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球大豆定价体系生变

“中国价格”借势崛起

中国大豆年进口量约1亿吨，占全球大豆贸易量的六成。 近年来，中

国向巴西等国大量进口，尝到了“甜头”的南美国家正不断扩大种植面

积。 全球大豆供应格局的改变影响了全球大豆定价体系。 新一轮的博

弈中，“中国价格” 争取获得更大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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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车亮 摄影

图为中国财富传媒集团董事长、中国证券报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葛玮（右一）与获得“

2018

五大金牛

研究团队奖”嘉宾合影留念。 本报记者 车亮 摄

■ 中证论衡

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年内资金面将保持平稳

□本报记者 彭扬

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表

示，预计未来一段时间，国内流动性依然

会处于较为平衡状态；年内降准的可能性

较小，明年1月定向降准的可能性较大，预

计降准幅度在1个百分点左右； 仍需不断

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实现信用扩张。

当前流动性合理充裕

新时代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潘向东表

示， 当前流动性投放继续通过降准、PSL

（抵押补充贷款）、MLF （中期借贷便

利）等工具增加中长期流动性供应，保持

流动性合理充裕。 10月15日实施的定向

降准释放了大约7500亿元流动性。 11月5

日央行开展MLF操作4035亿元， 对冲到

期MLF。 当下流动性合理充裕，隔夜银行

间质押式回购利率维持在2%左右，延续9

月以来下行态势。

“目前货币市场流动性较为充足。今

年以来，银行间拆借利率明显下降。 预计

未来一段时间，国内流动性依然会处于较

为平衡状态。 ” 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

投资研究室主任张明说。

对于未来流动性走势， 兴业研究高

级分析师郭于玮表示， 跨年和汇率走势

是影响未来一个阶段流动性的重要因

素。 一方面，随着跨年、跨春节时点临近，

金融机构加大了资金备付力度，3个月资

金利率自10月下旬开始波动上行； 另一

方面， 尽管经济下行压力要求流动性边

际放松， 但汇率走势可能制约流动性放

松的力度。

在潘向东看来，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增

加，货币政策重心偏向稳增长，如果企业

融资困难不能实质性缓解，经济下行压力

持续存在，货币政策将继续着力于保持流

动性合理充裕。

明年初可能降准

央行日前发布的第三季度货币政策

执行报告显示， 央行对货币市场期限利

差的关注度上升。 郭于玮表示，目前货币

市场7天到3个月利率曲线已相对 “平

坦” ，但3个月到1年利率曲线偏陡峭。 造

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市场利率预期

不稳定， 且净稳定资金比例等流动性监

管指标增加了商业银行对中长期资金的

需求。

郭于玮认为， 未来公开市场操作将

着重从三方面推进： 一是增加跨年资金

投放力度，保障资金面平稳跨年；二是继

续加大中长期流动性投放力度， 优化银

行体系流动性期限结构； 三是稳定利率

预期， 使市场预期流动性合理充裕的局

面延续。“央行料同时将降准和公开市场

操作搭配使用。 ” 张明表示，降准就是向

市场刚性提供流动性，但市场流动性会有

时多、有时少，需要靠定期公开市场操作

补充。

潘向东表示，从量上看，企业融资比

较困难，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央行可能继

续通过降准、 再贷款再贴现、PSL、MLF、

OMO（公开市场操作）维持流动性合理

充裕。 鉴于降准的货币宽松意义比较强

烈， 年内可能以再贷款、 再贴现、PSL、

MLF、OMO等工具为主，明年1月存在定

向降准可能性，降准幅度在1个百分点左

右。 “当然，央行可能在年内就宣布明年

初降准，这样可以更有效地引导四季度金

融机构把资金投向中小微企业、 民营企

业、创新型企业，以便使金融机构自身符

合定向降准条件。 ” 潘向东说。 （下转

A02版）

第9届中国证券业分析师金牛奖揭晓

□本报记者 王朱莹

由中国证券报社举办的 “第9届中国证券业分析师金

牛奖”评选结果揭晓，来自23家证券公司的92位分析师及5

个券商团队获奖。 颁奖典礼于11月15日在四川成都隆重举

行， 代表业内顶尖水平的获奖分析师、 团队负责人齐聚一

堂，共同探讨新形势下如何发掘资本市场新价值。

本届评选活动契合行业实际情况，创新推出“2018最

具价值金牛分析师”“2018最佳行业金牛分析师” 两份榜

单，为证券分析师行业的评价和发展注入新动力。今年的评

选规则采取“量化评价为主，专家评价为辅” 的科学评价方

法，先通过“以金牛选金牛”模式，由获得“金牛奖” 的资产

管理机构和基金经理以专业视角确定初选名单， 再通过

“量化分析” 的评价标准遴选处于行业研究尖端水平的证

券分析师和研究机构。

19家券商的50位分析师捧回“2018最具价值金牛分析

师奖” ，16家券商的61位分析师荣获“2018最佳行业金牛分

析师奖” ，国泰君安证券、海通证券、广发证券、天风证券和

兴业证券荣获“2018五大金牛研究团队奖” 。

从2010年开始举办至今，“中国证券业金牛分析师”

