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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客户办理幸福分期信用卡，
可享分期专属权益

1.通过该卡办理e分期，尊享分

期额度，限时年手续费率仅3%

2.分期付款期限最长5年

3.分期付款业务提前还款免收

违约金
*详询宜兴工行各网点

广告

建行推出四款代发工资客户专享个人存款产品，资金
智能化管理，让您收益最大化，操作最简化。

产品品种 期限品种 央行基准上浮 最高可执行利率

薪享通优享版

薪享通尊享版

1年 40％ 2.10％

1.755％30％
（7天通知上浮）

通知存款一户通

专属权益，灵活支用； 定期收益，1元起签；
最高可享1.755％年利率，比普通活期高近6倍。

专属一户通
存放金额

尊享版年收益
（元）

活期年收益
（元）

可多得收入
（元）

10万 1755 300 1455

14550300017550100万

500万 87750 15000 72750

宜兴建设银行各网点均可办理
广告

现根据国家和江苏省有关环保法规及规

定，在江苏环保公众网（http://www.jshbgz.

cn/）向公众进行“宜兴市新材料产业园规划”环

境影响评价项目信息公开，公众可通过查看公

示信息，填写环境保护公众参与调查表，向规划

实施单位宜兴市新材料产业园管理办公室或环

评单位南京大学环境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公司

反馈环保相关意见或建议，联系人：接工，联系

邮箱：xtjie@njuae.cn。

宜兴市新材料产业园管理办公室

2020年7月6日

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告

● 宜兴日报；
● 宜兴新闻、紫砂、生活、影视四个

电视频道；
● FM96.1宜兴交通台；
● 宜兴发布、宜兴日报、阳羡茶馆

微信公众号；
● 宜兴发布、i宜兴客户端；
● 宜兴融媒—宜兴新闻、

醉宜兴抖音号；
● 宜兴网、陶都传媒网；
● 户外路名牌、阅报栏。

宜兴市融媒体中心
旗下媒体平台

新华社北京7月6日电（记者
刘 慧 潘 清）近日的A股市场火
了。7月6日，在券商、保险、银行
等板块的带动下，上证综指一路
狂飙，深证成指、创业板指数也纷
纷走强，同样收获不俗涨幅。截
至当日收盘，上证综指站上3300
点大关，日涨幅超过5.7％；深证
成指、创业板指数分别涨超4.0％
和2.7％。

值得关注的是，当日沪深两市
交易额达到1.5万亿元，这已经是
沪深两市交易额连续第3日突破万
亿元大关。盘中富时中国A50指
数期货涨幅一度扩大至近7％。

业内人士分析，新冠肺炎疫
情背景下，A股市场表现出较强的
韧性和良好的性价比，从而吸引
各路资金纷纷入场，成为近期A
股放量走升的重要原因。那么，
到底有哪些“买家”因素为A股提
供了强大的动能？

作为外资投资A股的“风向
标”，沪深港通北向资金近期呈现

“跑步”入场态势。市场数据显
示，6日北向资金净买额超过136
亿元，而此前的两个交易日北向
资金的流入规模分别突破了171

亿元和131亿元。这3日流入规
模在近半年市场中均处于高位。

实际上，北向资金的持续流
入早已成为A股市场的常态。根
据广发证券的统计，沪深港通北
向资金6月净流入527亿元，较上
月猛增75％。上半年北向资金累
计净流入达1182亿元，较上年同
期增加约23％。

不少业内人士认为，公募基
金也是不可忽视的资金增量来
源。今年公募基金等机构投资者

取得了不错的“收益成绩单”，在
赚钱效应的带动下，上半年国内
公募基金市场新发产品规模迈过
万亿元大关。其中，权益类基金
成为助力新发基金规模扩张的最
强推动力，占全部新发基金规模
的67％。

