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展期两融合约 下调保证金比例

券商多举措维护市场稳定健康发展

多部门合力维稳措施陆续出台，市场出现明显反弹。 目前券商维稳

市场工作仍在推进。除展期两融合约、下调保证金比例外，不少券商正加

紧向证金公司申请信用额度支持券商自营业务。

沪深交易所支持券商发行短期公司债

上交所表示，切实促进证券公司短期公司债券业务开展，全力推动证券公

司两融资产证券化业务落实。 深交所表示，将继续推动短债扩容及融资融券资

产证券化的落实工作，促进交易所债券市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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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停扫货 涨停抢筹

惊心动魄抄大底

连续两根阳线改变了恐

慌资金的思路，A股迎来止

跌。 过去惊心动魄的数周，惊

慌失措者大有人在，不过也有

成功抄大底的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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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特稿

严鸣 华尔街“守门员”

“如果说基金经理和交易员的存在是为了赚取利润，那么风险

官的作用就在于减少损失，避免不必要的风险，这也是在为公司赚

钱。 ” 宏观对冲基金凯利资本管理公司(Karya� Capital� Man-

agement)的合伙人兼首席风险官严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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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拟在审核环节公开

公司债募集说明书和审核反馈意见

□

本报记者 倪铭娅

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邓舸10日表

示，证监会4月开始按照《公司债券

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 受理公司债

券公开发行申请，并已将申请企业基

本情况和审核进度对外公布。为进一

步贯彻落实“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

监管理念， 不断提高审核工作透明

度，证监会拟在审核环节对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和审核反馈意

见予以公开。

面向公众投资者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具体公开方

式：自7月20日起新受理的公司债券

公开发行申请， 将于证监会正式受

理后的当周周五在证监会网站债

券部专区预先披露栏目对外公开。

面向公众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反馈意见的具体公开方式：自7月

20日起新受理的公司债券公开发行

申请， 将于证监会受理处向发行人

出具反馈意见的当周周五在证监会

网站债券部专区反馈意见栏目对

外公开。 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和相关反馈

意见、上市预审核进程将在交易所

网站对外公开，具体安排由交易所

公布。

邓舸指出，证监会将梳理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审核常见问题，以监管问

答形式在证监会网站债券部专区陆

续公布， 进一步推进审核工作市场

化、法制化和规范化。

证监会:跨市场跨期现操纵属于恶意做空

已要求所有上市公司制定维护股价稳定方案

□

本报记者 倪铭娅

针对什么是“恶意做空” 的提

问，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邓舸10日表

示，此前已在相关发布中说明，比如

跨市场、跨期现操纵属于恶意做空。

关于核查恶意做空的有关情

况，邓舸表示，监测是有过程的，具

体情况还不了解，有新进展会及时

向大家通报。

邓舸表示，近期，A股市场出现

非理性下跌， 为维护资本市场稳

定，保护广大投资者权益，证监会

已要求所有上市公司，立即结合公

司实际情况，制定维护公司股价稳

定的具体方案，包括但不限于采取

如下措施：大股东增持、董监高增

持、公司回购股份、员工持股计划、

股权激励等。 相关方案应尽快予以

披露， 并通过交易所 “e互动” 或

“互动易” 平台、召开投资者说明

会等各种方式向投资者说明维护

公司股价稳定的具体方案，介绍公

司生产经营情况及管理层对公司

未来发展的讨论与分析，加强投资

者关系管理， 做好投资者沟通工

作，坚定投资者信心。

邓舸表示， 该项措施得到上市

公司及大股东的积极响应， 包括北

京创业板董事长俱乐部、 创业板首

批28家公司实际控制人、浙江24家

公司董事长等多个上市公司联盟以

及大连、青岛、湖南等多地上市公司

集体发声， 宣布通过积极增持、回

购、暂不减持等方式稳定公司股价。

截至9日，两市已有655家公司公布

股份增持、回购计划，积极维护公司

股价稳定。

邓舸表示，近期没有新股发行，

但新股发行审核工作不停止， 同时

证监会将大幅减少融资公司的数量

和融资数额。

反弹再下一城 千股涨停延续

□

本报记者 李波

继9日A股大幅上涨后，10日多头再

下一城，沪综指盘中一度站上3900点，创

业板指实质性涨停， 千股涨停格局延续，

做多热情进一步回升。

受题材股高开高走提振，上证综指

10日低开后强势上攻， 接连站上3800

点和3900点， 之后围绕3900点强势震

荡，收报3877.80点，涨幅为4.54%；深

成指上涨4.59%， 收报12038.15点；中

小板指上涨 4.22% ； 创业板指上涨

4.11%，交易中的成份股全线涨停。 沪

深两市成交额分别为 6804.34亿元和

2473.29亿元。

28个申万一级行业指数10日全部上

涨。 其中，国防军工指数上涨8.48%，家用

电器、建筑装饰指数涨幅均超过7%，交通

运输、 建筑材料和非银金融等14个行业

指数涨幅超过5%；银行指数涨幅最小，为

0.96%。

沪深两市交易的1395只股票中，

1388只上涨，其中逾1300只涨停，仅7只

下跌。 在创业板205只交易的股票中，除

金利华电外，其余全部涨停。

部分银行股尾盘出现大单卖出。 以

当日跌幅最大的民生银行为例，14时40

分后出现多笔大额卖单， 其中最大一笔

卖出量超过50万手，同时也有大单买入，

多空博弈激烈。 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农

业银行、 中信银行和招商银行也在尾盘

翻绿。

股指期货10日全线上涨，中证500期

指四合约全部涨停， 上证50期指主力合

约上涨3.78%， 沪深300期指主力合约上

涨9.36%。

A股反弹启动后，两融交易热度明显

回升。 截至9日， 沪深两市两融余额为

14405.77亿元，环比下降120.1亿元，在连

续三个交易日下降逾千亿元后，两融余额

下降速度明显放缓。 其中， 融资余额为

14380.09亿元，融券余额为26.69亿元。 9

日的融资买入额由8日的560.28亿元大幅

回升至1114.32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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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连线

