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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主席“三把火”长期资金进场再松绑
鼓励券商入市、拟取消两融强平线、扩大QFII和RQFII投资范围

据证监会消息，证监会正在研究修订《证券公司风险控制

指标计算标准规定》，拟放宽证券公司投资成份股、ETF等权

益类证券风险资本准备计算比例，减少资本占用，进一步支持

证券公司遵循价值投资理念，加大对权益类资产的长期配置

力度。有市场分析人士称，这将放宽券商的入市资金，加大对

权益类、大蓝筹的投资范畴。

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总经理胡立峰认为，此举大大有

利于我国权益基金规模的增长，尤其是股票ETF基金规模的

增长。他认为，大力发展权益基金是服务支持股市进而服务

支持实体经济的重要举措。目前公募基金的股票基金与混合

偏股基金持有的股票市值比例还是比较小。2019 年公募基

金行业发展重要内容是多举措发展壮大股票基金。

放宽券商投资成分股、ETF的限制 鼓励资金入市

260公司预亏超2800亿
超10亿巨雷达87家
“业绩雷”歇火 A股轻装上阵

本周业绩“地雷”频频，让人防不胜

防。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A股“地雷”基本

上炸完了。因为根据沪深交易所规则，1月

31日是年报业绩变动超50%的上市公司发

布预告的截止日期。不过，这也导致周四

晚间的业绩地雷集体引爆，上百份预亏公

告刷屏，亏损20亿成了“起步价”。

本周，已有 260 家公司预亏超 1 个亿，

其中，87 家预亏超 10 亿元，35 家预亏超 20

亿元，20家预亏超30亿元。按照预亏上限

计算，上述 260 家(预亏超 1 亿)累计亏损

2815 亿元，上述 87 家(预亏超 10 亿)累计亏

损2038亿元，上述35家(预亏超20亿)累计

亏损1238亿元，上述20家(预亏超30亿)累

计亏损870亿元。

当前，A 股整体估值处于历史底部区

间，从空间上看蕴含机会，2019年“政策底”

有望传导至“市场底”“业绩底”，经过风险

大幅释放后，市场有望阶段性见底。

倚天投资叶飞认为，最近四轮牛熊来

看，上市公司甩掉包袱以后，次年业绩往往

有惊人的提升。而且上市公司会多方筹集

资金进行增持，提升中小股东的信心。“雷”

爆完了，经济周期拐点到了，“市场底”也就

来了，因为业绩干净了，外围资金会考虑加

大投入，底部慢慢形成。

业内人士认为，1月底商誉风险集中释

放过后，有望带来部分公司的业绩底，A 股

能够轻装上阵，但投资者仍要警惕商誉占

比高的个股，同时更多地将投研精力花在

专注经营、有持续成长潜力的公司上。

□ 东 方

□ 数据观市新主席的新气象！易会满主席刚上任，就重
磅政策不断，周四烧出了三把火！农历春节前夕，
中国证监会的工作依然马不停蹄。继周三晚间科
创板系列文件出台之后，周四晚间，又是多项利好
密集释放：鼓励券商买股票、取消130%的融资平
仓线、扩大QFII和RQFII投资范围。

业内人士分析，这将引导长期稳定资金入市，
加大了券商的投资力度。这三条新政，减少了卖
盘压力，增加了买盘力量，让券商能够拥有风控自
主权，加大了券商的投资杠杆和收益，对二级市场
而言，有利于增加市场流动性，提高市场活力，能
够更好地确保市场稳定。 □ 杨晓春

