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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黄金罕见齐涨

市场人士分析，法国巴黎恐怖袭击事件导致交易员抛售欧元、新兴市场货

币，买入美元和黄金。受消费需求回暖及突发事件影响，短期金价回落趋势料放

缓，但趋势性下跌行情不改。

A09A08

股市回暖扰动债牛

市场人士表示，IPO重启对资金分流作用有限，但随着风险偏好的上升，再

配置风险将成为短期债市不确定性因素，债市调整也许尚未结束。 预计IPO重

启不会打破总体宽松态势，短期内债券市场流动性无虞。

据悉，2015 年 11 月 10 日， 澳大利亚国家证

券交易所 (National�Stock�Exchange�of�Aus-

tralia,简称 NSX)公布了本年度正式被批准的上

市保荐机构（Nominated�Adviser）及其保荐代

表人（Responsible�Officer）。 本次被批准的两家

上市保荐机构中包括一家中国本土投行上海楚丞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简称 "楚丞资本 "）。 据了解，

这是澳大利亚国家证券交易所突破常规首次向注

册于中国本土的投行批准上市保荐人牌照， 显示

了中国本土投行及其团队正日益受到国际主流资

本市场的认可。

澳大利亚国家证券交易所 （National�Stock�

Exchange�of�Australia，简称 NSX）创立于 1937

年，是经澳大利亚证券和投资委员会（Australian�

Securities�and�Investment�Commission， 简称

ASIC）官方批准的证券交易所，总部位于澳大利

亚纽卡斯尔。 1940 年，纽卡斯尔证券交易所董事

长 J.�J.�Price 暂停所有业务，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

结束后。 2000年，纽卡斯尔证券交易所重新成立。

2006年， 纽卡斯尔交易所经批准更名为澳大利亚

国家证券交易所，现为全澳第二大证券交易所。

2015 年 11 月 4 日下午， 澳方上市及批准委

员会（Listing�&�Admissions�Committee）召开

特别批准会议进行投票， 最终投票结果通过了首

家中国本土投行楚丞资本的上市保荐人申请，打

破了澳大利亚官方资本市场不向注册于中国本土

的投行颁授上市保荐人牌照的历史， 在中国金融

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在此之前，中方投行楚

丞资本及其团队已经在高度保密情况下经历了相

当漫长和十分艰难的申请和协调过程。 本年度同

批次被批准的另一家上市保荐人则仍为澳洲当地

投行。 当天下午，澳大利亚国家证交所公司事务经

理 Ian�Craig 向楚丞资本发出了通知信，祝贺其成

为中国首家澳大利亚国家证交所上市保荐人。

2015 年 11 月 10 日，澳大利亚国家证交所在其官

方网站正式进行了信息披露， 公布了该批准及楚

丞资本获批上市保荐人的公示页面。 自此，上海楚

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正式成为中国首家澳大利亚

国家证交所上市保荐机构，其对应的保荐代表人为

李厚海先生。

楚丞资本总经理李厚海先生表示，一直以来，

主流资本市场主要服务于成熟型、特大型企业，众

多成长型、中小型企业则面临融资困境，楚丞资本

将借力国际资本市场和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致力

于为中国更多的成长型、 中小型企业带来融资助

力。 而此前，楚丞资本已帮助数十家中国企业在多

层次资本市场完成融资。 谈及未来，李厚海先生表

示， 一是希望把楚丞资本最终打造成为中国的高

盛、中国的摩根斯坦利这样的卓越投行；二是希望

在中国辅导出一批像微软、因特尔、苹果这样神奇

的公司；三是希望在中国产业升级的大背景下帮助

更多的中国优秀企业获得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的通

行证，以实现中国梦在国际舞台上的腾飞！

楚丞资本总经理李厚海和澳大利亚国家证

券交易所现任 CEO Emlyn Scott 的合影

(CIS)

