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称
N银河

奥普特

阿拉丁

丹化科技

朗迪集团

东宏股份

名称
N药易购

N信测

富瀚微

首都在线

金科文化

盛天网络

收盘价
32.07

375.00

86.64

5.47

13.70

13.92

收盘价
39.94

55.20

142.61

27.72

3.88

13.85

涨幅（%）
128.91

16.46

12.77

10.06

10.04

10.04

涨幅（%）
226.04

48.07

20.00

20.00

16.52

14.94

名称
退市金钰

大地熊

永吉股份

海利生物

德新交运

西水股份

名称
华凯创意

力源信息

C中英

腾邦国际

日月明

邦讯技术

收盘价
0.50

37.92

8.79

11.06

9.56

3.70

收盘价
16.15

3.50

55.30

2.91

51.60

3.47

跌幅（%）
-10.71

-10.16

-10.03

-10.01

-9.98

-9.98

跌幅（%）
-20.01

-19.91

-17.14

-14.66

-13.13

-11.70

名称
洛阳钼业

工商银行

中国中车

特变电工

君正集团

北方稀土

名称
京东方Ａ

TCL科技

二三四五

格林美

金科文化

美锦能源

收盘价
6.37

5.07

6.76

14.16

4.85

18.00

收盘价
6.93

9.36

1.64

8.24

3.88

6.89

成交额（万）
247301

189132

242703

436603

149919

501936

成交额（万）
657603

451023

71922

323347

124200

217300

名 称
西宁特钢

*ST海华

青海春天

金瑞矿业

西部矿业

正平股份

顺利办

*ST盐湖

青青稞酒

收 盘 价
3.23

2.90

6.35

4.84

13.08

3.45

2.68

-

15.55

涨跌幅（%）
-1.824

-4.918

-5.082

+0.415

-2.751

+1.173

+4.280

0.000

-2.385

成交量（手）
76360

38745

241740

19194

513714

28330

123395

0

158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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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万亿养老金到账投资运营
新华社北京1月27日电（记者

班娟娟）我国居民社保待遇持续提
升，截至 2020 年 12 月底，全国基本
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
为 9.99 亿人、2.17 亿人、2.68 亿人。
调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工作全面
完成，惠及超过1.2亿退休人员。与
此同时，社保降费减负保持力度。
养老、失业和工伤三项社会保险合
计减费1.54万亿元。这是记者26日
从人社部2020年四季度新闻发布会
上获悉的一组暖意十足的社保成绩
单。

人社部表示，社保制度改革持
续深化。目前，所有省份均启动实
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委托投资工
作，合同规模1.24万亿元，到账金额
1.05万亿元。全国32个统筹区启动
职业年金市场化投资运营，规模突
破1万亿元。下一步还将加大基金
中央调剂力度，抓紧推进全国统筹
准备工作。

人社部新闻发言人卢爱红介
绍，全国社会保障卡持卡人数达到
13.35亿人。2020年三项社会保险基
金总收入 5.02 万亿元，总支出 5.75
万亿元，年底累计结余 6.13 万亿
元。社保待遇按时足额发放，调整
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工作全面完
成，惠及超过1.2亿退休人员。全年
1337万人领取不同项目的失业保险
待遇，比2019年增加了841万人。

社保降费减负方面，人社部养
老保险司司长聂明隽介绍，2020年，
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人社部
会同相关部门出台了减免企业社保
费政策。从2月份到年底，养老、失
业和工伤三项社会保险免、减、缓、
降等政策合计减费 1.54 万亿元，力
度和规模空前。

聂明隽还表示，考虑到疫情风
险仍然存在，部分企业压力可能较
大，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工伤保险
费率政策今年4月底到期后，将再延
长1年至2022年4月30日。

既要稳步提升居民社保待遇，
又要降低企业社保负担。如何更好
平衡？社保制度改革是关键一环。

人社部表示，目前，所有省份均
启动实施养老保险基金省级统收统
支，全国统筹相关准备工作稳步推
进。此外，基金投资运营工作稳步
推进。所有省份均启动实施基本养
老保险基金委托投资工作，合同规
模 1.24 万亿元，到账金额 1.05 万亿
元。推进职业年金市场化运营，全
国32个统筹区已启动职业年金市场
化投资运营，规模突破1万亿元。

新一轮社保改革施工图正在加
快绘制。人社部透露，将进一步完
善政策。将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
工伤保险费率政策延长1年，调整完
善新一轮失业保险扩围稳岗政策。
此外，加大基金中央调剂力度。按
照公平统一、权责一致、循序渐进，
抓紧推进全国统筹准备工作。扩大
工伤保险覆盖范围。推进新业态人
员职业伤害保障工作。推动城乡居
民养老基金投资运营，畅通高技能
高层次人才加入企业年金的机制。

