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下万亿“神坛” A股成交骤降藏何玄机

本报记者 吴玉华

10月13日，A股市场缩量反弹，上证指数上涨0.42%，深证成指上涨1.54%，创业板指上涨2.29%。 两市成交额不足8900亿元，创近4个月新低。 其中，沪市成交额为4050.20亿元，深市成交额为4846.58亿元。

分析人士认为，当前市场不确定性增加，但政策面及流动性或对市场形成一定的支撑，短期来看不必过度悲观。 此外，A股进入三季报披露期，业绩将成为市场的重要关注点，股指或继续保持震荡运行态势。

多因素引发成交骤降

从昨日行业表现来看，申万一级行业中，休闲服务、电气设备、食品饮料行业涨幅居前，分别上涨3.62%、3.58%、3.28%。

两市成交额已连续3个交易日低于1万亿元。 相比节前市场成交额持续突破1万亿元，近几个交易日市场交投显著降温，市场成交骤降原因何在？ 首先，10月13日沪股通和深股通交易暂停，10月13日两市成交额较10月12日缩量1069.11亿元，这也是10月13日两市成交额低于8900亿元的主要原因。 Wind数据显示，10月11日和10月12日北向资金1100多亿元成交水平相比节前已有明显回落。

其次，从融资交易情况来看，Wind数据显示，10月12日融资买入额占A股成交额7.08%，近几个交易日融资买入额明显下降。

此外，量化交易的活跃性降低也可能是一个重要原因。

优美利投资总经理贺金龙表示，节前A股市场连续49个交易日成交破万亿元，持续时间创历史新高。 这主要是由于量化交易规模在持续攀升，进而创造出万亿元成交，而随着今年以来领涨的周期板块出现回调，赚钱效应降低，同时量化交易的活跃性也降低了，甚至一些量化策略的有效性也大受打击，这是影响市场成交骤降的一部分原因。 这也会导致部分获利盘加速出逃，从而进一步加剧成交量的快速缩水。

川财证券研究所所长、首席经济学家陈雳表示，资金当前对市场偏于谨慎是A股成交额下滑的重要原因之一。

谨慎情绪萦绕市场

伴随着市场分化，强势板块快速回调，近期谨慎情绪持续萦绕市场。

从判断市场情绪的一个重要指标———主力资金动向来看，Wind数据显示，10月13日两市主力资金净流出40.99亿元，出现主力资金净流入的个股数为1933只，出现主力资金净流出的个股数为2554只。 两市主力资金已连续19个交易日净流出。

Wind数据显示，在近三个交易日两市成交额连续低于1万亿元之时，申万一级行业中，银行、汽车、食品饮料行业主力资金净流入金额居前，分别净流入22.80亿元、19.23亿元、7.29亿元；公用事业、化工、电子行业主力资金净流出金额居前，分别净流出135.89亿元、102.69亿元、94.92亿元。

个股方面，近三个交易日比亚迪、隆基股份、通威股份、五粮液、万科A主力资金净流入金额居前，分别净流入25.89亿元、9.16亿元、8.69亿元、8.23亿元、5.77亿元。 三峡能源、东方财富、天齐锂业、卓胜微、中国能建主力资金净流出金额居前，分别净流出21.27亿元、20.08亿元、15.82亿元、12.70亿元、10.00亿元。

中期无需悲观

对于市场后市走向，中金公司表示，总体上看，市场波动大，板块轮动频繁，赚钱效应不强，同时成交相较此前有回落趋势。 在政策力度仍不明确之前，市场可能缺乏向上动力，宏观因素将主导市场。 建议投资者继续控节奏、稳收益，配置上在今年以来表现领先与表现落后的品种之间偏于均衡，继续逐步减配中国需求主导的传统周期股，自下而上逐步关注走势落后的消费股。 目前市场整体估值不高，中期前景无须过度悲观。

贺金龙表示，结构性行情轮动以及大盘指数横盘可能是常态化的现象，尽管成交额失守万亿，但随着宏观因素可能带来的增量资金进场，以及一些市场中性策略的发展，或将给市场长期保持高成交额提供可能性。

资管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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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实现“双碳”目标

