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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2�财经要闻

监管政策落地 互联网金融业洗牌料加速

□

本报记者 任晓

中国人民银行等十部委18日联合

发布 《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

的指导意见》，对互联网支付、网络借

贷、股权众筹融资、互联网基金销售、互

联网保险、互联网信托和互联网消费金

融等互联网金融主要业态进行了明确

规定。

明确监管分工

《指导意见》 确立了互联网金融

主要业态的监管职责分工。 人民银行

负责互联网支付业务的监督管理；银

监会负责网络借贷以及互联网信托和

互联网消费金融的监督管理； 证监会

负责股权众筹融资和互联网基金销售

的监督管理； 保监会负责互联网保险

的监督管理。

《指导意见》对资金存管提出了严格

要求，即“除另有规定外，从业机构应当

选择符合条件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作为资

金存管机构。 ”

《指导意见》 明确了互联网支付、网

络借贷、股权众筹融资、互联网基金销售

和互联网信托、互联网消费金融应当遵守

的基本业务规则。 例如，网络小额贷款应

遵守现有小额贷款公司监管规定；股权众

筹融资应定位于服务小微企业和创新创

业企业； 互联网基金销售要规范宣传推

介，充分披露风险；互联网保险应加强风

险管理，完善内控系统，确保交易安全、信

息安全和资金安全；信托公司、消费金融

公司通过互联网开展业务的，要严格遵循

监管规定，加强风险管理，确保交易合法

合规，并保守客户信息；信托公司通过互

联网进行产品销售及开展其他信托业务

的，要遵循合格投资者监管规定，审慎甄

别客户身份和评估客户风险承受能力，不

能将产品销售给与风险承受能力不相配

的客户。

对于备受关注的P2P （网络借贷），

《指导意见》 首次明确P2P的监管规

范———银监会监管P2P领域， 且将P2P划

为“个体网络借贷” 范畴，明确其作为资

金撮合中介的性质，受合同法、民法通则

等法律法规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

解释规范。 （下转A02版）

财富管理行业发展迎来最佳机遇期

□本报评论员

中国财富管理行业正处于创新发展

的最佳机遇期。加速积累的社会财富由储

蓄到投资的再配置、实体经济借助资本市

场转型愈发凸显了买方价值、健全社会保

障需要跨周期的解决方案、互联网金融及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以及构建开放型经济

金融新体制，都意味着中国财富管理行业

发展空间巨大。

财富管理通过专业化的金融服务，能

帮助实现个人、家庭、机构乃至国家金融

资产的保全、增值和传承，优化私人和公

共部门资产配置，增进社会共同福利。 近

年来， 我国财富管理行业取得丰硕成果。

证券公司、基金公司、私募基金、期货公

司、银行理财、保险、信托等各类财富管理

机构蓬勃发展。截至

2014

年末，证券公司、

基金公司、期货公司及各类私募基金的资

产管理规模达

20.5

万亿元，较

2012

年末的

7.2

万亿元增长

185%

。 此外，银行理财产

品余额约

15

万亿元， 信托资产规模为

13.98

万亿元， 保险公司资金运用余额

9.3

万亿元。

当前， 财富管理行业面临新形势，预

示了更广阔的发展前景。

第一，伴随宏观经济稳健持续发展及

收入分配机制的逐步完善，居民财富规模

加速增长，这为财富管理行业的发展奠定

了坚实基础。

第二， 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日趋完

善，直接融资地位愈加重要，居民财富正

加速由储蓄向投资转移， 这为财富管理

行业创造了巨大需求。 近年来，居民“存

款搬家”迹象日渐明显，特别是去年下半

年以来，

A

股走牛、新三板升温，资本市场

的“赚钱效应”成为居民财富再配置的催

化剂。 公、私募基金大发展显示专业财富

管理机构成为财富再配置的重要通道。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数据显示，截

至今年

6

月， 公募基金资产管理规模达

7.11

万亿元，较去年同期的

3.61

万亿元增

长近一倍。

第三，实体经济向创新驱动转型使财

富管理行业的买方价值愈发凸显。在经济

创新发展过程中，资本市场被赋予优化资

源配置、 加快资本形成和集聚的使命，这

需要大力培育以财富管理为代表的机构

投资者，从而构建更理性、稳定的市场主

体。同时，实体经济的价值增长离不开“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以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为典型的财富管理机构可以凭借专业能