“下一步将扎实推进各项社会
保险改革，建设更加公平更可持续
的社会保险制度，为广大参保人员
提供更加安全有力的保障、更加高
效便捷的服务。”聂明隽说。

新华社上海1月27日电（记者 时娜）从入
口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创业板发行审核近期
频向申报乱象“亮剑”。

记者从券商人士处了解到，针对申报文
件粗制滥造行为，深交所近期打出了现场督
导、自律监管、约谈提醒等组合拳，督促中介
机构履行信息披露核查把关责任。在强监管
震慑下，创业板“撤材料”现象明显增多。截
至记者发稿时，已有56家公司撤回了申请。

发行承销环节也感受到了监管压力。针
对发行承销中存在的业务操作、信息披露等
违规或不规范行为，已有16家承销商被交易
所谈话提醒或收到监管关注函。

对此，有分析人士表示，交易所加强把
关，是加强把好信息披露的质量关，并非在发
行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之外新设关口、
提高门槛，也并非放缓审核速
度。相反，申报材料质量提升
会让审核变得更高效。在试点
注册制背景下，监管层非常有
必要及时“亮剑”，督促中介机
构勤勉审慎归位尽责。

申报乱象治理不断升级
创业板试点注册制以来，深交所已受理

首发、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申请合计达834
家。在受理和发行审核过程中，深交所发现
申报文件质量差、中介机构履职不到位的情
况反复出现。为了督促发行人承担起信息披
露真实、准确、完整的第一责任，督促中介机
构履行信息披露核查把关责任，深交所近期
措施不断。

据券商人士介绍，在过去几个月连续对
IPO申报文件质量差、中介机构履职不到位提
出批评后，2020年12月，深交所再对创业板注
册制下2家IPO项目中出具监管函，对2家发
行人、4位保荐代表人共采取了4次书面警示
监管措施。

据了解，深交所在审核中发现，上述被采
取监管措施的创业板 IPO 项目，招股说明书
存在多处数据调整且前后差异较大、多处事
实披露与发行人实际情况不符、对于同一数
据前后披露不一致等问题。发行人未按照招
股说明书格式准则的规定准确披露发行人被
控股股东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形，披露信
息、核查结论与工作底稿对同一事项的信息
披露前后存在实质性差异。

此外，还有1家保荐人、1家律师事务所、2
位保荐代表人在上月因申报文件中关于限售
期安排、毛利率数据错误，以及未核查并披露
实际控制人涉嫌行贿事项的行为，收到深交
所监管关注函。

不仅是申报环节感受到了交易所的严把
关，发行承销方面也感受到了监管压力。据

了解，针对发行承销方面存在的业务操作、信
息披露等违规或不规范行为，创业板试点注
册制以来交易所已对16家承销商采取谈话提
醒、出具监管关注函的工作措施。

在发行承销环节，深交所发现了诸多违
规或不规范情形，如发行中存在影响投资者
判断的信息披露错误；在发行的业务操作中，
相关参数录入错误、未及时完整提交相关文
件，未按规则要求及时报送承销总结或发行
情况报告书等。

有投行人士透露，为督促保荐人和独立
财务顾问提高申报质量，深交所未来将在审
核动态中列示申报项目存在补正情形的保荐
人及独立财务顾问名单，申报文件质量差的
保荐机构将被点名批评。

现场督导吓退浑水摸鱼者
“2020年12月，深交所决定对8家IPO项

目的保荐人、1家并购重组项目的独立财务顾
问开展现场督导，有5家公司在督导组进场前
撤回了申请。”最新一期的创业板注册制发行
上市审核动态提到了这样一组数据。

据了解，在上述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撤回
案例中，某上市公司拟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
某标的资产 71.30%的股权，该标的资产主营
业务为信号链和模拟芯片的研发与销售，因
报告期内标的资产业绩出现爆发式增长被交
易所反复问询，但上市公司及中介机构的问
询回复并未按照要求予以针对性披露，最终
在交易所发出现场督导函后，上市公司和独
立财务顾问撤回了申请。

2020年10月以来，深交所不断丰富把关
手段，除了采取监管措施，还启动
了现场督导，前往保荐机构办公
场所，通过现场问询、核对底稿、
人员约谈、要求保荐人进行补充
核查等方式，对保荐机构履职进
行检查监督。

现场督导有效传递监管压力，取得了良
好效果，近3个月来，发行人主动撤回申请材
料的“终止审核”现象明显增多。截至2021年
1月26日，深交所创业板共受理首发申请543
家，27家公司终止审核，其中24家为近3个月
新增。在24家“终止审核”企业中，21家为主
动撤回申请。