险资积极开展绿色投资

●本报记者 黄一灵

“双碳”目标下，作为重要的

市场投资主体之一， 保险资金积

极投身绿色金融。 中国证券报记

者了解到， 保险资管行业对绿色

投资的关注与重视程度显著提

升， 绿色投资显然已成为保险资

金重要的配置领域之一。 业内人

士认为， 绿色低碳金融有望成为

保险资管行业重要的业务创新

点， 保险资管公司应积极拥抱绿

色投资，为实现“双碳”目标提供

金融支持。

绿色投资恰逢其时

绿色金融来势“汹涌” ，险资

正在不断探索创新具有保险特色

的绿色投资方式。

截至2020年底，平安资管已

投放逾4000亿元绿色投资资金。

今年以来， 太平资产相关绿色投

资金额已达近百亿元。 国寿资产

方面， 截至目前该公司投资绿色

债券超过1800亿元，绿色股权投

资存量超千亿元， 仅去年新增绿

色投资规模就超过400亿元。

另据银保监会数据显示，截

至2021年8月底， 保险资金实体

投资项目中涉及绿色产业的债权

投资计划登记 （注册） 规模达

10601.76亿元， 直接投向的重点

领域包括交通、能源、水利、市政

等。 保险资金以股权投资计划形

式进行绿色投资的登记（注册）

规模为114亿元。

在业界看来， 保险资金的资

金属性也与绿色投资相契合，开

展绿色投资恰逢其时。 国寿资产

党委书记、总裁王军辉认为：“随

着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资

本市场运行和机构投资逻辑正在

深刻重塑。 谁能率先在绿色投资

领域完善能力谱系， 谁就是未来

资本市场的领跑者。 ”