力服务小微创新创业企业， 为最有创造

力、最有竞争力的项目提供资本支持。

第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健全社会

保障安全网，需要财富管理行业提供跨生

命周期和经济周期的解决方案，为养老资

产管理保驾护航。（下转A02版）

6月一线城市房价领涨全国

6月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分别有

27个和42个，分别比上月增加7个和5个。 其中，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房价领

涨全国，深圳房价涨幅居首。

1096家上市公司半年报业绩预喜

Wind统计显示， 截至18日，1763家上市公司发布半年报业绩预告， 其中

1096家公司预喜。已公布业绩预告公司中，中小板和创业板公司整体业绩表现

好于主板公司。

1845只基金二季度净赚4623亿元

主动投资股票方向基金仓位大降

□

本报记者 黄丽

截至7月19日， 据天相投顾统计，

已经公布二季报的64家基金公司旗下

1845只基金 （A、B、C级分开统计，分

级基金合并） 二季度扣减公允价值变

动损益后的本期利润为4623.06亿元，

较一季度增长129%。二季度末，主动投

资股票方向基金可比股票仓位为

64.98%，较一季度末大幅下降15.41个

百分点。

二季报显示，562只股票型基金扣

减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后的本期利润为

2957.22亿元 ，334只混合型基金为

1266.33亿元。 偏股型基金在所有类型

的基金中占有绝对优势，二季度快速向

上的市场行情为之做了较大贡献。除商

品型基金大幅缩水外，其余各类基金的

本期利润都明显增长。

二季度末，可比的主动投资股票方

向基金整体仓位大幅下降15.41个百分

点。 其中，仓位较灵活的混合型开放式

基金减仓幅度较大，环比下降近25个百

分点，目前平均的股票仓位为43.46%；

开放式股票方向基金平均仓位较一季

度末略减少0.13个百分点至90.85%；封

闭式股票方向基金整体减仓2.15个百

分点，平均仓位约为63.43%。

基金公司之间的仓位策略分歧巨

大。 24家基金公司减仓幅度超过10个

百分点，其中万家、浦银安盛、平安大华

旗下的主动管理股票方向基金减仓尤

其明显。 值得注意的是，西部利得基金

仓位大幅上升52.08个百分点，兴业、民

生加银、华商、汇添富等基金公司旗下

基金整体仓位也小幅上升，不排除大量

赎回造成仓位被动上升的可能性。

由于仓位整体大幅下降，二季度基

金在多数行业的减持幅度都较大，尤其

是制造、软件信息技术、金融等行业；小

幅增持的是交通运输、农林牧渔、卫生

与社会工作、科学研究与技术服务等行

业。 截至二季度末，基金前三大重仓行

业是制造、软件信息技术和金融。 （下

转A02版） 制图/尹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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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报业绩抢眼 港美科技股联袂走强

受谷歌等龙头公司业绩超预期提振，美股科技板块表现强势，纳斯

达克综合指数上周五创历史新高，全周涨幅高达4.3%。 港股市场也受

到市场风险偏好的提振，科技板块连续两个交易日走强。

A12�数据信息

240股8天涨幅超四成

7月8日触底以来，A股市场展开了连续反弹， 上周展开震荡整固，

确认了市场企稳态势。 统计数据显示，7月8日以来，240只股票涨幅超

过四成，跑赢主要指数。在经历普涨阶段后，个股走势分化愈发明显。投

资者可以超跌优质低估值的成长股作为布局标准。

V型反转释暖意 调仓换股恰逢时

市场底和政策底双双明确的背景下， 一周来大盘先抑后扬， 走出

“V” 型反转，折射市场情绪企稳、做多信心开始重建。技术上看，10日均

线对大盘支撑已经获得确认，短线有望挑战收复半年线，不过板块和个

股层面，毕竟景气度、基本面、估值水平等多方面存在差异，局部风险依

然存在。借市场二次向上时机，建议投资者近期“轻指数、重个股” ，出清

基本面证伪、“故事” 兑现品种，将布局重点转向之前调整阶段已经被市

场验证过的强势股和白马股。

A11�市场新闻

大震荡拼仓位 基金排名剧烈洗牌

年中排名刚刚过去不到一个月，A股就经历了一轮大幅震荡，公募

基金排名出现剧烈洗牌。 数只明星基金回撤巨大，也有基金踩准节奏，

迅速跻身前十，甚至一度坐上冠军宝座。 原本以为“要死一起死” 的部

分公募基金被少数同伴提前抛弃，排名差距拉大。

金牛基金周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