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 经10 2018年11月8日 星期四

11 月 7 日，中国人民银行
在香港发行 100 亿元 3 个月期
央票，中标利率为 3.79%；100
亿元 1 年期央票，中标利率为
4.20%。据香港金管局称，3 个
月期、1 年期央票分别获 4.26
倍、3.29 倍认购。

央行在香港发行央票早有铺
垫。9 月 20 日，央行宣布与香
港金管局签署了合作备忘录，这
标志着暂停5年的央票发行再度
被重启。鉴于发行地在香港，市
场认为，这也意味着央行货币政
策工具进一步扩展至海外人民币
市场。

对于央行为何选择在此时
发行央票，央行货币政策委员
会委员、清华大学金融与发展
研究中心主任马骏表示，央行
票据是流动性管理工具之一，
央行可以通过发行央票来调节
离岸人民币流动性，稳定市场
预期，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
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今年以来，人民币汇率波动
加大，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
从 4 月 17 日的 6.2771 一路跌至
11 月 7 日的 6.9065，对美元贬
值幅度近 10%，贬值速度和幅
度明显，引发了市场对破“7”
的担忧。

对于离岸人民币市场来说，
更易受市场因素影响。当人民币
贬值预期增强时，离岸往往率先
反应，且不容易开展顺周期调节。
随着内地资本市场不断开放，内
地与香港市场人民币汇率联动性
增强，离岸人民币汇率的变化会
对内地人民币汇率产生影响。

德国商业银行亚洲高级经济
学家周浩认为，发行央票后，可以在两个市场汇率差距比较
大的情况下推动离岸市场和在岸市场汇率趋同，从而保持
人民币汇率预期基本稳定。“一旦离岸市场出现较为明显的
人民币空头情绪，发行央行票据可以提高离岸人民币市场
的利率水平，以提高做空人民币的成本，抑制人民币空头。”

周浩表示，短期来看，发行央票会对离岸市场的流
动性带来一定程度的紧缩效应，这在某种程度上对市场
造成“加息”效应。从中长期来看，发行多期限央票
对于建立离岸人民币市场完整的利率曲线，将起到

“基石”作用，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建立起较为完善的
利率曲线，这对于引导离岸市场人民币利率定价，将
起到关键性作用。

有专家认为，央行票据期限相对灵活，信用等级较
高，有助于离岸人民币利率定价体系的形成，并丰富离岸
人民币相关衍生品的种类，提高人民币资产的吸引力，从
而在中长期助推人民币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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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复牌新规对上市公司

停复牌申请、停牌期限、信

息披露、配套机制等均作出

了详细规范。这意味着，未

来 A 股那些随意、长期任性

停牌的“钉子户”公司将成

为历史。那些试图通过停牌

应对股权质押风险、负面信

息甚至监管的“躲猫猫”行

为将玩不转了

证监会发布停复牌新规——

任性停牌“钉子户”玩不转了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周 琳

11月5日，停牌16个月之久的万达
电影复牌，随后3天连续跌停，其投资者
除了经历长时间无交易的煎熬之外，还
需要承受股价大跌带来的损失。

Wind 资讯统计，截至 11 月 6 日，两
市共有 66 家上市公司处于停牌状态。
其中，停牌交易天数超过100天的有20
家，更有4家公司已连续停牌超过一年之
久，*ST新亿停牌超过3年，沙钢股份、深
深房A停牌超过2年。随意和长期停复
牌，已成为危害投资者交易的顽疾之一。

11月6日，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完
善上市公司股票停复牌制度的指导意
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明确了上市
公司股票停复牌的基本原则，对停复牌
申请、停牌期限、信息披露、配套机制等
均作出了详细规范。这意味着，未来 A
股那些随意、长期任性停牌的“钉子户”
公司将成为历史。

不停牌为原则停牌为例外

新停复牌制度共有4方面主要内容：
一是确立上市公司股票停复牌的基本原
则，最大限度保障交易机会。明确以不
停牌为原则、停牌为例外，短期停牌为原
则、长期停牌为例外，间断性停牌为原
则、连续性停牌为例外。上市公司发生
重大事项，应当按照及时披露的原则，分
阶段披露有关事项的具体情况，不得以