明确时间表、路线图

天津金融改革创新三年行动计划启动

□

本报记者 倪铭娅

中国证券报记者获悉， 为推动天

津自贸试验区金融改革创新， 天津市

人民政府办公厅日前印发 《关于市金

融局拟定的天津市金融改革创新三年

行动计划（2016-2018年）的通知》。

行动计划提出，到2018年末，天津市上

市和“新三板” 挂牌企业突破300家，

市属竞争类国有企业资产证券化率力

争达到40%。 市场人士分析，继上海自

贸区推出一系列金融改革创新举措

后， 天津拟定金融改革创新三年行动

计划， 表明自贸区金融改革创新步伐

加快。

改革创新时间表明确

天津市委代理书记、 市长黄兴国

13日表示，落实好三年行动计划，加快

建设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为实现全市

“十三五”奋斗目标作出更大贡献。 要

加大企业上市力度， 全面深挖企业资

源， 抓紧解决存在问题， 完善工作机

制，加强培训辅导，明确时间表、路线

图和责任人， 确保或超额完成目标任

务。 做好政府性融资平台存量债务置

换，抓紧完成重大项目配套工作，达到

立项审批和上报条件，推动专项资金尽

快落地，善于用好境外资金，充分发挥

自贸区优势。

在提出金融改革创新政策的同时，

行动计划明确了政策推进时间表。

行动计划提出，支持自贸试验区内

企业和金融机构逐步扩大从境外借用

人民币资金规模。 支持自贸试验区内

企业和金融机构在境外发行人民币债

券，募集资金可调回区内使用。 支持自

贸试验区内企业境外母公司或子公司

在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募集资金根据

需要在境内外使用， 为人民币 “走出

去”创造条件。逐步放宽对外投资的外

汇管制。 支持自贸试验区内股权投资

基金人民币境外投资。 鼓励外资股权

投资、创业投资管理机构发起管理人民

币股权投资和创业投资基金。 允许保

险机构开展境外投资试点。 2016年底

上述政策落地并持续推进。

推动自贸试验区内证券期货机构

开展跨境经纪、跨境资产管理等业务。

拓展期货保税交割试点品种和仓单质

押融资功能。 支持境外企业通过自贸

试验区参与特定品种期货交易。 该政

策2018年底落地。

支持自贸试验区内合格投资者双

向投资境内外证券期货市场。 2017年

底政策落地并持续推进。

到2018年末， 天津市跨境人民币

结算规模累计超过1.7万亿元。 加快推

进资本项目可兑换，金融国际化程度达

到全国领先水平。

在新型金融业态方面，2016年底

完成支持股权众筹平台与股权交易市

场的对接， 并加快研究出台支持互联

网金融发展的政策措施， 加快成立互

联网金融协会； 支持租赁公司利用自

贸试验区政策加快发展， 创新与各类

金融服务机构合作模式， 不断拓宽融

资渠道，2016年底政策落地并持续推

进； 积极争取设立互联网保险公司，

2017年底完成； 支持设立融资租赁产

业基金和融资租赁股权投资基金，

2018年底完成。

推动更多企业上市和挂牌

大力发展直接融资是三年行动计

划的重要内容。 行动计划提出，充分利

用境内外多层次资本市场，推动天津市

更多企业上市和挂牌。 规范发展股权

投资机构，推广新型融资工具，逐步提

升资产证券化水平。 到2018年末，天津

市上市和“新三板” 挂牌企业突破300

家，市属竞争类国有企业资产证券化率

力争达到40%。

加快企业上市和挂牌融资。 落实

全市支持企业上市和挂牌的各项政策，

推动各类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加快转型

升级、技术改造和科技创新。 完善企业

上市资源培育储备机制，引导和支持企

业加快股份制改造，充实企业上市后备

资源库。 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特别是

科技小巨人企业加快上市和挂牌。 支

持国有企业突出主营业务，通过并购重

组实现整体上市。 支持行业龙头企业

上市和挂牌，通过资本市场实现资源整

合，提升核心竞争力。 支持已上市和挂

牌企业通过增发股票、发行公司债等方

式进行再融资。

规范发展股权投资机构。 发展产

业引导基金和并购基金，推进重点产业

转型升级。 支持天使投资、风险投资、

股权投资等机构发展，助推企业股改上

市。 进一步完善股权投资支持政策，优

化发展环境。 提升基金管理与服务水

平，强化行业自律，规范行业发展。

积极申请股权众筹试点，支持创新

创业企业发展。 积极推动政府和社会

资本合作（PPP）等新型投融资模式，

服务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建设运营。

制图/王力

A04�基金/机构

私募举牌扫货有何玄机

近期私募等机构投资者收集上市公司股票筹码，举牌动作不断。 市

场人士认为，在市场企稳回升阶段，机构举牌动机复杂多样，长期的价值

投资和短期的反向操作都是促发机构收集筹码的动力。在市场走势总体

向上的背景下，部分风格偏激进的机构有快速抢年终反弹、应对此前套

牢资金赎回压力等方面的考虑。

A02�财经要闻

中俄签署保险监管合作备忘录

中国保监会主席项俊波与俄罗斯中央银行副行长谢尔盖·什维佐

夫近日在莫斯科共同签署了《中俄保险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 备忘录

建立了双方保险监管信息交流和相互协作机制， 标志着中俄保险监管

