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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订报电话：028-86516389。更多精彩内容
详见今日《每日经济新闻》报。

12

昨日沪指暴跌8.48%，创出8年来单日最大跌幅，
辛辛苦苦近半个月的反弹，昨天一天就被收回去了。
股指大跌，个股普跌，而更令人诧异的是，在昨日的千
股跌停中，“中”字头、银行、“两桶油”等“国家队”护盘
资金集体消失。

前期不是还有800亿元“国家队”基金静候场外，面
对昨日的暴跌，投资者不禁要问，“国家队”去哪儿了？

与此同时，大部分上市公司承诺不减持，券商基
金承诺不减持、汇金承诺不减持、财政部表示不减持、
政策性银行表态不减持，对于昨日沪指345.35点的暴
跌，究竟又是谁在砸盘？

昨日，记者与多位业内人士交流，其中北京望道投
资有限公司投资总监王杰的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王杰认为，“国家队”护盘资金的任务已经完成
了。前期“国家队”护盘的意图是防止出现流动性危
机，并不是阻止股市下跌，这是两个不一样的情况。经
过两周反弹，市场流动性危机解决后，“国家队”再次
出手的可能性就小了。

在市场主要参与方都承诺不减持的背景下，昨日
暴跌究竟又是谁在砸盘呢？

“在近两周的反弹中，大多数股票都有较大的涨
幅，其本身就有获利回吐的压力。”王杰分析称，同期
猪价和房价上涨是否会制约下半年流动性宽松？加上
美元加息预期，下半年面临着国际资本流失危险，市
场预期央行在货币政策上已到了宽松顶点，本身具有
流动性边际收紧压力，考虑到行情已经反弹到这个位
置，市场本身就有调整压力。

此外，有券商策略分析师告诉记者，政府救市策
略也存在一定的模糊性，比如救市资金进来后，后期
肯定要退出，但究竟采用何种方案退出并不明了。在
救市策略不透明下，一旦出现风吹草动，势必会引发
抛盘的进一步放大。

尽管昨日沪指创出了8年来单日最大跌幅，但王
杰分析称，由于杠杆资金压力不大，市场再次出现踩
踏的可能性不大，本周前半周很可能就是确认底部的
过程，而大多数股票反弹到这个位置，也需要阶段性
回踩。

“不过就中长期而言却是相当悲观。”王杰认为，
本轮牛市的主要驱动力——杠杆资金入市+兼并重
组，均面临较大问题；加上下半年美国加息预期、国内
房地产价格回升，宽松政策的大环境可能难以再继续
变好。 《每日经济新闻》

受外盘股市走弱等多重利空因素影响，本周首个
交易日A股再现重挫。上证综指失守3800点，以近8.5%
的幅度创下8年多最大单日跌幅。深证成指和创业板
指数跌幅也双双高达逾7%。不计算ST股和未股改股，
两市跌停个股高达约1800只。

昨日上证综指开盘就跌破了4000点，报3985.57点。
早盘沪指一度上摸4051.16点，此后开始一路震荡走低，
午后下行速度明显加快。相继跌破3900点和3800点整数
位后，沪指探至3720.44点的全天低点，最终以3725.56点
报收，较前一交易日大跌345.35点，跌幅高达8.48%，创下
2007年2月末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

深证成指大跌逾千点，收报12493.05点，跌幅也高
达7.59%。

创业板指数收报2683.45点，跌幅也达到了7.40%。
沪深两市个股普跌，仅70余只交易品种上涨。不

计算ST股和未股改股，两市跌停个股高达约1800只。
昨日所有行业板块均告下跌。石油燃气板块领

跌，且整体幅度高达逾9%，中国石化、中国石油两大
指标股以跌停或接近跌停的价位报收。建筑工程、运
输物流、供水供气、券商保险、煤炭、银行板块跌幅也
均高达逾7%。

沪深两市分别成交7213亿元和6677亿元，总量较
前一交易日有所萎缩。

在美联储加息预期趋于强烈的背景下，外盘股市集
体走弱，对A股形成负面影响。中国7月财新制造业PMI
指数初值弱于预期，表明制造业依然疲弱。在多重利空
因素共振下，沪深股市双双出现罕见重挫。 新华社