融资融券业务现行的130%强制平仓线拟取消，改为由证

券公司与客户自主约定最低维持担保比例。

证监会表示，为进一步优化融资融券业务机制，提升证

券公司自主管理能力，沪深交易所正在抓紧修订《融资融券

交易实施细则》，拟取消“平仓线”不得低于 130%的统一限

制，交由证券公司根据客户资信、担保品质量和公司风险承

受能力，与客户自主约定最低维持担保比例；同时，扩大担保

物范围，进一步提高客户补充担保的灵活性。此外，为满足

投资者对标的证券的多样化需求，沪深交易所正在研究扩大

标的证券范围。

两融130%“强平线”拟取消

在公布了上述两项利好之后，证监会称，正就《合格境外

机构投资者及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期货投资

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及其配套规则《关于实施〈合格境外机

构投资者及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期货投资管

理办法〉有关问题的规定(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

见。除了上述举措外，银保监会前几日也明确表示，为更好发

挥保险公司机构投资者作用，维护上市公司和资本市场稳定

健康发展，银保监会鼓励保险公司使用长久期账户资金，增持

优质上市公司股票和债券，允许专项产品通过券商资产管理

计划和信托计划，化解股票质押流动性风险。

QFII和RQFII制度迎来重大调整 监管层多措并举引入“活水”入市

在日前举行的2018年工业通信业发展情况发布会上，工

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新闻发言人闻库表示，对

于终端芯片和终端研发，芯片企业和终端企业正在紧锣密鼓

地推动，有望在今年年中出现比较好的商用终端，与全球产业

界一起努力，加快5G网络的建设进程，加大5G应用的推进力

度，争取让广大用户早日用上5G终端。

5G 和 4G 不一样，5G 将成为构建万物互联新一代信息

网络的基础设施，在这方面会有很多应用。据测算，5G 投资

额有望超过 1.2 万亿元，随着 5G 商用的临近，三大运营商的

资本开支有望提速。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预测，按照

2020 年 5G 正式商用算起，预计 2020～2025 年期间，中国

5G 发展将直接带动经济总产出 10.6 万亿元，直接创造经济

增加值 3.3 万亿元，创造直接就业岗位达 310 万个。5G 技术

的发展对国民经济的贡献较为可观。5G 商用临近，行业或

具有较为确定的投资机会。建议关注中兴通讯、烽火通信、

光迅科技、中际旭创等。 □ 海雪峰

工信部：年中5G商用终端有望面世 投资额超过1.2万亿

□ 概念题材

关于解除《场地租赁合同》的通知
安徽天娇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我司于2018年12月20日和2018年12月
26 日分别给贵司发出缴纳租金通知和催缴租
金的通知，贵司至今没有能够按照合同履行付
款义务。按照贵我双方签订的《场地租赁合
同》第十二款、第 2 条约定，贵司已违约，现我
司解除与贵司签订的城市经典商场第一、第二
层《场地租赁合同》。我司在合同解除后将按
照原合同约定进行清场，收回场地，并且保留
对贵司追究相关法律和经济责任的权利。

安徽至善至美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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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公告
宁国波思堂房地产营销服务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定予以注销，公司成立了清算
组，请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其债权。联系人：周永
波 13966172000

减资公告
安徽东森矿业科技有限公司经本公司

股东会决定：本公司注册资本从1000万
元减至200万元。债权人自即日起45日
内，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
应的担保。

安徽东森矿业科技有限公司
2019年02月01日

注销公告
五河县言行种植专业合作社（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33403223532285963）拟
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由
谢国龙、杜光芝、谢加保、吴月侠、刘华英
组成，清算组负责人谢国龙，请债权人于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公司清算组
申报债权。

注销公告
淮南市孙家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经全

体成员大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
销登记，已于2019年1月15日成立清算
组，清算组成员由唐景良、孙志航、刘庆所、
刘云贺、唐锦昌、夏永，清算组负责人为唐
景良，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
内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清算公告
铜陵青青嘉源农产品贸易有限公司因

股东决定解散的原因解散，依法应当清
算。清算组已于2019年2月1日成立，请
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
接到通知书的自本次公告之日起四十五
日内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铜陵青青嘉源农产品贸易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9年2月1日

注销公告
安徽涌泉安防科技有限公司（注册号：

340100000693511）拟向公司登记机关
申请注销登记，已于2019年1月30日成
立清算组，清算组由苏武兵、王宏组成，负
责人为苏武兵，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45日内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报废公告
丁军的车牌号为皖AD067J小型面包