再融资和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方面，截至1
月26日，深交所共受理再融资申请275家，27
家公司终止审核，其中15家为近3个月新增；
深交所共受理重大资产重组申请16家，终止
审核5家，其中2家为近3个月新增，均发生在
去年12月。创业板再融资和重大资产重组申
请终止审核均系发行人主动撤回申请。

新华社北京1月27日电（记者张舒琳 李
岚君）1 月 26 日，上交所发布公告称，暂停华
夏中证500ETF融券卖出，当日该基金净值不
仅没有上涨，反而下跌1.69%。

基金业内人士表示，500ETF融券激增或
与量化对冲和套利需求有关。对于这只规模
不大的500ETF产品，融券余量占比过高并不
能看做是机构看空的信号。

融券余量占比创新高
1月26日，上交所发布《关于暂停500ETF

基金(512500)融券卖出的公告》，暂停500ETF
基金（证券代码：512500）融券卖出。

公告显示，根据各证券公司 2021 年 1 月
25日上报的数据，发现500ETF基金融券余量
已达到该证券上市可流通量的75%，依照《上
海证券交易所融资融券交易实施细则》第六
章第五十二条相关规定，将从1月26日起暂
停该标的证券融券卖出，恢复时间将另行通
知。

此前 1 月 20 日，上交所就发布风险提示
公 告 ：“500ETF 基 金 融 券 监 控 指 标 达 到

70.28%，根据规定，单只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
金的融券余量达到其上市可流通量的75%时，
该所可在次一交易日暂停其融券卖出。”随
后，该产品连续四个交易日上涨，涨幅超
2.7%。

这是上交所第三次发布暂停华夏中证
500ETF基金融券卖出公告，此前两次分别为
2020年9月16日和12月23日。

资料显示，华夏中证500ETF基金经理为
荣膺，该产品最新份额为 9.6 亿份，规模为
32.26亿元。Wind数据显示，截至1月25日，
华夏中证500ETF融券余量为7.21亿份，占当
日场内份额75.07%。今年以来，该产品融券
余量始终维持在7亿份以上。

并非看空市场信号
北京某公募基金量化基金经理表示，由

于这只产品相对于其他中证500产品而言规
模较小，常被机构用作对冲工具，融券量一直
很大。

上述基金经理指出，融券余量比例触及
上限并不能看做是机构看空市场的信号。他

说：“这只产品规模小，很容易就达到上限。
对于规模最大的南方中证500ETF，融券余量
非常充足。”

同花顺数据显示，1月25日，市场上规模
最大的中证500ETF产品南方中证500ETF融
券余量为21.80亿份，场内总份额46.91亿份，
融券余量占比46.47%；广发中证500ETF融券
余量为 5.96 亿份，场内份额 14.13 亿份，融券
余量占比42.18%，相比年初大幅增长。

对于融券余量激增的原因，北京一位大
型公募基金经理表示：“主要是因为很多人拿
500ETF 来对冲，这个比股指期货成本低，期
货贴水太严重了。用ETF融券，其利息和股
指期货基差差别不会太大，但股指期货的保
证金占用资金成本比较高。”

上海某公募基金量化基金经理也表示：
“由于 500ETF 可以替代股指期货对冲，融券
500ETF 在一定程度上既能满足机构的对冲
需求，又能降低成本。中证500股指期货一直
是贴水状态，成本较高，用 500ETF 融券做对
冲，看似做空中证500，但其实是为了套利。”

500ETF融券激增上交所按下“暂停键”

申报文件粗申报文件粗制滥造被制滥造被““亮剑亮剑””
创业板逾50家公司主动撤回申请

新华社上海1月27日电（记者桑彤）27
日，A股指数呈现普涨行情，仅科创50指数收
绿。

当日，上证综指以 3567.55 点开盘，全天
窄幅震荡，最终收报 3573.34 点，较前一交易
日涨3.91点，涨幅为0.11%。

深证成指收报 15413.84 点，涨 61.42 点，

涨幅为0.40%。
创 业 板 指 数 涨 0.70% ，收 盘 报 3281.03

点。中小板指数收报 10449.74 点，涨幅为
0.96%。

科创 50 指数录得 1.36%的跌幅，收盘报
1458.37点。

沪深两市个股涨跌数量基本相当，约

2000只交易品种上涨。不计算ST个股，两市
逾60只个股涨停。

行业板块方面，水产养殖、西部开发、云
视频涨幅居前，涨幅逾5%；全息概念、白酒、疫
苗运输跌幅
居 前 ，跌 幅
逾2%。

A股指数呈现普涨行情 科创50指数收绿

深沪大势分析深沪大势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