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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评 � Editorial

央行将给予证金公司流动性支持

汇金已买入ETF并将继续操作 近期没有IPO

□

本报记者 王小伟

证监会7月5日发布公告，为维护

股票市场稳定，证监会决定，充分发挥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的作用，

多渠道筹集资金，扩大业务规模，增强

维护市场稳定的能力。 中国人民银行

将协助通过多种形式给予中国证券金

融股份有限公司流动性支持。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公司7月5日

发布公告， 公司已于近期在二级市场

买入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ETF），

并将继续相关市场操作。

上交所和深交所7月4日披露28

家公司暂缓发行公告，其中上交所10

家，深交所18家。

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邓舸5日表

示，28家拟上市公司暂缓发行后，近

期将没有新股发行。 下一步新股发行

审核工作不会停止， 但将大幅减少新

股发行家数和发行融资数额。

28家暂缓发行公司中，上交所10

家公司为井神股份、邦宝益智、思维列

控、安记食品、乾景园林、道森股份、桃

李面包、博敏电子、中新科技、读者传

媒。 深交所18家公司为高科石化、银

宝山新、美尚生态、盛天网络、通合科

技、凯龙股份、可立克、奇信股份、润欣

科技、中坚科技、富祥股份、山鼎设计、

华自科技、华源包装、中科创达、久远

银海、三夫户外、万里石。其中，部分公

司已于7月3日启动申购程序。

根据部分公司所发布的《首次公

开发行A股暂缓发行的公告》， 因近

期市场波动较大， 发行人及保荐机构

出于审慎考虑， 决定暂缓后续发行工

作。 原披露的预计发行时间表将进行

调整。

对于 “近期股票期现货市场剧

烈波动， 证监会对股指期货交易采

取了什么措施？” 的问题，邓舸表示，

中金所依照《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

违规违约处理办法》 第二十二条的

规定，对交易股指期货合约特别是中

证500股指期货合约的部分账户采取

了限制开仓等监管措施。 上周五，股

指期货收盘价已高于现货价格。证监

会要求中金所继续实施前期有效措

施， 并加大力度， 扩大检查范围，配

合证监会对各种涉嫌违法违规的行

为进行专项核查。 证监会对恶意做

空、利用股指期货进行跨期现市场操

纵等违法行为，一经查实，将依法予

以严惩。 （下转A02版）

21家券商1200亿元投资蓝筹股ETF

□

本报记者 王小伟

中国证券业协会7月4日发布消息

称，21家证券公司4日召开会议， 决定

出资不低于1200亿元， 用于投资蓝筹

股ETF，并承诺上证综指4500点以下，

在7月3日余额基础上， 自营股票不减

持，并择机增持。

根据21家证券公司联合公告，会

议分析了当前股票市场形势，21家证

券公司对我国资本市场发展充满信

心，一致表示，坚决维护股票市场稳定

发展。

根据公告，上市证券公司将积极推

动回购本公司股票，并推进本公司大股

东增持本公司股票。按照证监会发布的

《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管理办法》等

相关规定，完善逆周期调节机制，及时

调整保证金比例、 担保证券折算率、融

券业务规模等相关指标，在风险可控的

前提下尽量平稳地做好客户违约处置

工作。

中国证券业协会7月4日发布倡议

书指出，21家证券公司召开会议，一致

表示坚决维护股票市场稳定发展，并作

出相关决定，证券业协会对此表示高度

赞赏和坚决支持，同时向全体证券公司

发出三项倡议：（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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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证资本市场运行统计监测中心是中国

证监会直接管理的专业机构，其主要职责是为

证券监管系统提供运行统计监测服务，包括收

集、加工、整理证券期货市场信息和数据，生产

证券期货统计产品；评估、检验相关政策措施

及其效应

,

分析、评估市场运行质量和效率；监

测、 评估和预警资本市场运行风险； 建设、运

行、维护中国证监会中央监管信息平台。

现因业务发展需要，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

工作人员

14

人。

一、招聘岗位

风险监测类、统计类、研究分析类、技术开

发类。具体岗位职责及任职要求请登录中证资

本市场运行统计监测中心有限责任公司官方

网站（

www.cmsmc.cn

）在线招聘模块查询。

二、报名方式

1

、简历投递时间：即日起至

2015

年

7

月

26

日

2

、报名方式：请点击在线报名系统，注册

用户后，按照要求在线填写考试报名登记表申

请相关职位。

3

、结果查询：笔试资格及时间安排请于

2015

年

7

月

27

日至

7

月

31

日期间登录招聘模块查询。

获得笔试资格人员需登陆报名系统下载打印准

考证。 面试资格及时间安排通过电话及邮件等

方式通知，谢绝来电、来访。

真诚欢迎国内外有志于中国资本市场统

计分析和系统性风险监测工作的人才报名！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基金经理投资旗下

基金相关事宜的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基于对中国资本

市场长期健康稳定发展的信心，拟于近期认购/申购公司旗下偏股

型基金。 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公司将出资4000万元固有资金认购旗下偏股型基金。 其

