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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东方金钰

新华传媒

贝通信

市北高新

中国人保

北方股份

名称
粤 传 媒

佳讯飞鸿

普路通

弘高创意

西安旅游

东富龙

收盘价
5.57

6.02

15.04

11.09

5.82

19.11

收盘价
4.24

6.89

8.97

3.72

10.30

8.99

涨幅（%）
10.08

10.05

10.02

10.02

10.02

10.02

涨幅（%）
10.13

10.06

10.06

10.06

10.04

10.04

名称
华仪电气

南纺股份

民丰特纸

城市传媒

岷江水电

博天环境

名称
瑞康医药

德美化工

群兴玩具

达华智能

高新发展

中弘退

收盘价
5.36

7.88

9.42

8.01

8.73

16.29

收盘价
8.43

7.72

7.01

7.82

10.43

0.54

跌幅（%）
-10.07

-10.05

-10.03

-10.00

-10.00

-10.00

跌幅（%）
-10.03

-10.02

-10.01

-10.01

-10.01

-10.00

名称
市北高新

大众公用

天风证券

农业银行

太平洋

紫金矿业

名称
京东方Ａ

国海证券

乐视网

中兴通讯

分众传媒

东方财富

收盘价
11.09

6.00

7.94

3.60

2.96

3.54

收盘价
2.82

4.79

3.38

20.51

6.00

13.38

成交额（万）
375933

166234

215569

88486

67895

74830

成交额（万）
143437

126675

69553

362869

101293

222243

名 称
顺利办

西部矿业

青青稞酒

正平股份

盐湖股份

青海华鼎

金瑞矿业

西宁特钢

青海春天

收 盘 价
7.790

6.240

11.440

9.140

8.160

4.690

6.580

4.120

6.380

涨跌幅（%）
0.26

-3.26

-2.80

-4.09

1.24

-4.09

-1.94

0.24

-4.35

成交量（手）
316744

223569

19637

137288

307767

40656

19268

177803

45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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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行榜沪市沪市
昨日昨日

排行榜深市深市
昨日昨日

深沪大势分析深沪大势分析

新华社北京11月20日电（记者 高伟）11 月 19
日，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公告称，原定于11
月22日出让的白云区、花都区两宗居住用地因故终
止挂牌出让程序。原出让信息显示，两宗地块总起
拍价为27.04亿元。近一个月来广州陆续有多宗地
块终止出让。

从全国土地市场来看，10月份土地市场维持低
迷态势。尤其是，在9月份自然资源部集体约谈过
部分地方政府之后，土地市场进入集中整治阶段，土
地价格也相应呈现低位运行的状态。

克而瑞地产研究的统计数据显示，10月份土地
市场供应、成交均维持在年内平均水平。从成交价
款方面来看，受监测的300城市经营性土地成交总
价为3700亿元，环比仅增加23亿元，同比减少5%；
平均楼面价格1992元/平方米，环比回升3%但同比
降幅达到18%，仍然低于年内平均水平。

克而瑞地产研究中心研究员马千里分析认为，
10 月份土地市场整体延续 9 月份走势，平稳运行。
虽然土地调控政策发布频次降低，但当月主要以“大
棚房”的专项清理工作为主，同时自然资源部要求加
快不动产登记的推进工作，从长远来看有助于市场
稳定运行。

“目前已经进入第四季度，从往年经验来看年末
应该是土地成交高峰期，以2017年为例，10月份供
求体量环比分别上涨15%和82%。”马千里分析认为，
今年10月份土地市场并未显著上涨，各项指标与9
月趋平。“加之重点城市的流拍又创新高，以此来看，
今年年末的土地成交高峰期在持续调控的作用下将
不如往年。”

新华社北京11月19日电（记者 刘
慧）养老金事关国计民生。近年来，我国养
老金政策密集出台，基本养老金、职业年
金相继开始市场化投资运营，个人养老金
启动试点，养老金第三支柱发展“风起”。

作为公募基金中的“新丁”——养老
目标基金受到市场高度关注，也标志着公
募基金迎来了重大机遇。证监会副主席李
超介绍，截至目前，证监会已先后批设26
只养老目标基金，其中5只已经结束募集
并开始投资运作，吸引投资者超过了18万
户。

