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复盘螺纹钢期货“多空大战”

近期，螺纹钢期货迎来强劲反弹。 在这场“多空激战”大戏中，永安期货席

位无疑是市场的绝对“主角” ，而作为“配角” 之一的海通期货席位，却默默地

创造出最大的交易量。 这场“多空大战”背后的数据又蕴含着何种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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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IPO否决率创新高

下半年审核料严把企业质量关

□

本报记者 徐昭

Wind数据显示，截至6月30日，今年

以来证监会已审核275家公司首发申请，

37家被否，否决率13.45%，而2016年全年

共计18家企业IPO被否，否决率为2.21%。

其中，今年6月份共审核42家企业首发申

请，否决10家，否决率为23.81%，远高于5

月份的14.06%。

业内人士认为，上半年IPO申请的否

决率明显高于去年，意味着在IPO发行总

体提速的同时，监管部门从严审核的趋势

没有改变。 同时，监管部门相关信息披露

更透明，首发企业申请被否的原因比以往

更清晰，有利于企业自身改善，也有利于

提升上市公司整体的质量。

五类因素成“拦路虎”

今年以来IPO被否企业数量大增，中

国证券报记者梳理发现，其中绝大多数被

否企业被发审委质疑其持续经营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5月份以来发审委对

是否存在商业贿赂方面询问颇多。 以5月

24日上会的普元信息为例， 由于公司

2014年-2016年间销售费用占营业收入

的比重远高于所列举的同行业可比上市

公司平均水平，证监会要求发行人代表说

明费用支付及管理的内部控制制度及执

行情况，如何控制销售费用报销的内容合

法合规，是否存在商业贿赂。

业内人士指出，IPO申请被否的原因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内控制度的有

效性及会计基础的规范性存疑；二是经营

状况或财务状况异常；三是持续盈利能力

存疑； 四是关联交易及关联关系存疑；五

是申请文件的真实、准确、完整和及时性

存疑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诉讼、涉嫌

侵权、舆论质疑等缘由，部分企业被暂缓

上市。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共有4家公

司发行暂缓，分别是四川侨源气体股份有

限公司、常州永安公共自行车系统股份有

限公司、今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地素时

尚股份有限公司。 而去年同期，并没有新

股发行暂缓的案例。

上半年IPO筹资额大增

安永全球IPO市场调研报告显示，

2017年上半年A股市场有246家公司首

发上市， 共筹资1256亿元人民币，A股

IPO宗数和筹资额分别同比增长303%和

336%。

具体来看，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

市的企业数量为120家，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中小板、 创业板上市企业数量分别为