平安资管相关负责人亦称，

未来将结合自身业务情况逐步增

加对于绿色标的的投资以及丰富

绿色金融产品的种类。

参与形式多样

业内人士介绍，对于保险资金

而言，一方面可以通过债权投资计

划、股权投资计划、资产支持计划、

私募股权基金、产业基金、信托计

划、PPP项目等形式，参与能源、环

保、水务、防污防治等领域的绿色

项目投资建设；另一方面，也可以

通过投资绿色债券等金融工具，参

与绿色金融试验区等绿色金融体

系建设，支持绿色金融发展。

太平资产相关负责人对中国

证券报记者表示， 行业未来将在

政策支持下不断创新低碳金融产

品，公司将通过股债结合的方式，

积极参与一级市场、 二级市场绿

色投资， 为投资机构提供多样化

的投资选择。

在北京大家能源有限公司投

融资部负责人曹彦博看来，鉴于低

碳清洁产业尤其是新能源工艺材

料、储能技术等领域所需资金规模

大、投资回收周期长等特点，结合

低利率趋势，未来保险资金通过股

权形式参与的前景更为广阔。

关于未来绿色投资领域，中国

太保总裁傅帆曾公开表示，将重点

考虑绿色能源、绿色制造、绿色交

通、绿色城市四大领域，重点关注

光伏发电以及产业链、风力发电以

及产业链、综合能源服务、储能、新

能源汽车、电动车产业链、绿色物

流、绿色数字新基建等。

面临挑战和问题

保险资管公司在绿色投资方

面也面临一些挑战和问题。

今年8月保险资产管理业协

会首次开展了保险机构绿色可持

续投资情况专项调研。 保险机构

普遍认为， 绿色可持续投资领域

目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 一是市

场缺乏可靠的ESG投资数据；二

是国内企业的ESG相关信息披露

不足； 三是绿色可持续投资的定

义不够清晰； 四是绿色可持续投

资领域的金融产品供给不足。

此外，也有部分机构指出，国

内保险机构开展绿色可持续投资

还面临着“缺乏对保险资金参与

绿色可持续投资的政策优惠配套

机制”“ESG理念及责任投资战

略对具体业务的影响仍然有待评

估， 如何平衡长期价值和短期利

益仍有待考量”等问题。

曹彦博建议， 进一步将碳中

和理念纳入投资框架， 力求投资

组合的低碳化， 完善投资逻辑和

方法论。 在适度增加对气候问题

解决方案的投资的同时， 也要精

准识别“漂绿” 风险，并关注绿色

转型带来的传统棕色行业资产价

值变化及流动性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 目前银保监

会正在抓紧研究制定保险资金

ESG投资指引，拟在产品设计、投

资流程、风险识别、尽责管理、信

息披露、 自律管理等方面明确相

关原则。

北京京能同鑫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称“京能同

鑫” ）是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全资的股权基金

投资管理平台 （私募基金管理人：P1070229）。 于

2019 年 4 月份工商注册成立，2019 年 10 月获得私

募基金管理人牌照，京能同鑫承担着为京能集团孵化

培育战略新兴产业和壮大新能源产业的使命。

为推动转型升级，培育发展新动能，京能集团于

2020 年 3 月发起设立了第一只基金 - 京能能源科技

并购投资基金（备案编号：SJE724），由京能同鑫负

责运营、管理。 基金目标规模 100 亿元，第一期 30 亿

元，其中京能集团认缴 20 亿元，其它社会资本认缴约

10 亿元，基金重点投资能源科技、节能环保领域。

为满足京能同鑫市场化运行机制要求，建立符合

基金行业特点的市场化运作体制和机制，按照“市场

导向，竞争择优，公平公开” 原则，拟面向社会开展市

场化选聘职业经理人工作，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选聘岗位及人数

京能同鑫总经理 1名

京能同鑫副总经理（分管投资）1 名

京能同鑫副总经理（分管运营、财务）1名

京能同鑫副总经理（分管合规与风控）1名

二、岗位职责

1.北京京能同鑫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岗位职责

整合公司内外资源， 落实董事会制定的发展战

略，实现公司年度经营管理目标；主持公司所管基金

事务，提高基金投资收益；建立健全公司管理体系与

组织架构，提升公司运营管理能力；主持公司日常经

营管理工作，对公司整体经营情况直接负责。

（1）开展基金事务管理工作；

（2）开展日常经营管理工作；

（3）开展组织及队伍管理工作；

（4）完成其他工作。

2.北京京能同鑫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分

管投资）岗位职责

在董事会及总经理领导下，负责基金投资业务的

实施。 协助总经理制定并实施公司战略规划、投资计

划及新业务拓展工作；调动整合公司内外资源，协助

总经理保障公司投资管理目标实现。

（1）开展经营管理工作；

（2）开展资金募集管理工作；

（3）开展投资管理工作；

（4）开展组织管理工作；

（5）完成其他工作。

3.北京京能同鑫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分

管运营、财务）岗位职责

在董事会及总经理领导下，负责公司运营支持业

务的实施。 负责公司行政事务、运营保障、财务管理、

人力资源、企业文化建设等方面业务；协助总经理做

好内部管理工作，调动整合公司内外资源，保障经营

管理目标实现。

（1）开展经营管理工作；

（2）开展行政管理工作；

（3）开展财务管理工作；

（4）开展人力资源管理工作;

（5）开展组织管理工作；

（6）完成其他工作。

4.北京京能同鑫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分

管合规与风控）岗位职责

在董事会及总经理领导下，负责合规与风控管理

业务的实施。全面负责公司合规管理、法律事务、风控

管理；调动整合公司内外资源，协助总经理保障经营

管理目标实现。

（1）开展经营管理工作；

（2）开展合规与风控管理工作；

（3）开展法律事务管理工作；

（4）开展组织管理工作；

（5）完成其他工作。

三、基本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具备良好的政治素质。

2.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具备岗位职责要

求的组织能力、文化水平和专业知识。

3.深刻了解现代企业管理模式、掌握先进企业管

理模式及精要，具有先进的管理理念。

4.工作业绩突出，认真履行岗位职责，真抓实干，

敢于担当，攻坚克难。

5.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遵纪守法，团结合作，廉

洁自律，在群众中有威信。

6. 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能够正常履行职责的

身体素质。

7. 未有违法违纪处罚或正在接受审查的违法违

纪行为； 未发生过商业舞弊或泄露商业机密行为；未

发生过利用工作或职务之便谋取私利、贪污、受贿、索

贿、私费公报等徇私行为。

8.未发表过反华、辱华言论；未有泄露国家机密、转

移国家资产等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自觉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四、任职资格