周金涛：资本市场正在迎来转机

中信建投研究所所长周金涛表示， 当前中国股市风险已经得

到释放，三季度将呈现平稳运行状态。 三季度有两个因素会影响市

场：一是主导国加息预期，这对新兴市场的泡沫会产生明确影响；

二是全球的复苏预期如果真的推升了全球通胀预期， 则流动性变

局将由此发端。

04

机构解盘

增量资金入市 成长股聚人气

连续数道“金牌” 救市后，股指绝地反击。 未来市场如何重塑

信心？ 券商、基金、证金公司、社保、产业资本积极入市，将对市场

产生怎样影响？ 后市主板和中小创是否会出现分化？ 本期财经圆

桌邀请长城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汪毅、东北证券研究咨询分公司

策略研究经理沈正阳、 中投证券策略分析师黄君杰三位嘉宾，共

同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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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理财

银行称参与定增产品暂无恙

银行界人士介绍，银行资金参与上市公司定向增发的高峰期是

去年底。尽管本周证券市场大幅震荡，但由于安全垫比较厚实，银行

资金较安全。 定增产品锁定期一般为3年，最短也有1年，所以短期

内不会发生风险。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指出

有能力有信心防止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风险

促进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公开透明、长期稳定健康发展

□

据新华社电

7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

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部分省 （区）政

府主要负责人经济形势座谈会并作重要

讲话。

座谈会上，河北省长张庆伟、内蒙古

自治区主席巴特尔、 辽宁省长陈求发、江

苏省长李学勇、河南省长谢伏瞻、广东省

长朱小丹、四川省长魏宏和陕西省长娄勤

俭汇报了上半年本省（区）经济走势，提

出了下一步建议。

大家发言后，李克强说，今年以来，

特别是二季度以来， 面对国内外复杂形

势，我国经济运行缓中趋稳，处于合理区

间，许多指标出现回升势头，经济发展的

活力动力增强， 有效提振了各方面的信

心。 但也要看到，经济回稳的基础还需进

一步巩固， 尤其是世界经济复苏变数增

多， 各种挑战和风险对我国的影响不可

忽视。 促进经济稳定向好仍要付出很大

努力。

李克强指出， 完成今年经济社会发

展主要目标任务，要以稳促进，保持宏观

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着力在扩

大内需、优化结构、增强后劲上打开新局

面。 要灵活施策， 针对形势变化精准发

力，在区间调控基础上加大定向调控，相

机实施预调微调， 在改革创新中释放新

红利。 要铆足干劲，不甘人后，形成狠抓

政策落实、积极主动作为的叠加效应，在

促进升级发展中取得更多新成效。 尽管

前进中会有各种挑战和风险， 我们不掉

以轻心， 有能力有信心防止发生区域性

系统性风险，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促进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公开透明、长

期稳定健康发展， 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

良好的金融环境， 推动中国经济实现中

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

李克强说， 促进和巩固经济稳定向

好，必须着力以推进结构性改革促结构调

整，坚持把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

推向纵深，实施创新驱动，加快打造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新引擎，聚焦惠民生、补短

板、强实体，以增加公共产品、公共服务供

给促进传统引擎升级。 通过拓展新需求，

做大新亮点，培育新动能，形成稳增长的

强大合力。

李克强指出， 当前地方经济发展走

势分化，越是改革步子大、结构调整起步

早，越能赢得主动和先机。 要时刻绷紧发

展这根弦， 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

极性，鼓励地方对接国家战略、发挥各自

优势，竞相迸发活力。 一要多出深化改革

开放的“硬招” 。 敢为人先，创新体制机

制， 打通政策阻点， 营造有利于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的良好环境。 抓住“一带一

路” 和国际产能合作机遇，推动装备“走

出去” ，在更高水平的开放中实现产业升

级，打造国际竞争新优势。 二要多出针对

性强的“实招” 。 积极扩大有效投资，特

别是要增加中西部地区公共产品和服务

供给。 既定项目要马上开工，已有资金要

尽快到位，项目储备要超前谋划。 这既拉

动当前增长，又促进可持续发展。 三要多

出提升发展能力的“新招” 。 积极推进结

构调整，实施“中国制造2025” 和“互联

网＋” 行动，围绕企业和群众需要，提升

服务业水平，发展新产品、新技术、新业

态、新模式，促进新旧动力加快转换，努

力使下半年我国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继

续保持向好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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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2�财经要闻

22家上市券商上半年净利同比增358%

� � � � 22家上市证券公司未经审计财务报表显示， 上半年合计实现营业收入

1737.48亿元， 同比增长280.13%； 实现净利润846.93亿元， 同比增长

358.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