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混改落子 银行业变革谋大棋局

银行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大幕已经拉开。 分析人士认为，银行业完善治理体

系的意义在于减少冗余，降低成本，提高运营效率，提高应对危机的能力，有利

于推进战略实施和重点业务发展以及增强投资者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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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证券期货研究院招聘启事

北京证券期货研究院是中国证监会

下属的从事经济、 金融和资本市场长期

性、前瞻性、全局性、规律性问题研究的

政策研究机构，定位为决策支持中心、战

略智库和理论学术基地。 现面向海内外

公开招聘各方人才。

详情参见资本市场研究网网站“招

聘 英 才 ” 栏 目 ：http://www.bisf.

cn/zbscyjw/zpyc/zpyc.shtml。

咨询电话:010-56088542,

� � � � � � �010-56088534；

邮箱：rencai@bisf.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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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育军：大力支持资产管理行业发展

全力推进互联网+行动，打造新型综合金融服务平台

□

本报记者 王小伟

证监会主席助理张育军18日在中国

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夏季论坛（2015）

上表示，当前我国资产管理业面临全新形

势，有诸多挑战，监管部门将大力支持资

产管理行业发展，努力营造有利于行业发

展的制度环境。

张育军表示，一是着力推动信托法律

关系建设， 统一资产管理行业监管标准。

目前证监会正积极配合国务院法制办制

定出台《私募基金管理条例》，协同金融

监管部门研究制订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

务的统一规则，探索将各类受托投资管理

活动纳入到信托法律关系调整范畴，逐步

建立统一的资产管理行业监管标准，为资

产管理行业长期健康发展奠定法律制度

基础。

二是积极推进资产管理业公司治理

改革，发挥人才核心作用。 鼓励符合条件

的私募机构发展公募业务；支持专业人士

发起设立公募基金机构；鼓励基金公司引

入产业资金、个人资金，推进混合所有制

改革，完善多元化的股权结构；支持有条

件的基金公司实施股权激励，通过事业部

制、延期支付等多种方式完善长效激励约

束机制。

三是进一步巩固和完善行业基本功

能，鼓励专业特色化发展。 鼓励符合条件

的各类金融机构设立专业的资产管理机

构，从事新的投资品种和投资标的，比如

FOF、Reits和养老金投资基金。 同时，支

持第三方销售机构开展以公募基金为标

的的组合投资，积极推动天使联盟和创投

网络化发展，营造有利条件支持并购基金

跨境发展。

四是大力发展投资顾问服务，打造高

素质投顾队伍。将进一步明确投资顾问的

法律地位和业务范畴，进一步探索建立投

顾业务管理制度，研究推进投资顾问以受

托人身份从事特定类型的投资管理服务。

鼓励证券公司、基金公司等开展投资顾问

服务。

五是推动行业标准体系建设，进一步

提高基础设施服务能力。积极研究并推动

有利于持续竞争力的行业标准体系，提高

估值、核算、评价、征信、信息系统等中后

台技术标准。 （下转A02版）

明日《金牛理财周刊》导读

配资公司降杠杆升利率

目前，P2P公司已把炒股配资比例降至最高1：4， 利率升至年化

18%—20%。 相比为炒股配资赚的“小钱” ，某知名P2P公司负责人

说，如果能参与上市公司股权运作，“才会赚大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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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将加快推进

资本市场国际化进程

证监会办公厅副主任李钢18日表示，证监会将借助中国（上海）自

由贸易试验区的平台，加快推进资本市场的国际化进程。 加快推动资本

市场双向投资的政策落地，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先行试点。

跌时重质 业绩暖心

□

本报记者 张怡

A股周三小幅反弹后，周四再现大

跌，上证综指回落到4800点下方，创业

板指跌幅超过6%。 后市随着打新高峰

过去，市场情绪料逐步缓解，调整有望

接近尾声。 值得关注的是，两融余额仍

然保持稳定增长态势， 占流通市值下

降凸显中小盘股炒作热情较高。 从高

送转题材个股逆市逞强来看， 投资者

布局反弹行情可以业绩好的题材股作

为首选。

沪指跌破4800点

周四上证综指全天维系低位格局，

尾盘跳水跌破4800点， 再度下破20日

均线。 沪深两市成交额分别为7858.45

亿元和6753.67亿元， 较前几日进一步

缩量。

行业板块全线翻绿， 交通运输、钢

铁和房地产跌幅最小 ， 分别下跌

0.73%、1.13%和1.98%；传媒、计算机、

非银金融和银行跌幅居前， 分别下跌

5.69%、4.92%、4.64%和4.43%；电气设

备、通信、建筑装饰和机械设备行业的

跌幅超过4%。

概念方面，119个Wind概念板块

仅创投指数微涨0.16%， 其余板块下

挫，其中中日韩自贸区、新三板、广东国

改、国资改革等概念跌幅较小，均未超

过2%；次新股、智能IC卡和在线教育板

块跌幅均超过6%。

从个股来看， 上涨股票仅368只，

涨停股票59只；下跌股票达1943只，其

中跌停股超过130只。

昨日市场下跌，一方面是此前温和

调整后的进一步补跌，另一方面也是节

日效应、期指交割效应和打新高峰等叠

加的结果。 值得关注的是，此前护盘的

金融股集体杀跌，显示不少恐慌资金已

经出局， 意味着市场短线调整接近尾

声。 市场情绪尽管谨慎，但引发调整的

因素逐步被化解， 两融保持稳定增长，

下周打新资金将逐步回流，部分先行调

整到位的品种可能逐步迎来反弹。

两融余额稳定增长

对于此次市场调整，不少人认为是

杠杆交易引致。 不过，两融市场始终保

持稳定增长。 海通证券测算认为，杠杆

交易尽管占比下降，但资金入市并未停

歇，且两融尚未到达天花板。

据Wind数据，截至6月17日，融资

融券余额为2.26万亿元，环比上个交易

日增长超150亿元。 近几日市场调整期

间，两融市场并未随之萎缩，增速短暂

放缓后又快速恢复。

值得关注的是， 融资交易占A股市

场成交额的比重下降。据统计，17日融资

额占沪深两市合计成交额的比例为

10.85%， 今年初时这一占比为17.02%。

海通证券数据显示， 目前融资交易占比

为16.9%，与年初高点27%相比有明显下

降，说明杠杆交易占比已经在下降，不过

资金入市并未停止。（下转A02版）

制图/韩景丰

调整加剧

顺势而为

期指主力转战次月

空头仍占优

“估值+业绩”筑防御墙

融资客瞄准周期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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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金改革呼之欲出

年金投资政策将进一步完善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18日表示， 今年是养

老金投资管理改革的大年，养老金三支柱的投资管理改革方案有望今

年年底前见分晓。 在年金投资管理方面，他建议大幅提高股票投资比

例上限，大力发展生命周期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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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单信托PPP将落地 信政合作迎变局

信托作为地方政府最重要的融资渠道之一，开始尝试用新的业务方式来参

与稳增长而推出的庞大基建计划，其中包括“PPP” 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