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银保监会出台银行理财子公司净资本管理办法

净资本不得低于5亿元
12月首个交易日

沪深股指以红盘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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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理财通

10万元模拟操作（12月3日）

遗失声明

咨询热线：0756-2611111

收费标准：标题100元，内容6元/字；
个人证件：100元/证（50字内）。

遗失声明
珠海新粤通物流有限公

司遗失以下车辆道路运输
证，粤C81316、粤 C25573、
证件号为：440400004362、
002445384声明作废。

通 告
因拆除天桥支架施工需要，现决定于 2019

年 12 月 5 日至 12 月 19 日，封闭长隆大道（轻轨长

隆站路段）两条机动车道。

特此通告。

珠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19年12月2日

新华社北京12月2日
电 为加强对商业银行理财
子公司的监督管理，银保监
会2日对外发布《商业银行
理财子公司净资本管理办法
（试行）》，自2020年 3月 1
日起施行。

根据办法，理财子公司
净资本管理应当符合两方面
标准：一是净资本不得低于
5亿元人民币，且不得低于
净资产的40%；二是净资本
不得低于风险资本，确保理

财子公司保持足够的净资本
水平。

为落实主体责任，办法
规定，理财子公司董事会应
当承担本公司净资本管理的
最终责任，高级管理层负责
组织实施净资本管理工作。
理财子公司应当定期报送净
资本监管报表，并对相关报
表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负责。对于不符合净资本管
理要求的理财子公司，银行
业监督管理机构可以根据法

律法规采取相关监管措施。
银保监会表示，通过净

资本管理约束，有助于引导
理财子公司树立审慎经营理
念，坚持业务发展与自身经
营管理能力相匹配，避免业
务盲目扩张。同时，也有助
于确保同类资管机构公平竞
争，防范监管套利，促进我国
资管行业健康有序发展。下
一步，银保监会将持续做好
配套制度建设，不断完善理
财业务监管框架。

据新华社北京 12月 2
日电 国家发展改革委2日
发布消息，根据近期国际
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按照
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
制，自2019年 12月 2日24
时起，国内汽油、柴油价格
每吨分别提高 55 元和 50
元。

本次调价折合汽油和柴
油价格每升上调约4分。国

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说，中
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三大公
司要组织好成品油生产和调
运，确保市场稳定供应，严格
执行国家价格政策。各地相
关部门要加大市场监督检查
力度，严厉查处不执行国家
价格政策的行为，维护正常
市场秩序。消费者可通过
12315平台举报价格违法行
为。

这位负责人表示，正密
切跟踪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
运行情况，结合国内外石油
市场形势变化，进一步予以
研究完善。

本轮成品油调价周期
内，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小幅
上涨。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
中心预计，当前全球原油供
应充足，短期内国际油价将
维持区间震荡走势。

汽油、柴油价格小幅上调
每升上调约4分

据新华社东京 12月 2
日电 日本松下电器公司日
前宣布退出半导体业务，将
旗下相关工厂、设施及股份
转让给台湾企业新唐科技。
各界普遍认为，松下此举是
近年日本半导体厂商调整和
重组进程的重大事件，也折
射出日本半导体产业的变
迁。

上世纪80年代，经过战
后高速发展，日本半导体产
业 出 口 竞 争 力 大 增 ，以
DRAM芯片为代表的半导
体产品在世界市场占有率达
五成以上。上世纪80年代
可谓日本半导体产业的巅峰
时代，松下则是那个时代的
芯片制造巨头。

表面来看，松下的退出
是因为半导体业务长期亏
损。实际上，松下半导体业
务下滑有着更深刻的时代背
景。

上世纪80年代，日本半
导体的高市场占有率招致日
美半导体摩擦。通过1986
年签订的《美日半导体协
定》，美国要求日本政府一方
面限制倾销，另一方面鼓励
日本国内用户采用外国产