乘着养老金第三支柱发展的机遇，
公募基金将如何服务我国的养老事业？
在近日举行的第二届“养老金与投资”论
坛上，业内大咖亮出了自己的观点。

论坛上，李超明确表示，证监会正在
制定个税递延养老账户投资公募基金业

务的规则，并配套完善信息平台建设；同
时，加强产品储备，将养老目标基金及部
分长期运作规范、投资风格清晰的公募
基金纳入投资范围。

“证监会将进一步引导长期投资行
为，培育专业机构投资者，为各类养老金
的投资管理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李超
说。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董克用指出，个
人养老金发展对基金业有四大影响：一
是引导国民从“储蓄养老”转向“投资养
老”；二是有助基金行业“基金赚钱基民
不赚钱”的怪圈；三是引导行业落实长期
投资和价值投资；四是为基金行业培育
长期稳定客户。

“第三支柱信息平台应该定位于我
国养老金制度基础设施，平台作为制度
运作的枢纽工程，应兼顾开放性和统一

性。”董克用还建议，个人养老金制度建
设应进一步扩大税收优惠力度，提高制
度覆盖面，同时加强投教工作，将养老金
融教育纳入国家老龄化工作大局。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
经理任莉表示，公募基金在投资管理和
客户服务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可以更好地
应用在个人养老投资业务中。通过投资
者教育和产品设计可以改变投资者不理
性的投资行为，更注重长期回报。

任莉说，希望以投资管理挖掘价值、
客户服务传递价值，最终帮助投资者实
现价值，全力以赴为人们实现更有尊严
的养老贡献力量。

截至 2018 年 9 月末，我国基金业受
托管理社保基金、基本养老金、企业年金
等各类养老金已达1.66万亿元，是我国
养老金市场的主要投资管理队伍。

新华社北京11月20日电（记者 张莫）11 月 19
日，发改委、人民银行、财政部、银保监会、证监会联
合发布《关于鼓励相关机构参与市场化债转股的通
知》，对保险、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等机构开展市场化
债转股业务的方式予以明确。

《通知》称，允许符合条件的保险集团（控股）公
司、保险公司、保险资产管理机构设立专门实施机构
从事市场化债转股，允许保险业实施机构设立私募
股权投资基金开展市场化债转股；鼓励私募股权投
资基金开展市场化债转股业务，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管理人可以独立开展或与其他机构联合开展市场化
债转股项目；鼓励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基金管
理公司等依法依规发行资产管理产品参与市场化债
转股；鼓励暂未设立实施机构的商业银行利用现有
机构开展市场化债转股，允许符合条件的商业银行
单独或联合或与其他社会资本发起设立金融资产投
资公司；支持外资设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开展市场
化债转股业务。

一位业内专家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市场
化债转股实施以来，很多金融机构都有参与其中的
愿望，但是此前的政策只明确了银行可设立实施机
构来开展业务，而对于其他金融机构如何参与并未
明确。《通知》的出台实际上是回应了保险、私募股权
投资基金等机构这方面业务的诉求，有助于推进本
轮债转股业务更好的开展。

发改委此前公布的数据，截至2018年7月31日，
市场化债转股签约金额达到 17325 亿元，资金到位
3516亿元，资金到位率20.29%，涉及资产负债率较高
的115家优质企业。

新华社北京11月19日电（记者 吴黎
华）11月16日，上交所和深交所同步发布
了《上市公司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实施办法》
(以下简称《实施办法》)，明确了上市公司重
大违法强制退市的相关业务规则，新增社
会公众安全类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

《实施办法》明确，上市公司存在欺诈
发行、重大信息披露违法或者其他严重损
害证券市场秩序的重大违法行为，且严重
影响上市地位，其股票应当被终止上市。具
体包括4种重大违法退市情形，即首发上
市欺诈发行、重组上市欺诈发行、年报造假
规避退市以及交易所认定的其他情形。

为了回应社会关切，《实施办法》新
增社会公众安全类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
形。上市公司存在涉及国家安全、公共
安全、生态安全、生产安全和公众健康安
全等领域的违法行为，情节恶劣，严重损
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严重影
响上市地位，其股票应当被终止上市。

在退市相关程序方面，《实施办法》明
确，将重大违法退市情形的暂停上市期
间，由12个月缩短为6个月；重大违法的
公司被暂停上市后，不再考虑公司整改、
补偿等情况，6个月期满后将直接予以终
止上市，不得恢复上市；除欺诈发行外的

