交量创近两年来的新高。

罗满强表示，近期香港市场来自内

地的资金增加，相比之下外资机构在不断

减仓，意味着中资和外资对市场的看法出

现分歧。而随着A股火爆，港股逐步追赶上

来，已经获利套现的外资基金面临非常大

的业绩压力，有可能进行补仓操作，因此

预计未来一两周一些流通量较大的蓝筹

股存在上涨机会。（下转A02版）

制图/苏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