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奥运村支行
机构编码：B0005S211000132

许可证流水号：00591299

批准成立日期：2015年 06月 25日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清林路 1 号院 7 号楼 1

层 103

发证日期：2015年 07月 02日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八里庄支行
机构编码：B0005S211000134

许可证流水号：00591301

批准成立日期：2015年 06月 25日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北里 219 号楼 1

层 101局部

发证日期：2015年 07月 02日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半壁店支行
机构编码：B0005S211000123

许可证流水号：00591272

批准成立日期：2015年 06月 05日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永定路 2 号院 5 号楼 1

层 5-4

发证日期：2015年 06月 18日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宝盛里支行
机构编码：B0005S211000130

许可证流水号：00591334

批准成立日期：2015年 06月 25日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黑泉路 8 号 1 幢康健宝

盛广场 A 座一层 1002号

发证日期：2015年 07月 31日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彩虹城支行
机构编码：B0005S211000119

许可证流水号：00591273

批准成立日期：2015年 06月 05日

住所：北京市丰台区光彩路 65 号 1 号楼

101-C底商

发证日期：2015年 06月 18日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常通路支行
机构编码：B0005S211000126

许可证流水号：00591332

批准成立日期：2015年 06月 12日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常通路 3 号院 2 号楼 1

层 112号

发证日期：2015年 07月 31日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翠微路支行
机构编码：B0005S211000046

许可证流水号：00591415

批准成立日期：2003年 06月 17日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翠微路 12 号 1-2 层西

侧

发证日期：2015年 08月 27日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大成路支行
机构编码：B0005S211000121

许可证流水号：00591270

批准成立日期：2015年 06月 05日

住所：北京市丰台区大成路 25号 1-1-2

发证日期：2015年 06月 18日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丰管路支行
机构编码：B0005S211000135

许可证流水号：00591302

批准成立日期：2015年 06月 25日

住所：北京市丰台区东大街 20 号东南角楼

1层

发证日期：2015年 07月 02日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观山园支行
机构编码：B0005S211000127

许可证流水号：00591280

批准成立日期：2015年 06月 12日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蓝靛厂观山园 5号楼

发证日期：2015年 06月 19日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海特花园支行
机构编码：B0005S211000128

许可证流水号：00591281

批准成立日期：2015年 06月 12日

住所：北京市石景山区海特花园 57 号楼一

层

发证日期：2015年 06月 19日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华贸天地支行
机构编码：B0005S211000131

许可证流水号：00591298

批准成立日期：2015年 06月 25日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清河营南街 7 号院 7 号

楼 01 层（01）133 号、132 号房屋（1F-C20

号、1F-C21号）

发证日期：2015年 07月 02日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黄寺大街支行
机构编码：B0005S211000141

许可证流水号：00591313

批准成立日期：2015年 07月 06日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黄寺大街 23 号院 1 号

楼 1层 1010

发证日期：2015年 07月 14日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建材城西路支行
机构编码：B0005S211000124

许可证流水号：00591264

批准成立日期：2015年 06月 05日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建材城西路 27 号 1 层

116

发证日期：2015年 06月 17日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璟都会支行
机构编码：B0005S211000133

许可证流水号：00591300

批准成立日期：2015年 06月 25日

住所：北京市石景山区时代花园南路 19 号

院 20号楼 1层 106

发证日期：2015年 07月 02日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来广营支行
机构编码：B0005S211000139

许可证流水号：00591315

批准成立日期：2015年 07月 06日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来广营西路 7 号院 18

号楼 1至 2层 111、112

发证日期：2015年 07月 14日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临河里支行
机构编码：B0005S211000137

许可证流水号：00591317

批准成立日期：2015年 07月 02日

住所：北京市通州区临河里 53 号楼 1 层

116、117、118

发证日期：2015年 07月 14日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麦子店支行
机构编码：B0005S211000051