其他重大违法退市的公司申请重新上市，
时间间隔由1年延长为5年；因欺诈发行
而退市的公司不得重新上市，一退到底。

当天，深交所还宣布启动对长生生
物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机制。

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
董登新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实施
办法》明确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使得上
市公司退市效率更高，周期缩短，退市公
司的可操作空间被压缩，减少了退市的
不确定性，明确了投资者的预期。公共
安全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回应了民生关
切，提高了退市制度的威慑性。

10月份

全国土地市场继续走弱

相关机构

参与市场化债转股政策明确

欺诈发行一退到底 五大安全领域违法行为纳入退市

养老金第三支柱发展“风起”公募基金迎来重大机遇公募基金迎来重大机遇

新华社上海11月20日电（记者潘
清）受外盘股市普遍走弱等因素影响，A
股告别近期连阳势头，20日低开低走，全
线回调。三大股指跌幅均超过2%，上证
综指2700点整数位再度失守。

当日上证综指开盘就跌破2700点，
报2684.29点。早盘沪指摸高2690.83点
后开始震荡走低，尾盘收报 2645.85 点，
较前一交易日跌57.66点，跌幅为2.13%。

深市走势弱于沪市。深证成指收报
7879.52 点，跌 229.33 点，跌幅为 2.83%。

创业板指数跌 2.80%至 1355.33 点，中小
板指数收报5212.37点，跌幅达到2.93%。

沪深两市个股普跌，上涨品种总数
不足400只。不计算ST个股，沪深两市
近40只个股涨停。

除贵金属板块逆势录得 2%以上的
涨幅外，其余行业板块均告下跌。综合
类、券商、多元金融板块跌幅超过4%，IT
设备、公共交通等板块跌幅也在 3%以
上。

沪深B指同步下行。上证B指跌2.05%

至281.79点，深证B指跌2.07%至889.93
点。

在前一交易日基础上，沪深两市继
续缩量，总量降至4200亿元水平。

隔夜美国股市三大股指同步收跌，
其中纳斯达克指数跌幅高达逾 3%。受
此影响，亚太股市集体走弱，A 股也缩
量回调。

A股告别连阳势头 三大股指跌幅均超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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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知名内衣品牌“维多利亚的秘
密”以豪华时尚秀为消费者所知。然
而，秀场热度似乎难以帮助这一品牌应
对销量下滑的挑战和来自年轻品牌的
竞争。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19 日
报道，“维多利亚的秘密”首席执行官简·
辛格已经辞职。

“维多利亚的秘密”母公司L品牌公
司说，托里·伯奇公司总裁约翰·迈哈斯
明年年初将接任“维多利亚的秘密”首席
执行官。

L品牌公司发布最新季度财务报告
时宣布上述消息。最新财报显示，开店
至少一年的“维多利亚的秘密”各门店上

季度销售额减少6%。“维多利亚的秘密”
在美国设有将近1000家门店，其中许多
店设在举步维艰的购物中心内。

L 品牌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莱斯利·韦克斯内尔说：“我们的首要
任务是改善‘维多利亚的秘密’业绩。
我们对迈哈斯即将带领‘维多利亚的
秘密’步入新一阶段的成功感到极为
兴奋。”

现任“维多利亚的秘密”首席执行官
辛格 2016 年就任。她曾在耐克公司工
作超过10年。

去年，“维多利亚的秘密”北美门店
销售额下滑8%，部分原因在于企业决定
停止销售泳装等商品。

“维多利亚的秘密”一直努力追随消
费者善变的时尚喜好。然而，炫目的时
尚秀和超级名模未能一如既往地打动消
费者。相反，消费者青睐更为适合自己
的商品。例如，一些在线内衣品牌利用
技术和数据提供自定义尺码和新款产
品。

一些分析师认为，“维多利亚的秘
密”更换首席执行官未必意味这一品牌
能成功自救。

杰弗里斯公司分析师兰代尔·科尼
克说：“简（·辛格）不是问题所在。真正
的问题在于，这一品牌未能与消费者共
振；它的定价权消失，市场份额受到持续
冲击，门店数量过多。” 新华社特稿

内衣品牌“维密”首席执行官辞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