相关事项不确定为由随意申请股票停
牌，不得以申请股票停牌代替相关各方
的保密义务。二是压缩股票停牌期限，
增强市场流动性。进一步缩短重大资产
重组最长停牌期限；明确上市公司破产
重整期间其股票原则不停牌；并购重组
委审核期间，上市公司股票在并购重组
委工作会议召开当天应当停牌。上市公
司股票超过规定期限仍不复牌的，证券
交易所应当强制复牌。三是强化股票停
复牌信息披露要求，明确市场预期。提
高初始停牌时的信息披露标准，对停牌
期间重点阶段的信息披露事项提出明确
要求，并严格落实强制停复牌情形下上
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义务。四是加强制度
建设，明确相应配套工作安排。

同时，证券交易所应当建立股票停
牌时间与成份股指数剔除挂钩机制和停
牌信息公示制度，并定期向市场公告上
市公司停牌频次、时长排序情况，督促上
市公司采取措施减少停牌。

在落实新停复牌制度时，《指导意
见》还明确停复牌的基本原则、信息披露
要求以及配套规则。例如，停牌的信息
披露有3方面要求，一是提高初始停牌时
的信息披露标准，提出股票停牌申请的
公司，应当根据证券交易所的规定，披露
重大事项类型、交易标的名称、交易对手
方、中介机构情况、停牌期限、预计复牌
时间等信息。二是严格履行强制停复牌

的信息披露义务。三是强化上市公司股
票停牌期间的分阶段披露要求。

此外，新规还要求证券交易所等一
线监管部门做好停复牌制度配套工作。

有望带给市场诸多利好

近年来，随着市场波动增加，大面
积、无理由、长时间股票停牌已严重损害
整体市场的流动性，给机构投资者的投
资组合稳定以及基金会计结算带来了巨
大风险，对于 A 股被海外主要指数基金
扩容形成了阻碍。

交银施罗德基金首席策略分析师马
韬认为，目前国内市场纯粹以稳定股价
为目的、无真实重大事项且持续时间过
长的停牌，是国内外机构投资者诟病较
多的现象。

马韬认为，新停复牌制度出台和实
施参考了国际惯例，要求建立股票停牌
时间与成份股指数剔除挂钩机制，对市
场流动性构成潜在威胁的停牌行为予以
不纳入指数的惩戒，督促上市公司采取
措施减少股票停牌，有望将 A 股的停牌
比例和时长压降至国际可比水平。

北京格雷资产总经理兼投资总监张
可兴认为，新停复牌制度有几方面好
处。一是有望增加股票市场的流动性。
例如，在 2015 年 A 股大幅回调期间，停
牌股票数量一度超过1000家，严重影响

市场流动性，加上部分投资者卖掉很多
质量不错的股票，造成错杀，给市场正常
交易带来了很大影响。二是有利于维护
投资者利益。原有的停复牌比较简单，
部分上市公司股票停牌时间过长。在此
情况下，很多中小投资者不了解情况，上
市公司也没有及时披露信息。一旦复
牌，有可能出现股价暴跌，给投资者带来
损失。若信息披露及时，停牌期间有阶
段性停复牌制度约束，给予投资者更多
知情权，就能避免巨幅亏损。三是新规
有利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停牌的操作。从
美股和港股的经验看，真正长期停牌的
股票比较少，即使一家上市公司出现重
大资产变更或者并购重组事件，也会大
部分时间都处在交易中。在此过程中，
对上市公司加强监管，加强对停牌制度
的规范，对投资者是交易利好。

相关配套规则有待完善

虽然新的停复牌制度已经发布实施，
但目前相关配套规则仍有待完善。例如，
应继续完善有关上市公司股票停复牌的
自律规则，对停牌原则、类型、期限、程序、
信息披露等作出具体规定，等等。

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刘锋认
为，除了停复牌制度之外，后续还应促进
上市公司治理水平提升、市场运行透明
度升级、完善交易制度。