44家、82家。 按照证监会行业分类，计算

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新上市

企业数量最多，达到了35家，汽车制造业

有19家，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有

17家，位居前三。

从募集金额来看，中国银河、浙商证

券、中原证券募资总额位居前三，分别为

40.86亿元、28.17亿元、28亿元；（下转

A02版）

债券通“北向通”上线试运行

将为债券市场注入新鲜血液

□

本报记者 徐昭

中国人民银行、香港金融管理局2日

发布联合公告，决定批准两地基础设施机

构香港与内地债券市场互联互通合作上

线（以下简称“债券通” ），“北向通” 于

7月3日上线试运行。

专家认为，债券通“北向通” 将内地

与香港两个市场有效联结、 互联互通，并

以香港为纽带，实现内地债券市场与全球

金融市场对接，从而成为推动资本市场开

放的有力抓手，标志着我国债券市场对外

开放程度进一步提高，具有十分深远的战

略意义。

纳入国际债券指数概率加大

招商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谢亚轩表

示，债券通的实施落地将进一步加快中国

债券市场的对外开放，预计债券市场吸引

海外资本流入的规模能达到年均1000亿

美元，未来前景广阔。

“债券通，尤其是‘北向通’ 将为我

国债券市场注入新的血液，对资金规模及

收益率曲线均会带来一定影响。 ” 民生证

券副总裁、研究院院长管清友认为，债券

通也将带来内地和香港债券市场互联互

通，从内地与香港债市联结入手，深化债

市的开放政策，在引入国外投资者的基础

上完成人民币债券交易的便利化，最终可

达到改善中国债券资产的定价效率、提高

债市发展水平的目标，意义深远。

中信建投首席宏观分析师黄文涛认

为，债券通实施加速了国内债券市场开放

进程，加大了中国纳入国际债券指数的概

率。 3月花旗银行宣布将把中国债券纳入

部分指数，此前摩根大通已经表态有意将

人民币债券纳入其全球新兴市场债券指

数。 目前，国际三大债券指数为花旗全球

国债指数(Citi� WGBI)、摩根大通国债-

新兴市场指数（JPM� GBI-EM)以及巴

克莱资本债券综合指数，一旦中国债券纳

入将带来追随债券指数的基金大量配置

需求。

助力人民币国际化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表示，

债券通为境外人民币回流境内增添了新

渠道， 有利于增加境外离岸市场上的人

民币需求， 促进人民币离岸市场上的交

易和融资等业务， 激活境外离岸人民币

市场。

连平指出，进一步提高境内人民币债

券市场的开放度，实现与香港等离岸人民

币市场互联互通，推动境内外债券市场融

合发展，既能为境外人民币提供投资回流

渠道，又能充分发挥在岸人民币价格基准

对离岸价格的引导作用，更好地把握全球

人民币产品定价主导权，从而奠定在岸市

场的全球人民币中心地位，防止离岸市场

“喧宾夺主” 。因此，建设更加开放的人民

币债券市场，对未来人民币国际化将起到

全局性的支点作用。（下转A02版）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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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通启动 千亿美元资金进场可期