港股市场再迎“黑色星期一”。昨日，恒生指数低开
0.88%，随后全天持续下跌，收盘跌3.09%，报24351.96
点；国企指数收盘跌3.840%，报11230.67点。

蓝筹股集体下跌，华润电力跌6.28%，报19.26港
元，领跌蓝筹股。中国联通H股跌5.88%，港交所跌
4.91%，腾讯控股跌3.89%。小盘股中，双位数跌幅更是
比比皆是，保利文化跌21.04%，博雅互动跌18.57%，云
游控股跌14.40%，科通芯城跌11.04%。

“港股受外围市场影响明显，除美股之外，A股短
线的反复走势对港股也造成压力。”第一上海首席策略
师叶尚志对记者表示。

叶尚志认为，前段时间港股成交量一直萎缩，这也
证明场外资金观望气氛浓厚，因此，一旦有抛压出来，
而接盘力量又不够充足的话，就会导致市场下跌幅度
较大。“而近期美国加息的预期也较为强烈，因此市场
对此较为谨慎。”他表示，从去年10月美联储停止量化
宽松开始，资金流出新兴市场的迹象就开始出现，当时
不少新兴市场的货币及股市均出现动荡。而此次美国
一旦加息，会使得这种现象加剧。

“本周港股市场很关键。”叶尚志表示，“一是周二
和周三美联储会议会透露一些信息，二是本周四是港
股股指期货的交割结算日，这些因素都会导致市场出
现变数，因此，在目前的情况下，资金抄底的积极性恐
怕不足，相信短期市场仍然会是一个寻底的走势。”

令人意外的是，有外资投行开始唱多H股。据网易
报道，德意志银行首席中国股票策略师昨日表示，H股
将在未来几周继续区间震荡，但随后有望走出年内的
第二波上涨，国企指数有望在年终站上14000点，潜在
涨幅约20%。 《每日经济新闻》

昨日，A股市场再遭重挫，千股跌停再
现。此时，市场最关心的是：为何这次大
跌，没有看到“国家队”护盘的身影？

确实，在昨日大跌中，我也在不断留意
这件事，前期总能在指标股中现身的超级
买单，为何昨日完全了无踪影？面对“国家
队”的缺席，各种猜测纷纷出现，难道这次
是真正的二次探底来临了，抑或是“国家
队”资金都用完了？

要解决“国家队”缺席的疑问，我觉得
首先要弄清楚为何会出现昨日的大跌。我
个人认为，昨日市场的下跌，与前一波下跌
的性质是不同的。此次的大幅调整，其实一
开始是由获利盘套现引发的。实际上，昨日
很多个股虽然收盘跌停，但上午是大幅冲
高的，而下午的下跌，则是由于大盘下跌导
致场内资金为了避险而大规模涌出，于是
进一步加速了指数的调整。

当然，市场出现如此大的波动，不会
是平白无故的，必然是因为一些突发因素
的出现所导致。据我了解，经过指数震荡
上行一段时间之后，市场心态逐渐稳定，
但管理层对非法配资的监管措施仍在继
续。有消息称，为了清查非法配资，本周恒
生HOMS系统将被暂时关闭，该系统下的
账户将只能卖出不能买入。如果这一消息
属实，那么昨日市场的大跌，很可能是因
为监管层进一步严查非法配置所引发的。
但是，这次严查非法配置，会不会导致上
次那种持续踩踏事件的发生？我认为可能
性并不大。对“国家队”而言，如果它们心
里清楚市场下跌的原因所在，同时也判断
持续踩踏事件不会发生的话，那么维稳资
金缺席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或许，“国家
队”认为，股指大跌只是前次强震后的“余
震”，还没有到出手护盘的地步，所以此时
只是暂缓出手。更何况，此时出手的话，能
否真的护住大盘，也存在不确定性。真正
到“国家队”应该出手时，必是市场出现大
规模“强平”，不计成本出逃的最危急时
候。所以，我认为大家还是应该对“国家
队”有信心，该出手时才出手，相信“国家
队”是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张道达）

道达邮箱：daoda@263。net
根据国家有关部门的最新规定，本手

记不涉及任何操作建议，入市风险自担。

“国家队”
缘何缺席

昨日，A股大跌，券商板块23只个股中，除国海证
券下跌9.87%、距离跌停还差2分钱外，其余22只个股全
部跌停。

值得一提的是，在近两周的上涨行情中，许多中
小市值个股涨幅惊人，部分个股甚至创出新高，而券
商板块却基本没什么起色。经过昨日的大跌后，一些
个股距离前期低点仅一步之遥。