许可证流水号：00591416

批准成立日期：1999年 11月 02日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北路甲 5号

发证日期：2015年 08月 27日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三里河支行
机构编码：B0005S211000094

许可证流水号：00591275

批准成立日期：2000年 11月 10日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一区五号院 8 号

楼首层

发证日期：2015年 06月 18日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时代之光支行
机构编码：B0005S211000120

许可证流水号：00591271

批准成立日期：2015年 06月 05日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 45 号 2

号楼一层 101及二层部分房间

发证日期：2015年 06月 18日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世纪星支行
机构编码：B0005S211000138

许可证流水号：00591316

批准成立日期：2015年 07月 02日

住所：北京市通州区通朝大街 305号

发证日期：2015年 07月 14日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双井支行
机构编码：B0005S211000136

许可证流水号：00591318

批准成立日期：2015年 07月 02日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广渠路 36 号院 5 号楼 1

至 2层 116之一层

发证日期：2015年 07月 14日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五道口支行
机构编码：B0005S211000122

许可证流水号：00591269

批准成立日期：2015年 06月 05日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 16 号院 1

号楼 1层 108

发证日期：2015年 06月 18日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西红门支行
机构编码：B0005S211000140

许可证流水号：00591314

批准成立日期：2015年 07月 06日

住所：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北一街 1 号院 3

号楼 1层 106号

发证日期：2015年 07月 14日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西四环中路支行
机构编码：B0005S211000129

许可证流水号：00591282

批准成立日期：2015年 06月 12日

住所：北京市丰台区靛厂路 26 号 12 号楼底

商 6-1

发证日期：2015年 06月 19日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学府树支行
机构编码：B0005S211000125

许可证流水号：00591278

批准成立日期：2015年 06月 12日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学府树家园二区 8-1—

8-21号 1层 8-6

发证日期：2015年 06月 19日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长辛店支行
机构编码：B0005S211000087

许可证流水号：00591333

批准成立日期：2009年 06月 23日

住所：北京市丰台区张郭庄南路 16号

发证日期：2015年 07月 31日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关于颁发、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批准、核准，颁发、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业务范围：许可下列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

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现予以公告：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

理委员会网站（www.cbrc.gov.cn)查询

2015年9月15日 星期二8 证券·公司

提示：本版投资建议仅供参考

本版编辑 陆 敏 夏 青

随着南方、广发、博时 3 家基金公司
率先发力大数据基金产品，这一全新的
基金品种正成为眼下互联网基金领域新
的焦点。目前，10 余家基金公司正在申
请或已经获批成立发行大数据指数基金
产品。中国证监会最新公告显示，已获
批 3 只，等待“准生证”的有 5 只，再加上
已经成立的上海东方证券资管、南方基
金、广发基金、博时基金旗下的 8 只大数
据基金，大数据基金的数量将达 16 只，
涉及的互联网公司有雪球、360 金融、百
度等在内的 20余家。

有望跑赢传统指数

国务院日前印发的《促进大数据发
展行动纲要》提出，要全面推进大数据发
展和应用，深化大数据在各行业的创新
应用。众禄基金研究中心王晶认为，近
期发行的互联网大数据基金产品已不仅
仅停留在借助互联网技术渠道或电商平
台进行销售的阶段，而是在进一步应用

互联网数据进行主动管理、灵活择时择
股等方面有更多尝试。

“金融行业对数据具有天生的依赖
性，数据应用的发展也推动着金融业的
创新发展。大数据基金实际上是在互联
网行业发展背景下，群体智慧对决个体
智慧。”一家阳光私募的投资经理王卓玮
表示，传统指数往往由一些媒体和第三
方投资顾问公司合作制作，信息源少、数
据相对有限、成份股更新慢，在基金投资
中过于依赖个人智慧。而互联网大数据
指数通过各个互联网平台不断更新数据
源，能够实时推动海量用户参与数据完
善。当大数据指数能够更好地呈现某一
板块或上市公司的未来前景时，其投资
价值有望超越传统指数。