有市场机构测算发现，今年5
月和6月的偏股基金新发1824亿
元，考虑到基金仓位、陆续建仓等
因素，预计7月、8月的有效资金流
入为400亿元、300亿元。

随着市场情绪启动的，还有
普通投资者加速入市的步伐。多
家券商的开户数据显示，6月、7月
的日均股票账户开户数量环比增
长超过三成，上半年开户数同比
也出现猛增。

在6日交易量不断放大的过
程中，不少投资者涌入股票交易
软件，甚至造成了交易 App 卡
顿。有投资者反映，当日上午多
家券商交易App一度无法登录或
者银证转账卡顿，或无法显示盈
亏持仓等数据，足见投资者的交
易热情。

在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
家杨德龙等专家看来，去年以来，
科创板、创业板、新三板等市场改
革的步伐加速，为投资者带来了
更多的投资机遇，也成为近期A
股放量走高、部分板块走强的重
要驱动力。

海通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荀
玉根认为，受疫情影响，上半年全
球各主要股指均出现较大幅度的
震荡。相比之下，A股上半年整体
平稳，投资价值凸显，散户、公募、
外资、险资、产业资本等资金入市
脚步加快。

A股持续放量上行
积极“动能”来自何方？

7月 6日，正值良渚古城遗址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一周
年。中国人民银行于当天发行世界遗产（良渚古城遗址）金银
纪念币一套，首发仪式在浙江良渚古城遗址公园举行。

图为首发仪式现场展示的纪念币。
（新华社记者 殷晓圣 摄）

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
杨德龙表示，在低利率、流动性充
裕、居民金融资产配置不断上升的
大背景下，公募基金发行火爆背后
是居民储蓄向资本市场转移的加
快。

中金公司近日发布的一项研
究报告指出，中国居民家庭资产
自改革开放开始逐步累积，配置
主力从满足生活基本需求起步，
到通过购买各类家庭耐用消费品
提高生活水平，再到购买不动产、

乘用车等“昂贵”的固定资产，目
前可能正在进入金融资产配置加
速的拐点。

中金公司首席策略师王汉锋
认为，随着资本市场不断“升级”，
居民可以配置的金融产品增多，也
有意愿进行多元化资产配置。

而公募基金作为普通投资者
参与资本市场、增加金融资产配置
的重要渠道，的确也在得到越来越
多的关注。

（新华社记者 刘 慧 潘 清）

公募基金受热捧
半年规模过万亿元释放什么信号

世界遗产（良渚古城遗址）
金银纪念币首发

上半年，中国公募基金市场新发产品规模迈过万亿元大关。在市场热
度不断攀升的同时，“爆款”基金“吸金”能力凸显。万亿元背后释放了哪些
信号？“爆款”基金该不该追呢？

新发基金半年破万亿元背后发生了什么？

市场数据显示，截至6月末，今
年以来已成立超680只新发公募基
金产品，合计募集规模超过1.06万
亿元。

在我国公募基金20多年的发
展史上，仅有2015年和2019年的
新基金发行规模突破万亿元，分别
达到1.33万亿元、1.43万亿元。

在诸多业内人士看来，新发基
金规模在2020年仅用半年时间就
迈过万亿元大关，意味着今年全年
发行规模有望刷新2019年的纪录。

值得关注的是，权益类基金成
为助力新发基金规模扩张的最强推
动力。从新发基金类型看，上半年
股票型和混合型基金募集规模分别
超过1700亿元和5400亿元，权益

类基金发行总规模突破7100亿元，
占全部新发基金规模的67％。

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总经
理胡立峰认为，上半年公募基金发
行火爆背后是其赚钱效应的凸
显。2018年4季度以来，公募基金
投研能力得到充分体现，尤其是权
益类产品业绩出现明显增长。许
多投资者发现“炒股不如买基金”，
赚钱效应带动下，更多投资者对公
募基金产品投入“真金白银”。