车，其车辆行驶证、牌照、均己灭失，予公
告之日起灭失注销，本人保证永不上路行
驶，否则后果自负，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合肥源美财务咨询有限公司拟向公司

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已于2019年1
月17日成立清算组，清算组由丁苹苹、丁
利利组成，负责人为丁苹苹，请债权人于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公司清算组
申报债权。

撤销公告
合肥申庐建材有限公司前期在工商局

办理清算注销手续，经股东会决议要继续
经营，撤销备案通知书备案号（合）登记外
备字[2018]第3201号，特此声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和《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
条例》，安徽兴东化工有限公司特委托安徽显闰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承担年
产2000 t/a马来酸二乙酯（扩建）、500 t/a草酸二甲酯、1000t/a草酸二
乙酯、200 t/a 苯乙醚、1500 t/a 甲酸乙酯、1000t/a丙酸乙酯、200t/a乙
基丙二酸二乙酯、100 t/a 卡沙兰、100 t/a 8-溴辛酸乙酯、500 t/a 半胱
胺联产半胱胺盐酸盐和胱胺二盐酸盐、20 t/a N-（4-溴-3-氟苯基）氨基
甲酸苄酯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根据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环境影响
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要直求，现将建设项目的基本情况进行公示。

项目位于安徽东至经济开发区，主要建设年产2000 t/a马来酸二乙
酯（扩建）、500 t/a 草酸二甲酯、1000t/a 草酸二乙酯、200 t/a 苯乙醚、
1500 t/a 甲酸乙酯、1000t/a 丙酸乙酯、200t/a 乙基丙二酸二乙酯、100
t/a 卡沙兰、100 t/a 8-溴辛酸乙酯、500 t/a 半胱胺联产半胱胺盐酸盐和
胱胺二盐酸盐、20 t/a N-（4-溴-3-氟苯基）氨基甲酸苄酯项目生产线及
配套公用设施。项目于2018年9月17日经池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予以备案。项目总投资10298万元。

建设单位：安徽兴东化工有限公司
联系人：郑总 联系电话：15256643977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名称：安徽显闰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公众可通过发送信函，传真，电话等方式、发表对项目建设的意见和建

议。请公众在参与公众参与调查过程中提供准确的个人信息，包括：姓名、职
业、文化程度、家族或单位住址及联系电话，以便根据需要反馈信息。

安徽兴东化工有限公司

安徽兴东化工有限公司年产2000 t/a马来酸二乙酯（扩建）、
500 t/a草酸二甲酯、1000t/a草酸二乙酯、200 t/a 苯乙醚、
1500 t/a 甲酸乙酯、1000t/a丙酸乙酯、200t/a乙基丙二酸二
乙酯、100 t/a 卡沙兰、100 t/a 8-溴辛酸乙酯、500 t/a 半胱胺
联产半胱胺盐酸盐和胱胺二盐酸盐、20 t/a N-（4-溴-3-氟苯
基）氨基甲酸苄酯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从参与信息公示

注销公告
安徽煜熙窗饰布艺有限公司拟向公司

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已于2019年2
月1日成立清算组，清算组由丁苹苹、丁
利利组成，负责人为丁苹苹，请债权人于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公司清算组
申报债权。

注销公告
安徽群贤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340100MA2NDGG08H）经股东会
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已于2019年1月25日成立清算组，清算
组由: 齐庆伟、董菊芬、齐庆露组成，清算
组负责人为：齐庆伟。请债权人于本公告
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
权。