国金证券分析师贺国文指出，下半年券商行业机
遇与挑战并存，“首先，注册制、战略新兴板、深港通等
利好政策的逐步落地，将提升券商行业发展空间；其
次，两融管理办法发布和场外配资清理将促进两融业
务发展，新股重新开启将提升投行业绩贡献。目前券
商行业2015年市盈率为15倍，市净率为2.5倍，仍处于
较低水平。因此给予行业增持评级。”

目前正值中报窗口期。从证券业协会公布的数据
来看，上半年券商的业绩与股价走势形成鲜明对比：
数据显示，证券行业2015年上半年营业收入为3305.08
亿元，较2014年上半年增加2374.8亿元，同比增长
255.3%，净利润为1531.96亿元，较2014年上半年增加
1208.5亿元，同比增长373.6%。

申万宏源认为，正因为去杠杆的过程，下半年交易
量和信用业务规模或将出现一定幅度的下滑，下半年券
商业绩很难超越上半年，对此市场基本形成了共识。

记者测算后发现，目前两融余额一直维持在1.4
万亿元的水平。而历史高峰为6月18日的2.266万亿
元。按照8.35%的两融年化利率来测算，若两融余额一
直在1.4万亿元左右，那么下半年券商将比平均余额
维持2.266万亿元少收约360亿元利息，平均每天少收
2亿元。

不过，申万宏源的观点和国金证券也有相似之
处：综合全年来看，券商的业绩增速将居于各行业前
列，同时券商行业的整体估值也处于相对低位，因此
长期来看，券商具有较高的安全边际。

《每日经济新闻》

川股动态

大西洋
遭股东减持

大西洋（600558）今日公告称，
公司于7月27日收到金鹰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通知，金鹰基金旗下金鹰
基金·得壹海捷定增12号资产管理
计划和金鹰基金·得壹海捷定增13
号资产管理计划，于2015年3月12日
~7月24日累计出售公司股票2195万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00%，成交价
格区间为14.09元~16.48元/股。本次
权益变动后，金鹰基金持有公司股
份2807.42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69%，全部为无限售流通股。金鹰
基金表示，不排除未来12个月内继
续减持大西洋权益的安排。

依米康
控股股东遭调查

依米康（300249）今日公告称，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孙屹峥
先生、张菀女士于7月27日分别收到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
知书》，通知因涉嫌违规减持公司股
份接受立案调查。公告透露，孙屹峥
先生、张菀女士已于7月27日分别接
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执法人
员的现场问询，积极配合相关调查
工作。目前公司生产经营状况正常。

科新机电
股东增持计划完成

科新机电（300092）今日公告
称，7月27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暨
实际控制人林祯华的通知，其于7月
16日~24日，通过由东北证券设立的

“东北证券明珠102号定向资产管理
计划产品”增持了117.6万股公司股
份，占公司总股本的0.516%，增持金
额共计1699.23万元。截至公告披露
日，林祯华先生承诺的股份增持计
划已经顺利实施完毕。

新筑股份
控股股东遭调查

新筑股份（002480）昨日午间发
布临时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新筑
投资集团于2015年7月24日，接到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
书》，因涉嫌超比例减持违规，根据
有关规定，证监会决定对新筑投资
集团立案调查。新筑股份表示，本次
调查是仅针对公司控股股东新筑投
资超比例违规减持事项进行的专项
调查，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
产生重大影响。目前公司生产经营
状况一切正常。

成都商报记者 李智

沪指大跌，股指期货方面也好不到哪儿去：IC、IF
多个合约集体跌停……

需要指出的是，在中金所此前的各种指引下，股
指期货市场无论是成交量还是持仓量，都较以前少了
太多，甚至还有一些席位被限制开仓，那么将IC、IF摁
到跌停板上的空单，又是哪儿来的呢？

IF、IC合约大面积跌停

昨日A股再现千股跌停。沪深300期指、中证500期
指下跌更甚，这两个品种的1508、1509、1512、1603合
约全部跌停；上证50期指主力合约盘中险些触碰跌停
板，最终下跌8.79%。