以国内首只社交投资大数据指数中
证雪球领先组合 100 指数为例，这一指
数是天弘基金基于雪球大 V 用户的评论
信息和投资组合数据所构建的互联网大
数据指数。与市场其他指数不同，它对
投资者“思想”和“行为”的反馈更多。

博时基金副总裁王德英表示，传统
投资方式主要是投研人员去上市公司调
研，了解财务数据来做投资决策，而大数
据基金通过海量数据分析，对公司未来
表现的预测确定性有望加强。可以说大

数据基金是传统投研方式的升级，能反
映部分传统数据无法统计的方面，比如
投资者情绪、市场热点的变化等。

同时，大数据指数的调整更为灵
活。王晶介绍，大数据指数基金跟踪指
数调整周期短，一般为 1 个月，这类基金
换股快，个股投资比例小，有效避免单一
股票对组合的影响。从成立时间较长的
银河定投宝和广发 100 来看，两只基金
前十大重仓股持股比例不超过 20%，而
且前十大重仓股更换率均较高。

多方面有待完善

在看到大数据诸多优势之余，有专
家也表示，大数据基金实际上是基于多
因子模型的指数投资产品，互联网大数
据只是其中一个选股因子，对于市场因
子、基本面因子等其他因子依然要重视，
否则指数本身走势将会失真。

目前，大数据基本来源于 3 个渠道：
电商、门户网站和搜索网站。不同渠道
的数据特征有所不同。比如，电商的数
据包含成交额、价格走势等，而搜索网站
的数据更多反映了用户的关注点和情绪
因素，而不是实际发生的行为，门户网站

的数据也更多反映用户关注点和情绪。
数据来源的不同，导致大数据指数

量化选股模型不同，造成各只基金的风
格、投向不同。即使依据相同大数据的
基金风格也差别很大，比如新浪参与的
2 只大数据指数是基于新浪财经数据和
微博社交数据，银联公司涉足的 3 只指
数均基于同一线下刷卡消费数据源，奇
虎 360 的指数基于其搜索和手机、电脑
数据。而同样是与雪球联合的中证雪球
社交投资精选大数据指数、中证雪球领
先组合 100 指数在数据源选择上就有相
当程度的重合。

有专家表示，互联网数据来源范围
限制或重叠，容易导致有效覆盖样本股
范围较窄，且受数据噪音影响造成还原
市场投资情绪偏离较大，易受人为主观
因素干扰。如银联公司涉足的 3 只大数
据指数，均采用银联线下 POS 收单数
据、针对消费领域数据，且银联线下数据
来源渠道复杂，样本重合度较大，较易造
成相互干扰。“从市场上已成立基金的业
绩表现看，大数据基金的中长期业绩比
较稳健。”王卓玮说。

针对未来前景，业内人士表示，大数
据基金还有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可以
通过产品迭代和试错来解决。

群体智慧对决个体智慧

大数据指数基金发行提速
本报记者 周 琳

本报北京 9 月 14 日讯 记者温济聪

报道：今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布了创
业板 2015 年半年度经营情况分析。今
年上半年，创业板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095.08 亿元，同比增长 29.40%。368
家公司营收实现同比增长，占比超过四
分之三。其中 153 家公司增长 30%以
上，87 家公司增长超过 50%，30 家公司
超过 100%。

在净利润层面，三分之二公司净利
润增长，绩优公司盈利成长性增强。报

告期创业板公司合计实现净利润 228.08
亿元，同比增长 20.53%。增长速度高于
2014 年上半年 14.69%和全年 16.57%的
水平，呈现持续、稳定增长态势。318 家
公司（占比 65.7%）净利润实现增长。其
中 163 家公司（占比 33.08%）增长超过
30%，108家公司增长超过 50%。