上海澜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总经理王香奇说：“公募基金管理
资产规模快速跃升的背后，中国
资本市场正在逐步改变其‘散户
为主’的特征，‘机构投资者时代’
加速到来。”

面对“爆款”仍需“冷静”心态

在基金市场火热的上半年，
发售当日结束募集的“日光基”频
频出现，“爆款”基金成为许多投

资者追随的焦点。
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出现了

11只超百亿元规模的新发基金产

品，规模合计超 1700 亿元。其
中，8只为主动权益类基金，还有
1只为指数型基金。更令人印象
深刻的是，4 只百亿元基金实现

“一日售罄”，展现了强大的“吸
金”能力。

业内人士分析，市场热度的提
高、明星基金经理的加持和销售渠
道的优势等原因造就了这些“爆
款”基金。更重要的是，“爆款”基
金倾向于紧密跟随上半年的科技、
消费等市场热点，契合了投资者的
关注焦点。

但在胡立峰等专家看来，“爆

款”基金的火热需要更多冷静的
思考。

“‘爆款’基金频现实际上暴露
了基金销售领域还存在不成熟的
问题。”胡立峰坦言，新发基金规模
应适度适中，成立之后接受市场检
验。投资者最好在了解其明确的
风险收益特征后，通过分期分批或
者定期定额等投资方式逐步加大
投资力度。

他认为，不少追捧“爆款”基金
的投资者往往期望值很高，但市场
没有“常胜将军”，投资者务必保持
冷静的心理预期。

火爆的基金市场透露出哪些信号？

新华社大连7月6日电（记
者郭 翔）6日，聚丙烯、线型低密
度聚乙烯和聚氯乙烯期权同时
在大连商品交易所挂牌上市。
这三个化工品期权的上市将有
利于提升我国石化企业风险管
理能力和支持石化产业健康稳
定发展。

据了解，聚丙烯、线型低密
度聚乙烯和聚氯乙烯是重要的
塑料化工产品，我国是这三种产
品的主要生产国和消费国。

据介绍，今年以来，化工原
料和下游产品价格波动加剧，企
业稳定经营面临严峻挑战，利用

衍生品市场加强风险管理的需
求更加紧迫。

大连商品交易所近年来加
快石化衍生品创新步伐，推出商
品互换、基差交易、标准仓单交
易等期现结合业务，实现石油炼
化、化工原料、合成树脂上中下
游的全覆盖，基本形成期货期
权、场内场外协同推进石化产业
发展的格局。

截至目前，大连商品交易所
已有20个期货产品、7个期权产
品，覆盖了农业、化工、黑色、能
源四大板块的期货、期权和互换
交易。

大连商品交易所：

三个化工品期权同日上市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吴 雨）
记者近日从中国人民银行获悉，
人民银行日前会同国家发展改
革委、证监会联合发布相关通
知，针对发行人恶意逃废债、债
券募集文件薄弱、市场化违约处
置机制不健全等若干问题统一
解决方向，推动债券市场违约处
置向市场化、法治化迈进。

近日，人民银行、国家发展
改革委、证监会联合发布了关于
公司信用类债券违约处置有关
事宜的通知。通知围绕构建统
一的债券违约制度框架，对债券
违约处置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受
托管理人制度和债券持有人会
议的功能作用，发行人、债券持
有人及各类中介机构的职责义

务和权利进行规范。
通知明确，债券违约处置

应同时坚持底线思维以及市场
化、法治化原则，各方尽职原则
和平等自愿原则，要充分发挥
受托管理人及债券持有人在债
券违约处置中的核心作用，强
化发行人契约精神，加大投资
者保护力度，丰富多元化的债
券违约处置机制，严格中介机
构履职，加大债券市场统一执
法力度。

人民银行表示，下一步，将
继续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证监
会，在公司信用类债券部际协调
机制框架下，加快完善市场化、
法治化的债券违约处置机制，促
进债券市场长远健康发展。

三部门联合发文
加快完善债券违约处置机制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