从收盘点位看，沪深300期指、中证500期指和上
证50期指主力合约较现货指数继续贴水，分别贴水
170.93点、452.78点和58.29点，与前一交易日的贴水
点数相当。

中信期货席位继续减多单

交投方面，沪深300期指、中证500期指、上证50期
指昨日的成交量分别为181.41万手、16.4万手和27.95
万手，均较前一交易日下降。记者注意到，成交大户中
信期货席位、海通期货席位、申银万国席位等的成交
量昨日都有所下降，在IF1508合约中，上述3个席位的
成交量分别较前一交易日下降了1.52万手、2.72万手
和1.74万手，排名前20大成交量的席位总计较前一交
易 日 减 少 了 19.95 万 手 的 成 交 。在 IC1508 合 约 和
IH1508合约中，也存在类似情况。

从持仓量看，3个品种的数据分别为9.7万手、1.9
万手和3.15万手，和前一交易日相差不大。其中，最为
显眼的还是中信期货席位，该席位上周五在IC1508、
IF1508、IH1508这3个合约中减码多单，其中，IF1508合
约中减少数量高达2512手。昨日，该席位继续减少多
单的持仓，于IC1508合约中减少了508手多单，于
IF1508合约中减少了2642手多单，而同时，该席位还
分别在IC1508合约和IF1508合约中增加了566手和
493手空单。“虽然前期有‘国家队’借用中信期货席位
这一说法，但仍然难以确认中信期货席位背后大佬的
真实身份，该席位连续几个交易日内减少手头的多单
持仓，至少也说明了其背后主力的一种态度或者一种
方向的选择”，业内人士如此告诉记者。

套保需求强烈

“昨日下跌应该是多因素叠加的关系”，上述
业内人士认为，一方面前期反市场趋势的暴力拉
起，本身就不符合市场底的节奏，市场需要自己去
寻找市场底；另一方面“国家队”救了流动性之后，
是否还会继续出手有了讨论的空间，市场心里没
底，再加上大方向美国加息的预期是确定的，这无
疑也会引起全球资本市场的动荡，还有严查场外
配资等，最终引发A股市场的恐慌性调整，预计后
市将持续震荡。

有业内人士认为，空单主要还是来自需求强烈的
套保，与此同时，在缺乏空头投机的市场中，多头之间
也可能因平仓等动作多杀多，最终形成了大幅的贴水
甚至跌停，“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恢复市场的信心，期现
货之间虽然不直接影响，但对投资者心理上造成负
担，后期需要观察升贴水的情况，升贴水是否正常，是
市场情绪是否稳定的表现之一”。 《每日经济新闻》

期指合约
又见大面积跌停

期期//指指//风风//云云

昨昨//日日//市市//况况

沪指跌8.48%创阶段纪录
两市跌停个股约1800只

市市//场场//焦焦//点点

突遇寒流
23只券商股22只跌停

同同//步步//播播//报报

美国加息预期致港股下跌
分析师：恐再次探底

有分析人士认为，
本周前半周很可能就是
确认底部的过程，而大
多数股票反弹到这个位
置，也需要阶段性回踩。

证监会组织稽查执法力量
赴上海铭创、同花顺核查
场外配资线索

针对市场关心的场外配资核查
进展情况，中国证监会新闻发言人
张晓军 27 日晚通过官方微博回应
称，在前期对恒生网络场外配资专
项核查的基础上，27日证监会组织
稽查执法力量赴上海铭创软件技术
有限公司、浙江核新同花顺网络信
息股份有限公司，进一步核查相关
线索，监督相关方严格执行证监会
相关规定。 新华社

多家上市公司
大股东违规减持遭调查

据《中国证券报》报道，7 月 26
日晚，中铁二局、金力泰、南风股份
等多家上市公司公告称，大股东违
规减持被证监会立案调查。上周五，
阳谷华泰、科泰电源、松芝股份、依
米康、兰太实业等 5 家上市公司控
股股东也因此被立案调查或被要求
提供相关资料。

梳理近期因违规减持被证监会
立案调查的案例，多数是因为未及
时披露或者是短线交易违规。

新华社

国美电器收购非上市资产
拟加速“全零售”战略

潜伏子公司12年增值11.5亿
达安基因高管暴富疑点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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