创业板公司上半年整体主业突出，
期间费用控制良好，业绩质量提升。报
告期创业板公司非经常性损益占净利润
的比例为 11.2%，主营业务仍然是创业

板公司利润的主要来源，实现主营业务
利润（销售利润）678.67 亿元，同比增长
23.2%。

今年上半年，创业板公司经营活动
现金流状况持续改善，经营业绩增长质
量持续提高。创业板公司经营活动现金
流状况继 2014 年末进一步得到改善。
上半年，创业板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净
额为-23.56 亿元，较 2014 年同期-29.31
亿元有所改善。

互联网、影视娱乐、新闻出版、生态保

护、零售等新兴行业公司取得了良好的经
营业绩，净利润同比增长率显著高于板块
平均水平。创业板战略性新兴产业公司占
比达到 68%，实现净利润合计 163 亿元，
占整个板块的比例为 71.46%；研发投入
78.98 亿 元 ，占 整 个 板 块 的 比 例 为
82.13%。营业收入、销售利润、净利润的
增长率分别为 35.59%、25.5%、27.41%，
均 高 于 创 业 板 平 均 29.40% 、23.17% 、
20.54%的水平。创业板着力支持战略性
新兴产业发展的作用持续显现。

本报北京 9 月 14 日讯 记者何川报道：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即新三板）今日发布公告称，禁止任何机构
设立挂牌公司股票买卖意向平台。并称，依据有关法律规
定，挂牌公司股票的公开转让（含发布挂牌公司股票买卖意
向信息）只能在新三板进行。

据了解，近期有个别市场机构推出了关于新三板挂牌
公司股票意向买卖信息的发布平台，在相关平台上，任何人
经注册均可发布挂牌公司股票买卖意向信息。

对此，新三板相关负责人表示，依据《非上市公众公司
监督管理办法》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
司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挂牌公司股票的公开转让（含发
布挂牌公司股票买卖意向信息）只能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进行，其他任何市场机构不得组织该类交易行为，
已开展类似行为的机构应当立即停止相关违法违规行为，
新三板将保留进一步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新三板禁止设立挂牌股票买卖意向平台

上半年创业板公司净利同比增两成
互联网、影视娱乐、生态保护等新兴行业成长性突出

本报北京 9 月 14 日讯 记者温济聪 何川报道：中国
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邓舸今天表示，按照现有方式、节奏对剩
余场外配资账户进行清理，对市场不会造成明显冲击。

邓舸说，7月 12日证监会发布《关于清理整顿违法从事
证券业务活动的意见》，明确了对违反证券账户实名制、未
经许可从事证券业务的活动予以清理整顿的具体意见。前
期，各地证监局完成了对证券公司信息系统外部接入自查
情况的核实和现场检查，并督促其清理涉嫌违规账户。截
至 9 月 11 日，完成清理资金账户 3255 个，占全部涉嫌场外
配资账户的 60.85%；还有 2094 个账户尚未清理，持股市值
约 1876.27 亿元。已清理账户中，有 76.28%采取取消信息
系统外部接入权限并改用合法交易的方式清理，仅 6.33%
采取销户方式清理，还有部分账户采取产品终止等方式清
理。目前，多数场外配资账户持有人积极配合，主动清理，
强行平仓占比较低。因此，按照现有方式、节奏对剩余场外
配资账户进行清理，对市场不会造成明显冲击。

针对近期有媒体报道称，证券公司股票质押回购业务
风险较高一事，中国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邓舸今天表示，证券
公司股票质押回购业务总体风险可控，违约处置金额占比
较低。目前，该业务总体规模约 6000 亿元，平均履约保障
比例近 300%，总体风险可控。个别客户质押的股票因价
格下跌可能被平仓处置，应当属于个别事件，涉及金额不
大，对市场影响有限。

证监会：

清 理 违 法 场 外 配 资
对市场不会造成明显冲击

券商股票质押回购业务总体风险可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