品。1991年，美国又通过签
订第二轮协定，要求外国产
品在日本市场的份额必须达
到20%，强行增加美国对日
出口。

此外，美国还强行阻止
日本出口。1987年，美国认
为日本未能主动限制倾销，
以美国所谓“301条款”为依
据，挥舞关税大棒强行阻止
日本产品输美，对日本产电
脑、彩色电视机等课以高关
税。可以说，日美贸易战是
日本半导体产业走下坡路的
开始。

此外，日本厂商的半导
体业务大多是作为电器制造
商的一个部门成长起来的，
因此其半导体产品具有面向
家电、小批量、多品种的特
点。这种特点导致了厂商独
自研发、成本巨大、重复投资
的低效局面。上世纪80年
代之后，日本半导体研发力
量和资金投入没有得到高效
整合，半导体产品逐渐丧失
价格优势，市场份额不断萎
缩，公司盈利能力随之下降。

松下的退出确实令日本
芯片产业在国际市场的存在
感进一步下降，但日本企业

中还有索尼可圈可点。
8年前，索尼因电视业

务下滑经营不振，2014年卖
掉了个人电脑业务，开始投
资于图像传感器芯片。这
一战略转型的成功令索尼
重获增长动能，2018财年营
业利润率达10%。近些年，
索尼正在这一领域投入更
多资源，扩大技术和产能优
势。

此外，如果从更广的意
义上来看半导体产业，日本
虽然在高投资高风险的芯片
产业上优势不再，但在投资
收益相对稳定的半导体设备
和半导体材料领域却牢牢把
握主动。有评论认为，日本
已从芯片大国转型为半导体
设备和材料供应大国。

松下退出半导体业务
折射日本半导体产业变迁

据新华社上海 12 月 2 日
电 12月首个交易日，沪深股指
虽冲高回落，但整体以红盘报
收。

当日，上证综指以2874.45
点开盘，全天窄幅震荡盘整，最
终收报2875.81点，较前一交易
日涨3.83点，涨幅为0.13%。

深证成指收报9605.19点，
涨23.03点，涨幅为0.24%。

创业板指数涨 0.28%至
1669.54 点 ；中 小 板 指 数 涨
0.18%至6107.52点。

沪深两市个股涨跌数量基
本相当，上涨品种逾1700只，
下跌品种逾1800只。不计算
ST个股，两市约 30只个股涨
停。

科创板方面，当日安恒信
息涨幅最大，上涨3.74%；微芯
生物跌幅最大，下跌10.11%。

板块概念方面，住宿餐饮、
手势识别、全息概念涨幅居前，
涨幅均在2%以上；抗癌药物、
养老产业、医用耗材跌幅居前，
跌幅逾1%。

今天大盘继续在年线附近
弱势震荡，日线收出阳十字星，
猪肉股和芯片股成为弱市的亮
点，尤其是芯片股，有 5 只个股
涨停。其中，闻泰科技、北京君
正、韦尔股份等因收购相关公司
变成细分领域龙头后，股价一直
维持在上升通道中，不因大盘的
震荡而改变趋势。

国家大基金二期于今年10
月22日注册成立。近2000亿元
的注册资本，两倍于一期，超出
此前市场预期。国家大基金二
期的推出，表明了中国造好芯片
的态度和决心，这对芯片概念股
是一个长期利好。在国家大基

金二期投向上，业内人士认为，
除继续支持制造环节外，将重点
投向设备材料、下游应用等领
域。

在此之前，国家大基金一期
投资了 20 多家上市公司。比
如，设计领域投资了兆易创新、
纳思达、国科微、景嘉微、汇顶科
技等；纯晶圆代工领域投资了两
家港股公司，即中芯国际和华虹
半导体；封装测试领域投资了长
电科技、华天科技、通富微电、晶
方科技、太极实业等；设备材料
领域投资了中微公司、安集科
技、万业企业、北方华创、长川科
技等。

有国家大基金的支持，芯片
股的长期向好趋势不会变。

2019.12.2（营长）
（本版文章不构成投资建

议，据此入市风险自担。）

芯片股弱市逞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