除具备以上基本条件外，还需具备以下任职资格：

1.北京京能同鑫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岗位

（1）研究生学历或硕士及以上学位，电力、金融、

法律、经济、管理等相关专业。

（2）具有高级职称、基金从业资格。

（3）具有 15 年以上电力能源行业战略或并购投

资相关工作经验； 具有基金行业工作经验者优先；具

有国有大中型企业总经理经历者优先。

（4）中国共产党党员优先。

（5）全面掌握基金行业政策法规及股权投资管

理知识； 熟悉能源科技行业动态及国家产业政策；熟

悉企业全面运作，企业经营管理、各部门工作流程。

（6）具有优秀的战略前瞻能力、变革创新能力、

组织协调能力。

（7）具有良好的全球视野、凝聚团队能力、担当

决断能力。

2.北京京能同鑫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分

管投资）岗位

（1）研究生学历或硕士及以上学位，理工科背景

或经济管理、工商管理等相关专业。

（2）具有中高级职称、基金及相关行业从业资格。

（3）具有 10年以上电力能源行业相关工作经验；

具有 8年以上投资并购、资本运作经验；具有基金行业

投资总监工作经历者优先。

（4）中国共产党党员优先。

（5）全面掌握基金行业政策法规及股权投资管

理知识； 熟悉能源科技行业动态及国家产业政策；熟

练掌握股权投资业务流程和商务谈判技巧。

（6）具有良好的战略前瞻能力、组织协调能力、

凝聚团队能力、变革创新能力、担当决断能力。

（7）具有良好的分析思考能力、业务敏锐能力。

3.北京京能同鑫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分

管运营、财务）岗位

（1）研究生学历或硕士及以上学位，电力、金融、

法律、经济、管理等相关专业。

（2）中高级经济或会计职称，基金及相关行业从

业资格，具有财务任职资格优先。

（3）具有 10年以上电力能源行业相关工作经验；

具有金融行业工作经验优先；具有世界 500 强或相关

行业前 50 强等大型集团公司或本公司股东方控股集

团企业担任过中层以上管理岗位的优先。

（4）中国共产党党员优先。

（5）掌握公司运营相关金融、法律知识；了解能

源企业经营管理原则及相关知识。

（6）具有良好的战略前瞻能力、组织协调能力、

凝聚团队能力、变革创新能力、担当决断能力。

（7）具有良好的沟通影响能力、文字写作能力。

4.北京京能同鑫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分

管合规与风控）岗位

（1）研究生学历或硕士及以上学位，金融、法律、

经济管理等相关专业。

（2）具有律师从业资格、基金从业资格。

（3）具有 10 年以上金融、上市公司或律师行业

相关工作经验；具有基金行业合规总监经历者优先。

（4）中国共产党党员优先。

（5）全面掌握金融行业及风险管理基础知识；熟

悉电力行业动态及运营发展趋势、国家及地方政策。

（6）具有良好的战略前瞻能力、组织协调能力、

凝聚团队能力、变革创新能力、担当决断能力。

（7）具有良好的分析思考能力、业务敏锐能力。

五、薪酬待遇

公司提供较具竞争力的薪酬及市场化激励和约

束机制。

六、选聘程序

本次选聘工作按照发布公告、在线报名、资格审核、

履历业绩评估、面试评审、考察任用等相关程序进行。

七、报名时间和方式

1.报名时间：2021 年 10 月 12 日 9 时至 2021 年

10 月 24 日 24 时。

2.报名方式：凡符合条件的应聘人员均可于 2021

年 10 月 12 日至 2021 年 10 月 24 日期间，登录公招

网(www.gongzhao.com.cn)进行报名。 每人限报 1

个岗位，报名时，应聘人员提交的申请材料应当真实、

准确、完整，应聘人员提供虚假申请材料的，一经查

实，即取消报考资格。

3.报名咨询联系人及电话：

徐老师：010-67771810-8041、15210585877

许老师：010-85219882、15910687088

