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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速递

亨通光电中期
拟10股转增20股

亨通光电（600487）周二晚间
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崔根良提议，2015年半年度不进行
现金分红、不送股，以截至2015年
6月30日公司的总股本4.14亿股
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
每10股转增20股。

公司董事会成员钱建林、崔根
良、高安敏、沈明权、吴如其、尹纪成
等6名董事经过讨论，承诺在公司
董事会审议上述利润分配相关议案
时投赞成票。 （据全景网）

新华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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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属个人观点，仅供参考。投资者据此入市，风险自担。

日前，备受社会关注的《基本养
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办法》已结束公
开征求意见，预计将有两万多亿资金

“整装待发”进入投资运营。
养老保险基金是群众的养命钱，

实现安全高效的保值增值对每个人
都具重要意义。记者就公众关心的
焦点问题采访了相关部门和专家。

焦点一：
养老金投资就是“炒股”？

办法虽然给出了20多条养老金
投资路径，但是“股市”两字还是受到
了格外的关注，尤其是在近来股市波
动较大的情况下，公众最担心的莫过
于养老金“炒股”的安全问题。

上海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主
任马力说，办法明确规定了投资股
票、股票基金、混合基金、股票型养老
金产品的比例合计不得高于基金资
产净值的30％，意味着养老保险基
金投资股票类产品的比例须控制在
30％以下，目的也是合理控制投资
风险。

由于办法出台时恰逢国内股市经
历大跌行情，不少公众担心此时养老
金入市是否是政府的托市救市之举。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首席
市场执行官高松凡说，相对于股市数
十万亿的资金量，养老金6000亿左
右的入市规模影响不大。“养老金不
是用来救市、托市的，它没有救市的
功能，也起不到这样的作用。”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副院长白重恩
说：“公众对于养老金市场化运营存在
误解，投资并不是简单的‘炒股’，而是
通过多元化的资产配置，抗击通胀保
值增值，通过委托专业机构并辅以专
业化监管来保障资金安全。”

多年来，只能存银行、买国债的
养老基金在保障了“安全”的同时，却
因常年跑输CPI而“隐形贬值”。西
南政法大学劳动与社会保障法教授
熊晖说，保障安全固然重要，但是在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人口老龄化的
挑战越来越严峻的背景下，实现基金
的保值增值同样重要。

马力说，基金从地方逐级归集起
来需要有个时间过程，不可能很快达
到投资比例的上限，且会有个逐步试

水的过程。而且，从企业年金十年投
资情况看，配置股票类产品的比例也
从未达到政策允许30％的上限，风险
得到较好的控制。同时，即便养老基
金投资运营会对股市产生一定影响，
这种影响也是平缓和循序渐进的。

焦点二：
养老金入市会“收割散户”？

针对养老金入市，还有不少人质
疑其是否会在股市中“收割散户”。
高松凡指出，养老金的入市初衷既不
是为了当股市里的炮灰，也不是为了
赚散户的钱。

高松凡说，在实际运营中，进入
股市的基金规模和时点不是由政府
来直接操作的，而是由授权受托的市
场机构来具体运作，而证券市场对投
资有着严格的规定，养老金投资绝不
会成为“收割散户”的“资本大鳄”。

“将养老金投资和散户完全对立
起来是不对的。”熊晖指出，养老基金
是关系到每一个民众的养老钱，取之
于民，用之于民，其中自然也包括股
市中的散户们，通过稳健的投资操作
实现养老金的保值增值能让所有公
众受益。

新加坡国立大学金融学研究员
文华认为，从国外的经验来看，更多
的机构投资者入市对于改善市场投

资风格，稳定市场情绪都有着积极的
意义。养老金入市不仅将降低资本
市场整体风险偏好，而且投资风格和
取向也将多元化。上市公司不再仅
仅迎合风险偏好型投资者的诉求而
一味地做高股价，也要加强分红来迎
合机构投资者的要求，这样长线业绩
就成为共同追求的目标，这是稳定资
本市场的重要力量，对于广大散户而
言也是重大利好。

