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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引入全国社保基金会

为长期战略股东

中信证券公告，已与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就其成为公司长期战

略股东、建立长期合作达成初步共识，决定引入全国社保基金会作为长

期战略股东并与其开展多方面业务合作。公司拟向全国社保基金会定向

发行新H股6.4亿股，发行价格为18.00港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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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概股集体回归“躁动”

VIE架构拆解成“拦路虎”

回归A股后离谱的惊艳表现强烈吸引着一大批海外上市的中概股公司或

计划出海融资的企业返回境内资本市场。 专家认为，中概股回归不能是高价圈

钱，需要更好地为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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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溢价指数创新高

H股吸引力凸显

恒生AH股溢价指数8日刷新近四年高位，A股较H股平均溢价接近40%。

分析人士预计，由于估值相对A股具有吸引力，在AH股溢价较高的情况下，H

股有望出现追赶之势，令两地价差收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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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保监会指定披露保险信息

中国证监会指定披露上市公司信息

中国银监会指定披露信托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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蚂蚁金服曲线入主恒生电子

恒生电子公告，公司控股股东恒生集团之母公司浙江融信的股东马

云和谢世煌与蚂蚁金服签署相关协议，蚂蚁金服将通过认购浙江融信新

增股本并收购现有股东剩余股权的方式， 获得浙江融信100%的股权。

交易完成后，蚂蚁金服将间接持有恒生电子20.62%的股份，曲线入主

恒生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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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科技企业创业的“三个三年”规律

在接受调研的科技企业中，比较成功者基本上清晰地表现出创业经

历“三个三年” 阶段：第一个“三年” ，创业形成盈利机制；第二个“三

年” ，构建技术创新的平台；第三个“三年” ，构建资金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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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信心指数连续12个月处乐观区间