合作进入全面深化的新阶段。

A07�市场新闻

风险偏好提升 3600点再蓄势

周一股市热点纷呈，但沪深两市量能有所减小。 分析人士表示，再

度缩量显示资金大举入场的意愿不强， 但目前风险偏好明显提升，市

场情绪好转，有助于营造3600点蓄势平台，结构性机会依然存在。

A02�财经要闻

两公司IPO申请20日上会

证监会主板发行审核委员会定于20日召开2015年第189次发行

审核委员会工作会议，审核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发申请。 创业

板发行审核委员会定于20日召开2015年第89次发行审核委员会工作

会议，审核北京恒泰实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发申请。

A02�财经要闻

险资重大工程可投资范围有望拓宽

保险资金正在寻求更加多元化、 分散投资风险的资产配置方案，监

管部门也争取在政策方面提供鼓励和支持。保险资金在重大工程建设方

面的可投资项目和行业范围的修订方案有望在年底前初步成型，并公开

向社会征求意见。

A05�公司新闻

多家*ST公司有望摘星脱帽

统计数据显示，沪深两市A股共有49家*ST公司，其中14家公司在

三季报中预测2015年度将扭亏，9家公司三季度已实现盈利。 如果没有

触及导致退市的其他规定，多家*ST公司明年有望摘“星”脱“帽” 。

A09�衍生品/期货

期指走势分化 震荡向上格局不变

分析人士认为，周一市场成交量有所下降，代表权重股的上证50和

沪深300期指合约表现较弱，说明市场增量资金流入速度尚未改变。 在

存量格局下，权重板块难以持续拉升，未来市场总体有望保持震荡上攻

态势，但三大期指走势可能有所分化，预计中证500期指合约走势强于

其他期指合约。

A02�财经要闻

去年末全国社保基金滚存结余超5万亿

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国家卫生计生委16日公布2014年

全国社会保险基金决算的说明。 2014年全国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

40439亿元，比上年增长12.4%；年末滚存结余51635亿元。

习近平阐述中国主办2016年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总体思路和设想

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

□据新华社电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次峰会16日

继续在土耳其安塔利亚举行。国家主席习

近平出席并发表讲话， 宣布中国将主办

2016年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 介绍明

年峰会总体思路和设想。

习近平指出， 中国将于明年9月4日

至5日在杭州举办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

十一次峰会。 基于当前形势和各方期待，

中方把2016年峰会主题确定为“构建创

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 。 中方

将从创新增长方式、 完善全球经济金融

治理、促进国际贸易和投资、推动包容联

动式发展等4个重点领域进行峰会筹备

工作。

习近平强调，二十国集团是每个成员

的二十国集团。中方将保持开放、透明、包

容姿态，同各成员加强沟通和协调，共同

把二十国集团维护好、建设好、发展好。相

信2016年峰会将呈现历史和现实交汇的

独特韵味。

与会领导人对中方主办2016年二十

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表示支持，一致同意中

方提出的会议主题和筹备重点。与会领导

人还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 税收、反

腐败、 国际贸易和能源等议题交换了意

见，呼吁尽快落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

方案。

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习近平

强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目标是提高

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

言权。中方欢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日报

告关于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

子的建议。

关于反腐败，习近平强调，中国坚

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以零容忍态度

惩治腐败，加强反腐败国际合作。 中方

支持二十国集团加强国际追逃追赃务

实合作。

当天，峰会闭幕，发表了《二十国

集团安塔利亚峰会公报》和《二十国

集团安塔利亚峰会关于反恐问题的

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