焦点三：
养老金投资还有哪些方向？

除了股市以外，养老金还有很多
投资渠道。马力说，养老保险基金是
群众的养命钱，最主要的考虑就是保
证基金的绝对安全，不能让老百姓的
养命钱出现重大风险。

办法明确养老金限于境内投资，
主要包括三大类产品，即银行存款类
产品、债券类产品、股票和基金类产
品。在各类产品的投资比例上，管理
办法都有严格的限制。总的原则是风
险低的比例较高，风险高的比例较低。

马力说，养老金运营可以和国家
经济发展目标结合，投入大型基础设
施建设等具有长期稳定收益的领域。

“养老基金是保障基金，不是理
财基金，更不是风投基金，对结余资
金进行一定的增值保值是必要的，但

无论投资什么一定要坚持安全第
一。”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
究中心主任褚福灵认为，必须明确安
全保障、风险防范、责任承担机制。

对此，办法明确受托机构按照养
老基金年度净收益的1％提取风险
准备金，余额达到养老基金资产净值
5％时可不再提取，专项用于弥补养
老基金理财发生的亏损。理财管理
机构从当期收取的管理费中，提取
20％作为风险准备金，专项用于弥
补重大理财损失。

高松凡说，办法还提出，托管机
构、投资管理机构违反本办法规定，给
养老基金资产或者委托人造成损失
的，应当分别对各自的行为依法承担
赔偿责任；因共同行为给养老基金资
产或者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
连带赔偿责任；除依法给予处罚外，由
受托机构终止其养老基金托管或理财
管理职责，5年内不得再次申请。

“管理办法明确，人民银行、银监
会、证监会、保监会等相关机构也将
按照各自的职责，发挥监管作用，对
托管机构、投资管理机构的经营活动
进行监管。”人社部新闻发言人李忠
说，“通过这样一系列措施，我们相
信，能够确保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运
营是在安全的轨道上运行的。”

（据新华社北京7月21日电）

百姓养老钱将怎么投？
聚焦养老金入市三大焦点

如今，智能手机已是大多数消费
者的首选，而强大的拍照摄像功能，更
是不少人选购手机的主要因素。不
过，您知道吗？很多手机的摄像头和
成像性能，并不像它们所说的那样好。

记者20日获悉，浙江省消保委
日前开展了手机拍照、摄像成像性能
的比较试验，结果发现10个型号的
手机中，摄像头性能合格率仅为
20%，连iPhone6等知名品牌手机也
未幸免。

抽检了哪些品牌？
记者了解到，今年5月下旬，浙

江省消保委委托国家照相机质量监
督检验中心，对9个品牌10个型号
的照相手机进行了检测。

这些手机型号分别为：苹果
iPhone6（A1586）、三 星 GAL-
AXY S5（SM- G9008V）、三 星
GALAXY Note4（SM-N9100）、
诺基亚 Lumia930、联想笋尖 S90
（s90- t）、OPPO R5（R8107）、
LG G3（D857）、SONY Xperia
Z1 （L39h） 、TCL Hero N3
（M2U）、努比亚Z7（NX506J）。

抽检结果如何？
本次比对测试的主要项目包括：

光学有效像素总数、视觉分辨率、动
态范围、色彩还原准确度、动态分辨
率、噪声、曝光量误差。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目前手机拍
照、摄像成像性能没有专门对应的国
家强制性标准，所以本次比较测试参
照了GB/T29298-2012数字（码）照
相机通用规范、YD/T 1607-2007
数字移动终端图像及视频传输特性
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等有关规定。

最终的试验结果不容乐观，在
10个型号手机中，主镜头、前置镜头
全部符合相应标准的只有两个，是三
星 GALAXY Note4 （SM-
N9100）、LG G3（D857），合格率仅
20%。此外，主镜头全部符合标准有
4个，符合率40%，前置镜头全部符
合标准的3个，符合率30%。

性能不达标会有哪些影响？
据了解，曝光量误差是指手机拍照

在不同亮度的环境下，照片的曝光表现
是否准确，曝光量误差（ΔEV）的绝对值

越小，其曝光控制的准确度越好。
国家相机检测中心的毛主任在

接受采访时表示，本次比对测试，“曝
光量误差”是主要的不合格项目，“目
前手机拍照性能没有相应的标准要
求，所以测试是参考《数码照相机通
用规范》中的相关规定，也就是在曝
光控制范围内，曝光量误差不得超
出+/-1.0EV范围。”