5月环比微降2.1%�同比上升34.3%

□

本报记者 倪铭娅

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限责任

公司8日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月中国

证券市场投资者信心指数达63.8，同比大

幅上升34.3%，环比小幅下降2.1%。 投资

者信心继续保持稳定乐观， 连续12个月

处于乐观区间。

在子指数方面，5月国内经济基本

面、 国内经济政策指数较上月分别下降

5.3和2.2； 国际经济金融环境指数下降

3.0； 大盘乐观和大盘反弹指数分别下降

1.7和1.5，大盘抗跌指数与上月持平。

在大盘强势上涨尤其是创业板估值

高企的背景下，5月股票估值指数出现反

转，较上月下降8.0，为44.7。 这是该子指

数2010年12月以来首次降至50的中性值

以下。 同时，由于增量资金持续涌入，市

场赚钱效应明显，买入指数微升1.3，成为

本月唯一环比上升的子指数。

报告分析，与4月相比，5月投资者信

心指数总体变化不大， 下降较明显的是

国内经济基本面和股票估值两项子指

数。 一方面，5月汇丰中国制造业PMI初

值为49.1， 连续3个月处于荣枯线下方，

内需疲弱使我国制造业下行压力进一步

加大，投资者对经济基本面的信心有所下

降；另一方面，随着A股牛市行情的延续，

股票估值面临的风险有所加大， 投资者

对此表现出较谨慎的态度。 买入子指数

不降反升， 说明投资者的买入意愿并未

受到影响。

“大象”起舞助力股指冲关

中车复牌催生改革主题2.0

□

本报记者 徐伟平

8日， 中国中车A股复牌后一字涨

停，收报32.40元，其A股市值高达7971

亿元，名列A股第九位。 中国中车的强势

表现再次带动“大象”起舞，沪综指演绎

冲关行情，站上5100点整数关口。 值得

关注的是，中车复牌再度将改革主题投

资推向高潮，国企改革、央企重组等板

块涨幅居前。 国企改革有望加速，银行

混改预期升温，中国核电即将上市，市场

迎来事件性驱动催生的改革主题热浪。

作为改革主题2.0版本， 本次行情持续的

时间可能比此前央企重组主题更长。

大市值周期股表现强势

8日，合并中国北车后的中国南车

以“中国中车” 的新面孔复牌，其A股

一字涨停；H股涨幅一度超过12%，收

报15.68港元，上涨4.53%。 中国中车A

股总股本为229.18亿股，A股市值高达

7425亿元，名列A股第九位，成为交通

轨道制造业的“巨无霸” 。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此前股价连续

涨停，有市场观点认为，中国南车停牌

前的股价完全反映了合并重组的预期。

8日复牌后的一字涨停令不少投资者

大呼意外。 同时，中国中车的强势表现

再次带动“大象” 起舞，A股总市值前

十位的股票悉数上涨。 其中，总市值最

大的中国石化上涨3.98%， 其余9只股

票涨幅均超过5%， 中国银行和交通银

行均涨停。

在“大象” 起舞的引领下，沪综指

再次演绎冲关行情。 继上周站上5000

点后，8日沪综指大涨百点并冲破5100

点关口，收报5131.88点，成交额达1.31

万亿元，创历史新高。 此前强势领涨的

小盘指数震荡回调， 中小板指数下跌

1.60%，收报11530.77点；创业板指数

下跌4.67%，收报3704.55点。 指数之间

的分化凸显。

这种指数间的分化映射到行业板

块上，体现为新兴行业与周期行业的分

化。 8日，在28个申万一级行业中，有10

个行业板块上涨，申万银行、非银金融

和交通运输指数涨幅居前， 分别上涨

6.24%、4.69%和3.48%， 这三大行业是

典型的大市值周期股；在下跌的18个行

业板块中，申万计算机、传媒和电子指

数跌幅居前， 分别下跌4.47%、2.81%和

2.61%，这三大行业是新兴产业中的“三

驾马车” ，也是成长军团中的主力军。

国企改革主题升温

4月， 央企整合预期升温，“中字

头” 股票曾掀起涨停潮，中国南车和中

国北车连续涨停。这场改革主题的行情

持续了将近一个月。 从目前来看，国企

改革有望加速， 银行混改预期升温，市

场迎来改革主题的2.0版本， 本次行情

持续的时间可能比此前央企重组主题

更长。（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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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券商 西南证券 全国诚聘精英

西南证券成立于

1999

年，是在原重庆国际信托投资有

限公司证券部、原重庆市证券公司、原重庆有价证券公司

和原重庆证券登记有限责任公司的基础上，联合其他股东

共同发起设立的证券公司。目前公司注册资本

28.23

亿元人

民币， 是唯一一家注册地在重庆的全国综合性证券公司，

也是中国第九家上市证券公司和重庆第一家上市金融机

构。 公司现有员工逾

2000

名，在全国

28

个省份获批设立

119

家证券营业部，拥有

17

个投行业务部门，在

2014

年证券公

司分类评价中获评

A

类

AA

级，达到行业最高水平。 公司拥

有四家全资子公司，可从事直接股权投资业务、另类投资

业务、跨境业务、商品期货、金融期货经纪、小额贷款等业

务， 并且公司是全国首家控股地方股权交易中心的券商，

是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第一大股东，拥有重庆市唯一一

家在香港上市的证券公司，这进一步为业务创新发展增添

了动力，也为各类金融优秀人才施展才华、实现价值提供

了良好的平台。 根据业务发展的需要，现面向全国诚邀立

志发展、追求卓越的有识之士加入我司，让西南证券与您

共创辉煌！

一、招聘对象

1

、证券公司优秀投资顾问、投资主办

2

、民间投资高手

3

、优秀私募基金经理

4

、有一定投资能力的投资顾问（限投资助理）

二、岗位职责及应聘条件

（一）投资经理

岗位职责：

1

、 利用公司互联网证券平台为高净值客户、 签约客

户、收费客户等提供投资咨询、定向理财、资产配置等财富

管理增值服务，获取投资顾问业务收入；

2

、“账户管理业务”开闸后，担任该项业务投资经理，

实现业务创收；

3

、为高净值客户提供财富管理诊断报告，量身定制金

融产品配置方案及个性化投融资服务方案，实现客户资产

的保值、增值。

应聘条件：

1

、在证券市场如股票、基金、期货、债券、金融衍生品

等领域拥有专业的投资知识和实战投资技能，拥有稳健的

盈利模式和可证明的历史投资管理业绩；

2

、国家重点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具有证券投资咨询

资格、三年以上证券投资顾问、资产管理、私募基金经理等

相关工作经验，具有公开的基金管理优秀业绩者优先；

3

、诚实守信，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投资能力突出者

可适当放宽应聘条件。

4

、工作地点：公司各区域管理总部。

（二）投资助理

岗位职责：

1

、以公司咨询产品为基础，研发、完善及推广营业部

咨询、理财产品；

2

、完成营业部产品销售、投资咨询等相关工作，为客

户提供资产配置建议、提供投资收费服务；

3

、完成营业部内部培训工作，协助投资经理为客户提

供账户诊断报告、定向理财计划等。

应聘条件：

1

、年龄不超过

30

岁，国家重点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

金融、数学、经济等相关专业。

2

、通过证券投资咨询资格考试，具有一年以上券商等金

融机构、咨询机构投资理财及客户服务的工作经验；

3

、熟悉金融市场理财产品和投资工具，具有一定营销推广

和资产配置能力，从业经历丰富者可适当放宽条件；

4

、工作地点：公司各区域管理总部及中心营业部。

三、薪酬待遇

我司具有行业领先水平的薪酬福利待遇： 高固薪、高

提成、五险一金、商业保险、带薪年假、企业年金一应俱全，

具体面议。

四、报名及联系方式

请应聘者登陆西南证券官方网站（

www.swsc.com.cn

），

选择“人才招聘”，点击“

2015

年投资经理、投资助理申请”

填写简历，为使您的简历得到有效筛选，请务必准确填写

您的意向岗位名称。

我司将通过邮件、电话通知应聘人员进行面试；我司

尊重和维护应聘者的隐私权， 对应聘者的信息将严格保

密，应聘材料恕不退回。

如有疑问，请发送邮件至

xnzqzp600369@163.com

，我司

将在第一时间回复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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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看点

新基金持续补给

国企改革主题弹药充足

A06

A12

二八分化加剧

“携手” 更利“共赢”

A14

两融“滞涨” 融资盘

“风控” 升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