注销公告
合肥畅享活力教育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已于
2019年1月31日成立清算组，清算组由
何伟、汪艳、丁立组成，负责人为何伟，请
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 宋 相 如 购 买 保 利 香 槟 国 际
16-26-10794 车 位 号 。 收 据 号
00141913，尾款收据金额103000元丢
失，声明作废。
●婴儿姓名杨妙涵，出生医学证明遗
失，原证编号：O341124622，声明作废。
●婴儿姓名陈逸哲，出生医学证明遗
失，原证编号：P340694124，声明作废。
●婴儿姓名李欣怡，出生医学证明遗失，
原证编号：Q340411321，声明作废。
●母亲：常丹丹，之女李梦楠，出生医学证
明遗失，证号：I340741883，声明作废。
●父亲：邑标，母亲：徐影，之子邑成俊，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遗 失 ，证 号 ：
P340423096，声明作废。
●安徽省农夫子土特产有限责任公司
储东法人章遗失，声明作废。
●安徽盖尔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司冯
孝军法人章遗失，声明作废。
●王鹏森，黄信梅，桃园里15栋2单元
801 室，购房收据遗失，编号 0004075
金额 50000 元；编号 0004499，金额
191685元。现声明作废。
●婴儿姓名张欣悦，出生医学证明遗
失，原证编号：L340382961，声明作废。
●合肥梓莫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公章、法
人章（王丽娟）、财务章遗失声明作废。

招 聘 信 息
本公司常年招聘煤矿井下、化工、机电、驾驶

员及行政事业单位等相关岗位人员。

1、报名网址 :

http://www.dclwgs.com

2、微信公号:dclwgs

3、报名邮箱:304636538@qq.com

4、报名电话:0554-2381621

5、公司地址：淮南东辰集团伯乐公司(望峰岗镇物

流大市场对面原东煤矿业公司院内主楼一楼)。

淮南东辰集团伯乐公司

（原东辰劳务公司）

二0一九年一月三十日

招 聘
全国连锁合肥养老社区：登记员（上午

半天班：2000元），旅游接待服务4000~
6000元/月，管理6000~30000元/月，
双休，本地人（28一5O岁）女性，高中。

程总: 138 6619 7738

注销公告
芜湖义洋道路工程有限公司拟向公司

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王麟俊、吴华芳
为公司清算组成员，王麟俊为公司清算组
负责人，请债权人于本公告之日起45日
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人：王
麟俊电话：15155379503公司地址：安
徽省芜湖市镜湖区阳光绿苑1#、2#楼
01A清算组地址：安徽省芜湖市镜湖区阳
光绿苑1#、2#楼01A

●西津街道办事处大村村第九村民组
遗失安徽宁国农村合作银行凤形分理
处 银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J3774000660001，声明作废。
●西津街道办事处罗溪村罗田一组遗
失安徽宁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凤形分理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3774000639301，声明作废。
●父亲：李鑫，母亲：韩文文，婴儿李子
珺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遗 失 ，编 号 ：
R340366424声明作废。
●合肥安享电器安装服务有限公司原
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阜阳市现代物流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财务专用章和法人印鉴章各一枚，声明
作废。
● 遗 失 侯 丽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证 号:
O340020808，现声明作废。
●阜南县铭洋商贸有限公司（芯片）财
务专用章遗失，声明作废。
●彭向岭车牌号:豫A7NJ61 交强险保单
遗失号：QJBB1901704260，声明作废。
●界首市鸿顺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皖
K13620 商业险保单丢失，保单印刷
号：34001800533419声明作废。
●刘文静，王卫涛，桃源里 7-1-1701
购 房 收 据 遗 失 。 编 号 0005094，
181220元；0005034,5万元整，现声明
作废。
●马莉、王坤桃源里202-1401购房收
据丢失，编号 000522，172108 元；，编
号0003385，5万元整。现声明作废。
●遗失韩俊宇出生医学证明，证号:
T340195058，现声明作废。

●宁国市昌鸿耐磨材料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34188178309628x9，现声明作废。
●懒金春，购置佳源都市小区佳源广场3幢商142室购房收据遗
失，编号0001669，金额754117元，声明作废。
●安徽宝足林商务休闲管理有限公司公章、财务章、发票章、法人
印鉴章（李玲玲），声明作废。
●苏州通益电梯工程有限公司阜阳分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2005872246862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