毛主任告诉记者，曝光量误差方
面，10款样本中有5款主镜头不符合
参考标准要求，有4款前置镜头不符
合参考标准要求，苹果 iPhone 6
（A1586）、诺基亚Lumia 930、OP-
PO R5（R8107）、TCL Hero N3
（M2U）四款手机连续两次“中招”。

“动态分辨率”不达标
现在很多手机同时还拥有摄像

功能，但拍出来的效果往往不如人
意，我们经常把原因归为“自己拍摄
技术不行”，殊不知这很可能是你的
手机摄像头品质不过关。动态分辨
率，是指手机在摄录模式下摄的图像
中，黑白相间的线条刚好能被人眼分
辨的黑白条数。动态分辨率越高，录

像视频也会更清晰和自然。
本次比对测试中，“动态分辨率”

也是不合格项目的重灾区。
“动态分辨率方面，10款样本中有

3款主镜头不符合参考标准要求，5款前
置镜头则不符合参考标准要求。”毛主
任表示，联想笋尖S90（s90-t）手机在
这一项目上均不过关，其主镜头是600
线，前置镜头更是只有500线而已。

要先拍几张照片看效果
省消保委负责人告诉了记者一

个小窍门，针对手机拍照的分辨率、
色彩还原、曝光量等一些技术指标，
可以通过拍摄细小的目标，看图片的
清晰度，来判断分辨率的水准。

如拍摄有多种颜色的东西，看图片
色彩是否与原物相同，能明白色彩还原
的准确度。还可以在黑暗环境下拍照，
看图片是否明亮，判断最低曝光范围。

此外，消费者还可通过拍摄白片
或黑片，目视检查图片中是否有亮点
或黑点，来判断影像传感器有否缺陷。

或是通过拍摄建筑物，查看图像
中的线条有否弯曲，判断镜头的畸变
状况等。 （据现代金报）

苹果联想等上榜多款手机被
曝摄像头不达标

纪念抗日战争
胜利70周年
A股将休市4天

沪深交易所周二盘后发布公
告称，根据证监会《关于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
利70周年纪念日放假和休市安排
的通知》，沪深交易所将休市四天，
其中9月3日（星期四）至9月5日
（星期六）为调休放假休市，9月6日
（星期日）为周末休市，9月7日（星
期一）起照常开市。 （据网易财经）

猪肉概念涨8.07%
猪价4个月涨近50%

周二截至收盘，猪肉概念涨
8.07%，领涨各板块。个股方面，罗
牛山、唐人神、龙大肉食、新五丰、正
邦科技、天邦股份、大康牧业、牧原股
份、雏鹰农牧、得利斯等11股涨停。

消息面上，今年初以来，生猪
价格开始快速上涨。自3月18日
全国生猪市场拐点出现，猪价已连
续上涨了近4个月，全国瘦肉型猪
出栏均价已经从拐点位置的11.6
元/公斤左右涨至当前的17.3元/公
斤左右，累计涨幅高达49.1%。

（据网易财经）

基金二季报披露收官
南方基金
大赚超百亿

截至7月21日，基金二季报
全部披露完毕。天相数据统计显
示，尽管6月中下旬市场出现大幅
波动，但二季度各类基金盈利总额
依旧高达3644亿元，南方基金旗
下各类基金在二季度斩获颇丰，合
计为持有人赚取12406719589.45
元，盈利绝对金额处于行业前列，
如果算上一季度为持有人赚取的
17391752750.84元收益，今年上
半年南方基金共计为投资人赚取了
近300亿元的收益。

Wind数据显示，南方基金旗
下偏股型基金今年上半年业绩表现
非常出色。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南方基金旗下共有23只基金
近一年回报超过80%，数量排名
全市场第三。其中，南方300联
接、南方绩优、南方高端装备、中
国 梦 基 金 近 一 年 分 别 上 涨
101.50% 、 98.74% 、 96.20% 、
82.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