一方面，应重点关注市场交易连续
性和流动性保障，在完善微观交易机制
的基础上，可以考虑进一步放宽甚至分
阶段取消涨跌停板限制，采取T+0交易
制度等创新方式，汲取发达市场的有益
经验，不断优化市场的持续交易与价格
发现功能。另一方面，应建立合理的风
险对冲和套利交易机制，促进期货市场
不断成熟完善，保障投资者合理的风险
分散与对冲需求。对做空机制、杠杆交
易（融资融券）、高频交易、投机套利等市
场中性交易手段要规范而不是限制，为
市场注入流动性并提升价格发现的速
度，从而提高市场效率。

“在保护正常停复牌需求的前提下，
对于那些利用停复牌制度违法违规炒
作、任性停牌、信息披露不充分等扰乱市
场的行为，还应加大查处力度，从行政和
法治上堵住胡乱停复牌漏洞，进一步为
投资者营造更加公开透明的交易市场环
境。”私募排排网研究员刘有华说。

我公司于 2018 年 5 月 8 日在“今日头

条”上发布了时长 1 分 09 秒的短视频，在

视频中篡改了《囚歌》的内容。该视频损害

了叶挺烈士的名誉，引发了舆论关注，造成

了一定社会影响，不仅给叶挺烈士近亲属造

成了精神痛苦，也伤害了社会公众的民族和

历史感情，对此我们深感内疚和悔恨。我公

司现向叶挺烈士近亲属及社会公众致以最诚

挚的歉意，承诺在今后的网络创作中定当尊

重历史、弘扬正气，同时感谢社会各界的监

督指正。

西安摩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8日

西安摩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道歉公告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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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监管局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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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

监管局。现予以公告：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自贸试验区分行
机构编码：B0004L251010002

许可证流水号：00705408

批准成立日期：1993年05月13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湖畔路北段 361、363、365、

367、369和371号

发证日期：2018年10月11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兴隆湖支行
机构编码：B0004S251010280

许可证流水号：00705419

批准成立日期：2018年10月23日

住所：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市天府新区湖畔路北

段339、341、343、345、347、349、351、353、355、357、359号

发证日期：2018年10月23日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cbrc.gov.cn)查询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以下简称“我分公司”）拟对所持有的深圳市利恒新星实业有
限公司及深圳市爱迪融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两户债权进行处置，特发布此公告。

表一：债权资产（包括债权项下的担保权益，单位：人民币元）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以下简称“我分公司”）拟对所持有的深圳市豪艇房车销售有
限公司及深圳市鹏王实业有限公司两户债权进行处置，特发布此公告。

表一：债权资产（包括债权项下的担保权益，单位：人民币元）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关于
深圳市利恒新星实业有限公司等两户债权的处置公告

序号

1

2

债务人名称

深圳市利恒新星实
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爱迪融丰投
资控股有限公司
合计

所在地

深圳

深圳

基准日：2018年9月20日
基准日债权本金

（折合人民币金额）

246,012,696.01

222,483,145.36

468,495,841.37

基准日债权利息
（折合人民币金额）

61,144,971.53

59,855,745.05

121,000,716.58

担保方式

保证+抵押+质押

保证+抵押+质押

当前资产状态

已破产

已判决，未执行

备注：其中深圳市利恒新星实业有限公司债权金额为申报数，最终债权金额以法院及管理人确认为准。如需了
解有关本次交易债权的详细情况，请登录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对外网站www.coamc.com.cn查询或与
交易联系人接洽。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我分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我分公司可能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对
资产包内的项目和处置方案作适当调整。如有调整，调整结果将按照有关规定履行告知义务。

该债权资产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
然人，并应具备财务状况良好的条件；交易对象不得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
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或
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
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分公司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征询或异
议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

联系人：周先生、徐先生 联系电话：0755-82215573；0755-82215591
通讯地址:深圳市罗湖区建设路2016号南方证券大厦A、B栋18楼 邮件地址:zhouwen988@163.com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10-66507082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纪检监察部门）

0755-82215576 （我分公司纪检监察部门）
监督管理部门:财政部驻深圳市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 电话：0755-88318989

深圳银监局 电话：0755-88285111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本公告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
2018年11月8日