公募规模突破10万亿 货基上半年表现抢眼

□

本报记者 刘夏村 姜沁诗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6月30日，公募

基金规模突破10万亿， 排名前十位的基

金公司规模占据“半壁江山” ，行业“马

太效应”凸显。 价值型股票的良好表现成

为带动基金业绩上升的主要原因。

前十名占半壁江山

据中证金牛中国公募基金数据库统

计，截至6月30日，公募基金规模达10.17

万亿元（该数据不包括QDII基金，为不完

全统计）。116家基金公司中，管理规模过

1000亿元的基金公司有24家， 管理规模

过2000亿元的基金公司有13家， 规模过

3000亿元的有9家。

管理规模前十名的基金公司分别是

天弘基金、工银瑞信基金、易方达基金、博

时基金、招商基金、南方基金、建信基金、

嘉实基金、华夏基金、汇添富基金。 其中，

天弘基金规模高达1.52万亿元， 工银瑞

信、 易方达基金规模分别为6992.06亿元

和4944.05亿元。 上述10家基金公司管理

规模合计5.17万亿元，占全部公募基金规

模的50.81%。 2016年四季度， 该比例为

47.24%，2017年一季度上升至49.59%。

较为稳定的公募基金前十强排名也

印证了行业的“马太效应” 。 与今年一季

度相比，前十强名单总体没有变化，只不

过内部名次发生微调，例如一季度排名第

五、第六的南方基金、招商基金在年中位

次对调；一季度排名第九的建信基金跃升

至第七名。

不过，在行业“强者恒强” 的格局之

下，亦不乏“逆袭者” 。本次前二十强出现

新面孔———大成基金和平安大华基金，排

名分别位列19名、20名。

货基规模超5万亿

二季度公募基金规模增长的主要动

力来自于货币基金。统计显示，二季度末，

货币基金规模达5.11万亿元，较一季度末

的4万亿元增加1.11万亿。 剔除QDII基金

外，截至二季度末公募基金的非货币基金

规模为5.06万亿元，较一季度末的4.84万

亿仅增加0.22万亿。

今年以来，市场资金面偏紧导致短端

资产价格上升，货币基金收益率呈上升趋

势，大大提升了货币基金的吸引力。不过，

监管部门正在关注货币基金规模上升带

来的市场风险问题，可能会进行相关风险

警示。

货币基金经理认为，机构资金集中持

有货币基金份额，潜藏流动性风险，可能

是受到监管部门关注的原因。业内人士表

示，一些机构持有人往往在季度初申购货

币基金份额，并在季度末赎回。 如果货币

市场发生超预期波动，这种合作模式的流

动性风险可能会暴露。 事实上，去年底债

券市场大幅调整， 货币市场利率快速上

行，机构投资者短期集中大额赎回，个别

货币基金就遭遇投资者赎回与市场流动

性缺失的双重挤压。

龙头白马仍有看点

据中证金牛中国公募基金数据库统

计，今年以来233只主动股票型基金平均

单位净值增长率为6.93%，跑赢上证综指

（2.86%）涨幅，其中易方达消费行业股

票赚34.75%居首。

受益于食品和大蓝筹等上半年大幅

上涨，相关指数基金表现优异；混合型、债

券型基金同期也收获正收益。 相较而言，

成长风格基金和量化基金表现不佳，净值

滞涨甚至亏损。

基金经理表示，成长股估值泡沫的消化

已进入中期，但目前相对主板仍没有估值优

势，下半年龙头白马市场风格将会持续。

也有基金经理认为，下半年市场会呈

现双向风格。由于上半年大盘风格已到极

致，下半年或更均衡，大小盘都会表现不

错。 受到房地产市场调控的影响，家电可

能没有上半年那么乐观。 不过，白酒的周

期还在上半场，下半年或有较好表现。

茅台“酒疯”还能“疯”多久

6月28日到30日，本轮龙马行情的标志性个股贵州茅台连续三日收阴。 从

资金流向来看，无论是近3日还是近5日的数据，贵州茅台的主力资金净流出额

在沪深两市都名列前茅。主力资金的集体性撤出是否意味着龙马行情正在走向

尾声？

东亚前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东亚前海证券” ）是由东亚银行为主发

起人设立的一家全牌照证券公司，于2017

年6月末获得中国证监会设立批复。 公司

注册地为深圳前海， 注册资本人民币15亿

元。 开业初期业务拓展重点为： 证券经

纪、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资产管理、证券

自营。

东亚前海证券将依托内地与香港逐步

开放、融合的金融环境，借助股东的优势资

源，深耕内地，放眼全球，立志成为具有国际

化视野的证券公司。

“以人为本” 是公司吸引人才的理念。

我们以有竞争力的绩效机制和公平、 透明、

简单的工作氛围，面向全球招聘一批向上向

善、有自我变革意愿，品学兼优、有阅读和运

动习惯的有识之士，共同打造有竞争力的百

年企业。 公司与员工共成长，是我们对人才

的承诺！ 欢迎加入东亚前海证券！

招聘岗位：（工作地点：深圳/上海/北京）

分管财富管理业务副总裁 1人

分管证券投资业务副总裁 1人

合规总监 1人

投资银行部：共37人

-��投资银行总监及部门总经理 各1人

-��保荐代表人及项目经理 共35人

固定收益部：共17人

-��固定收益总监及部门总经理 各1人

-��团队负责人及项目经理 共15人

资产管理部：共26人

-��资产管理总监及部门总经理 各1人

-��投资经理及助理（权益、固收、量化、

国际业务、另类投资） 10人

-��研究员 5人

-��交易员 2人

-��市场销售及产品经理 共6人

-��风控经理 1人

证券投资部：共14人

-��证券投资总监及部门总经理 各1人

-��投资经理及助理（权益、固收） 6人

-��研究员 4人

-��交易员 2人

财富管理部：共25人

-��部门总经理 1人

-��营业部总经理 10人

-��互联网IT产品经理及互联网营销推广

共8人

-��金融产品经理 2人

-��投资咨询 4人

公司客户部：共19人

-��部门总经理 1人

-��分公司总经理及区域总监 共8人

-��项目经理 10人

合规风控部：共6人

-��合规、风控及法务专业人员 各2人

信息技术部：共11人

-��部门总经理 1人

-��IT规划、基础设施管理、系统运行 各

2人

-��产品经理 4人

运营管理部：共10人

-��部门总经理 1人

-��交易管理、产品运营及清算交收专业

人员 各3人

人力资源部：共5人

-��部门总经理 1人

-��人事经理 4人

计划财务部：共5人

-��部门总经理 1人

-��财务、税务经理 共4人

综合管理部：共9人

-��行政经理及秘书等 共9人

基本要求：

985

院校或英、美名校硕士及以上学历；

从业经验：专业资质符合监管部门要求；

除部门总经理及以上职位外， 其他岗位

要求

30

周岁以下。

有意应聘的优秀人士， 请将简历发送

至：

hr@easec.com.cn

联系人：杨丽、陈冠岚

联系电话：

0755-23894782

东亚前海证券（筹）全球诚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