评选活动已成功举办9届。 多年来，金牛奖倡导的“以金牛

选金牛” 这一高端、专业、权威的评选理念逐渐深入人心,

甄选标准和评选操作更加成熟、严格。“金牛分析师”的含

金量通过了证券市场检验， 获得了业界广泛肯定与充分认

可。“金牛”品牌回归价值发现本源，严格恪守公开、公平、

公正原则， 对证券业研究水平的提高及资本市场的健康发

展产生了积极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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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中国股权投资金牛奖出炉

□本报记者 刘宗根 许晓

11月17日，由中国财富传媒集团指

导，中国证券报、中国财富研究院联合主

办的“2018中国股权投资高峰论坛暨第

二届中国股权投资金牛奖颁奖典礼” 在

广东佛山举行， 获奖名单在颁奖典礼上

揭晓。

当前， 中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正

在提速，新技术、新产业正在兴起。 代

表“新经济” 的股权投资行业以特有

的股权安排和激励机制，实现资本、技

术、 人才和管理等创新要素与企业有

效结合， 成为驱动创新发展的重要力

量。 但在国内外复杂环境影响下，股权

投资行业遭遇融资难、退出难等问题，

投资机构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 股权

投资行业需要持续的价值引领和权

威、有公信力评价体系，中国股权投资

金牛奖应运而生。

为提倡价值投资、长期投资，第二

届中国股权投资金牛奖组委会在业内

首次设立三年期奖项。经过严格评选，

深创投、红杉中国、基石资本等机构摘

得“三年期金牛创业投资持续优胜机

构” 大奖。 中信产业基金、高瓴资本、

淡马锡等机构摘得“三年期金牛私募

股权投资持续优胜机构” 大奖。 上述

机构成为名副其实的“长跑选手” 。

与三年期相对应的是年度奖项。 真

格基金、中科创星等机构摘得“金牛早

期投资机构”大奖。同创伟业、粤科金融

等机构摘得 “金牛创业投资机构” 大

奖。平安资本、远洋资本等机构摘得“金

牛私募股权投资机构”大奖。海通开元、

中金资本等机构摘得“金牛券商股权投

资机构”大奖。全国社保基金、平安养老

保险等机构摘得“最受股权投资机构欢

迎LP” 大奖。 国投创合国家新兴产业创

业投资引导基金、深圳市引导基金等机

构摘得“金牛产业引导基金”大奖。

除综合机构奖项外， 多家机构获得

了行业单项奖。“金牛医疗健康领域投

资机构”“金牛消费生活领域投资机构”

“金牛大数据和人工智能领域投资机

构”“金牛高端制造领域投资机构”“金

牛互联网和移动互联领域投资机构”五

大热门领域大奖花落约20家投资机构。

延续第一届评选思路，本届评选依

旧对案例奖项倾注不少关注。以联想创

投集团为例， 凭借对寒武纪的投资，其

一举将“金牛最佳创新案例” 大奖收入

囊中。整体来看，“金牛最佳创新案例”

“金牛最佳并购案例”“金牛最佳IPO

案例”“金牛最佳退出案例” 大奖的获

奖机构合计约20家。

本届评选予以重点关注还有社会

责任，首度推出“金牛社会责任投资机

构” 大奖，这反映了业界发展新趋势，

同时表达了对承担社会责任、开展责任

投资理念的支持与倡导。 高瓴资本、淡

马锡、弘毅投资凭借其在社会责任投资

领域的优异表现获此殊荣。

此外，第二届中国股权投资金牛奖

特设多项人物类奖项，以表彰在投资领

域做出突出贡献的精英。 深创投孙东

升、基石资本张维、盛世投资姜明明等

投资人获得 “金牛股权投资精英” 殊

荣，“金牛券商股权投资精英” 则花落

海通开元张向阳、广发信德肖雪生等。

值得注意的是， 去年不少表现优

异的机构今年再次获奖，红杉中国、基

石资本、 海通开元等机构继续以优异

成绩引领行业， 这证明了第一届中国

股权投资金牛奖评选的眼光。 （下转

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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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四家公司高管离职

房企步入转型阵痛期

过去一周，融信中国、正荣地产、旭辉集团、俊发集团出现高管离职。房地产

市场拐点已至，房企在销售压力之下走马换将实属无奈之举。战略收缩、开源节

流成为一些房企的当务之急。

A06A03

转稳迹象显现

港股震荡格局料延续

香港恒生指数上周触底回升，周初回落至25000点后强劲反弹，后半周重

上26000点，走势显示中期跌浪已有转稳迹象。不过，50日均线持续下移，仍制

约大市向上，区间震荡格局料延续。

本报价格变动启事

鉴于近期新闻纸价格持续上涨及本报版面增

加，本报社决定，对《中国证券报》2019 年定价做如

下调整：

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中国证券报》全年征订

价由 480 元 / 份调至 600 元 / 份；《中国证券报周末

版》全年征订价由 96 元 / 份调至 150 元 / 份；《中国

证券报》 周一至周六零售价格由 2.00 元 / 份调至

4.00 元 / 份。

敬请广大读者给予理解， 并欢迎对发行市场秩序

予以监督。

中国证券报有限责任公司

2449点以来三线轮动

年末行情纵深演绎

Wind数据显示，自10月19日沪指创出2449点低点以来，创投概念

板块、 最小市值指数、 券商板块累计涨幅分别为82.24%、34.05%、

30.8%，在概念板块累计涨幅排行中位居前列。 分析人士指出，在上述三

个板块轮番上涨带动下，其他板块有望迎来温和修复，年末行情将逐步纵

深演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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