八、其他事项

1.应聘人员的个人信息仅用于此次选聘，我公司

承诺对应聘人员的个人信息予以保密，应聘人员的资

料恕不退还。

2.通过资格审核并进入面试评审的应聘人员，我

公司将通过电话和邮件方式告知面试评审具体安排，

请务必提供准确的联系方式和邮箱地址。

3.本公告由京能同鑫负责解释。

北京京能同鑫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 10 月 14 日

北京京能同鑫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市场化选聘职业经理人公告

多因素引发成交骤降

从昨日行业表现来看，申万一级行业

中，休闲服务、电气设备、食品饮料行业涨

幅居前，分别上涨3.62%、3.58%、3.28%。

两市成交额已连续3个交易日低于1

万亿元。相比节前市场成交额持续突破1

万亿元， 近几个交易日市场交投显著降

温，市场成交骤降原因何在？ 首先，10月

13日沪股通和深股通交易暂停，10月13

日两市成交额较10月12日缩量1069.11

亿元， 这也是10月13日两市成交额低于

8900亿元的主要原因。 Wind数据显示，

10月11日和10月12日北向资金1100多

亿元成交水平相比节前已有明显回落。

其次， 从融资交易情况来看，Wind

数据显示，10月12日融资买入额占A股

成交额7.08%，近几个交易日融资买入额

明显下降。

此外， 量化交易的活跃性降低也可

能是一个重要原因。

优美利投资总经理贺金龙表示，节

前A股市场连续49个交易日成交破万亿

元，持续时间创历史新高。这主要是由于

量化交易规模在持续攀升， 进而创造出

万亿元成交， 而随着今年以来领涨的周

期板块出现回调，赚钱效应降低，同时量

化交易的活跃性也降低了， 甚至一些量

化策略的有效性也大受打击， 这是影响

市场成交骤降的一部分原因。 这也会导

致部分获利盘加速出逃， 从而进一步加

剧成交量的快速缩水。

川财证券研究所所长、 首席经济学

家陈雳表示， 资金当前对市场偏于谨慎

是A股成交额下滑的重要原因之一。

谨慎情绪萦绕市场

伴随着市场分化， 强势板块快速回

调，近期谨慎情绪持续萦绕市场。

从判断市场情绪的一个重要指

标———主力资金动向来看，Wind数据显

示，10月13日两市主力资金净流出40.99

亿元， 出现主力资金净流入的个股数为

1933只， 出现主力资金净流出的个股数

为2554只。 两市主力资金已连续19个交

易日净流出。

Wind数据显示，在近三个交易日两

市成交额连续低于1万亿元之时，申万一

级行业中，银行、汽车、食品饮料行业主

力资金净流入金额居前， 分别净流入

22.80亿元、19.23亿元、7.29亿元；公用事

业、化工、电子行业主力资金净流出金额

居前， 分别净流出135.89亿元、102.69亿

元、94.92亿元。

个股方面，近三个交易日比亚迪、隆

基股份、通威股份、五粮液、万科A主力

资金净流入金额居前，分别净流入25.89

亿元、9.16亿元、8.69亿元、8.23亿元、5.77

亿元。三峡能源、东方财富、天齐锂业、卓

胜微、 中国能建主力资金净流出金额居

前， 分别净流出21.27亿元、20.08亿元、

15.82亿元、12.70亿元、10.00亿元。

中期无需悲观

对于市场后市走向，中金公司表示，

总体上看，市场波动大，板块轮动频繁，

赚钱效应不强， 同时成交相较此前有回

落趋势。在政策力度仍不明确之前，市场

可能缺乏向上动力， 宏观因素将主导市

场。 建议投资者继续控节奏、稳收益，配

置上在今年以来表现领先与表现落后的

品种之间偏于均衡， 继续逐步减配中国

需求主导的传统周期股， 自下而上逐步

关注走势落后的消费股。 目前市场整体

估值不高，中期前景无须过度悲观。

贺金龙表示， 结构性行情轮动以及

大盘指数横盘可能是常态化的现象，尽

管成交额失守万亿， 但随着宏观因素可

能带来的增量资金进场， 以及一些市场

中性策略的发展， 或将给市场长期保持

高成交额提供可能性。

走下万亿“神坛” A股成交骤降藏何玄机

●本报记者 吴玉华