序
号

1

2

债务人名称

深圳市豪艇房车销售有
限公司

深圳市鹏王实业有限公
司

合计

所在
地

深圳

深圳

基准日：2018年9月20日

基准日债权本金（折
合人民币金额）

16,000,000.00

22,562,193.66

38,562,193.66

基准日债权利息
（折合人民币金额）

5,009,805.80

1,185,229.36

6,195,035.16

担保方式

保证+抵押

保证+抵押+质押

当前资产状态

已判决，执行中

已诉讼，未判决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关于
深圳市豪艇房车销售有限公司等两户债权的处置公告

备注：如需了解有关本次交易债权的详细情况，请登录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对外网站www.coamc.
com.cn查询或与交易联系人接洽。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我分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我分公司可能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对
资产包内的项目和处置方案作适当调整。如有调整，调整结果将按照有关规定履行告知义务。

该债权资产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
然人，并应具备财务状况良好的条件；交易对象不得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
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或
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
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分公司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征询或异
议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

联系人：周先生、徐先生 联系电话：0755-82215573；0755-82215591
通讯地址:深圳市罗湖区建设路2016号南方证券大厦A、B栋18楼 邮件地址:zhouwen988@163.com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10-66507082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纪检监察部门）

0755-82215576 （我分公司纪检监察部门）
监督管理部门:财政部驻深圳市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 电话：0755-88318989

深圳银监局 电话：0755-88285111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本公告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
2018年11月8日

11月7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外汇
储备规模数据显示，10 月末我国外汇储
备规模为 30531 亿美元，较 9 月末下降
339亿美元，降幅为1.1%。外汇局相关人
士强调，10 月份外汇储备规模下降主要
是受到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导致外汇储备
估值变化的影响。

“这种市值波动往往只是短期因素，
并不意味着外汇储备长期购买力的变
化。”外汇局相关人士表示，我国外汇储备
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投资，不可避免地受到
市场波动影响。10 月份，国际金融市场
剧烈震荡，美元汇率上涨、全球资产价格
总体下跌。美元汇率指数从月初的95.1

升至月底的97.1，上涨了2.1%，月度涨幅
相当高。伴随美元上涨，美债下跌，10年
期美债利率从10月初的3.06%一度触及
3.21%,后回落至3.14%。

受汇率折算及资产价格估值因素影
响，10 月份外汇储备规模有所下降。外
汇局相关人士表示，我国外汇储备在投资
过程中已充分考虑各类货币和资产之间
相关性和购买力特性，通过多元化货币和
资产摆布，尽量避免短期市场波动对外汇
储备资产长期购买力的影响。

还有人担心，外汇储备规模下降是否
与我国外汇市场供求有关，是不是大家都
去换汇了？

外汇局相关人士介绍说：“个人净购
汇在10月份环比和同比均回落，比较理
性。”初步统计，10 月份银行结售汇仅有
约 30 亿美元的小额逆差，较 9 月份收窄
80%以上。虽然近期汇率波动有所增加，
但市场主体预期仍较稳定，交易行为保持
理性，外汇市场秩序正常。同时，当前我
国货物贸易维持一定规模顺差，外商直接
投资继续流入，为外汇市场供求平衡提供
了持续、稳定的资金来源。“当前，我国跨
境资金流动依然呈现双向波动、总体稳定
的发展态势，没有出现趋势性变化。”外汇
局相关人士强调。

短期因素的影响终将消退，观察我国

外汇储备数据更应看大趋势。“我国外汇储
备规模有望在波动中保持稳定。”外汇局相
关人士强调，当前全球经济金融运行面临
一些不确定性和挑战，我国在应对上具有
一些优势。横向比较，在复杂多变的国际
环境下，我国政治经济稳定的格局更加突
出，改革开放的力度凸显，巨大的市场潜力
更有吸引力，这些是我国外汇市场总体稳
定的基础。纵向比较，近年来的人民币汇
率双向浮动增强，提升了我国市场主体的
适应能力，面对外汇市场形势变化更加理
性。同时，我国在应对汇率变化上也积累
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充足的政策工具，可
以更加灵活地发挥宏观审慎调节作用。

国际市场波动致外储估值小幅下降但外汇供求基本平衡——

我国外汇储备规模有望在波动中保持稳定
本报记者 陈果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