中：出资2000万元参与广发中证全指金融地产ETF联接基金和广

发中证全指能源ETF联接基金的发起设立， 并承诺至少持有3年；

出资2000万元认购拟发行的广发改革先锋灵活配置基金和广发

沪深300ETF，并承诺至少持有1年以上。

二、 公司每位高级管理人员将出资50万元申购旗下偏股型基

金，并承诺至少持有1年以上。

三、 公司主动偏股型基金的基金经理将各自出资50万元申购

自己管理的基金，并承诺至少持有1年以上。 具体名单如下：

四、公司将打开前期限购的广发新动力股票基金、广发制造业

精选股票基金、 广发中证全指金融地产ETF和广发中证全指能源

ETF的申购，为投资者提供更多选择。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7月5日

有能力有信心实现A股平稳健康发展

最近几日，监管层维护股市稳定健康

发展的政策组合拳连环出击，市场各参与

主体也以实际行动积极作为。 我们相信，

中国经济企稳向好态势没有变，全面改革

红利继续释放的趋势没有改变，市场流动

性总体充裕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在一系列

政策措施的综合作用下，在市场各方的合

力推动下，中国资本市场完全有条件有能

力实现平稳健康发展。

股票市场过快上涨或下跌都不利于

市场稳定健康发展。

A

股近期暴跌已显示

出非理性特征， 市场里各种信息泛滥，真

伪难辨，误导投资者预期。对此，我们应当

认识到，短期急速回调是牛市中正常的整

固和蓄势。 从国际经验来看，美国

1987

年

牛市中的大调整在

30%

左右，后面照样迎

来长达

13

年的牛市。 另外，前期

A

股市场

上涨速度过快，再加上杠杆资金的助涨助

跌，加剧了下跌的剧烈程度。 这也是中国

股市第一次经历这样的情况。

资本市场是一个生态系统， 有其自

身运行规律， 非理性追涨和杀跌都是危

险的。 要维护这个生态系统的平稳、健康

运行需要市场各参与主体的群策群力，

形成合力。 面对当前的股市非理性下跌，

市场各方已作出积极回应。 其一，监管部

门多策并举，引导市场预期。 最近，监管

部门通过各种措施降低市场交易费率、

提高场外资金入场便捷度、 积极引导长

期资金入市、打击股市谣言，坚定维护市

场稳定。 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张晓军表示，

证监会一直积极支持养老金、保险资金、

QFII

、

RQFII

等各类境内外长期资金入

市。 证监会正会同相关部门，积极研究完

善

QFII

、

RQFII

和

QDII

制度， 修订整合有

关法规。

其二，中央汇金公司、证券公司、基金

公司等市场参与主体主动承担责任，维护

市场稳定。中央汇金公司

5

日公告称，已于

近期在二级市场买入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基金（

ETF

），并将继续相关市场操作；不

少上市公司大股东和管理层也启动了对

自家股票的增持或回购；

28

家拟上市公司

将暂缓发行，近期将没有新股发行；中信

证券等

21

家证券公司将出资不低于

1200

亿元，用于投资蓝筹股

ETF

；华夏基金等

25

家公募基金将积极申购本公司偏股型

基金，并至少持有

1

年以上。

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数据，上述

21

家证

券公司是证券行业最具影响力的公司。一

是行业规模占比超过

60%

，净资产超

8000

亿元，净资本超

6000

亿元，优质流动性资

产接近

6000

亿元， 行业占比分别为

66%

、

63%

和

85%

。 二是自营股票规模占比超过

80%

，且未来增持空间较大。 三是融资融

券业务规模超

1.5

万亿元， 目前行业融资

融券规模约

2

万亿元，占比

73%

。上述机构

的真金白银无疑将对市场稳定带来积极

作用。

对投资者而言， 应理性解读政策信

息，关注有关部门正式发布的信息，不传

谣、不信谣，提高自我保护能力。股市暴跌

阶段，各种传闻、谣言盛行，并在微博、微

信等新媒体的助力下迅速扩散， 混淆视

听，加剧投资者恐慌情绪，对股票市场正

常运行造成严重干扰。 目前，证监会正在

开展证监法网专项执法行动，编造、传播

股市谣言是执法行动的打击重点之一，证

监会已查处和公布了一批典型案件，有助

于市场增强投资信心。

当然，从一个角度来说，

6

月中旬以来

的市场调整也将中国

A

股不成熟的一面

暴露无遗。风雨之后见彩虹。 从监管者到

投资者再到各市场中介机构，都要从中总

结经验教训，更加理性，并推进

A

股市场

走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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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2

公募基金：很多股票已显示投资价值

A股配置价值重回合理区间

A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