10月13日，A股市场缩量

反弹，上证指数上涨0.42%，深

证成指上涨1.54%， 创业板指

上涨2.29%。 两市成交额不足

8900亿元， 创近4个月新低。

其中， 沪市成交额为4050.20

亿元， 深市成交额为4846.58

亿元。

分析人士认为，当前市场

不确定性增加，但政策面及流

动性或对市场形成一定的支

撑， 短期来看不必过度悲观。

此外，A股进入三季报披露期，

业绩将成为市场的重要关注

点，股指或继续保持震荡运行

态势。

近一个月A股总成交额与换手率变化

视觉中国图片 数据来源/Wind�制图/王春燕

日期

成交金额

（亿元）

换手率

（整体法）（%）

9月14日 15128 1.95

9月15日 13543 1.69

9月16日 14780 1.91

9月17日 13428 1.75

9月22日 11523 1.55

9月23日 13211 1.79

9月24日 12830 1.70

9月27日 13653 1.75

9月28日 10435 1.41

9月29日 10775 1.47

9月30日 9502 1.27

10月8日 10603 1.38

10月11日 9919 1.31

10月12日 9963 1.36

10月13日 8894 1.13

谋求平台化发展 多家银行整合旗下APP服务

●本报记者 王方圆 见习记者 石诗语

邮储银行日前发布公告称， 因业务

调整， 将逐渐停止邮储生活APP相关服

务。 业内人士指出，商业银行对旗下APP

的缩减整合，并非简单迁移，而是业务升

级之后的“精耕细作” 。 展望未来，商业

银行将谋求平台化发展， 为用户提供更

便利的“一站式”金融服务。

告别“粗犷式”发展

10月9日， 邮储银行发布公告称，自

11月17日起， 将停止邮储生活APP注册

及支付服务；自12月22日起，将停止邮储

生活APP全部服务，并关闭邮储生活APP

下载入口。 据该行一位工作人员介绍，本

次业务调整，是为了更好地给客户提供金

融服务，后续邮储生活APP中的相关服务

和权益将迁移至该行手机银行APP中。

今年8月， 兴业银行发布公告称，将

于10月11日终止兴业企业银行APP服

务，相关功能将迁移至兴业管家APP。

去年7月，光大银行也表示，该行将

旗下阳光银行APP与手机银行APP进行

整合， 阳光银行APP的功能与服务全部

迁移至光大手机银行APP。

整合旗下APP服务，是商业银行告别

手机银行业务“粗犷式”发展的一个缩影。

中国银行业协会数据显示，2020年

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离柜交易总额达

2308.36万亿元，同比增长12.18%，其中

手机银行交易总额达439.24万亿元，同比

增长30.87%。但银行APP也开始呈现“野

蛮生长” 的状态。

中国证券报记者日前在多家应用软

件商店中搜索发现，多数头部银行旗下均

有3-4个APP，类型涵盖个人类、企业类、

生活服务类、转账支付类、贷款类等多个

细分领域。 记者下载体验后发现，同一银

行旗下各APP之间的边界并不明朗，有诸

多业务重叠。 此外，各家银行APP产品同

质化较高，用户容易出现审美疲劳。

平台化发展是趋势

业内人士称，未来手机银行将不断融

合生活场景、社交互动、内容资讯以及生

态合作伙伴，通过拓展获客渠道、提升线

上及线下服务能力、推进智能高效运营等

方式，持续提升服务能力，改善客户体验。

事实上，近年来，已有多家银行将构建

金融服务生态圈，探索打造融合生活场景、

社交互动、内容资讯等领域的“一站式”综

合金融服务平台作为自身发展目标。

据光大银行介绍， 随着光大银行阳

光银行APP开户功能迁移至光大手机银

行APP， 非光大银行客户仅通过手机号

注册即可使用光大手机银行APP的部分

功能和服务。客户如需要购买理财、基金

等金融产品， 可直接使用一张主流银行

银行卡在线开立电子账户进行操作，大

大降低了客户使用光大手机银行APP的

操作门槛，有效提升客户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