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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空出尽
反弹可期？

七月份的第
一周，A股市场
没 有 迎 来 开 门
红，反而是不断
创出年内新低。

上周五，沪
指 在 一 度 跌 破
2700点整数关，
最 低 跌 至

2691.02点之后，终于再次逆转回升。同时，在周
末，消息面也不平静，不利因素继续释放。随着
利空消息基本出尽，是否意味着新一轮反弹行
情即将来临？道达和牛博士就此展开讨论。

牛博士：达哥，你好。如何评价本周的
市场？

道达：6月29日，大盘出现短线反弹，原本
以为7月行情有望迎来开门红。不过事与愿违，
反弹没有出现，反而是新低不断。这种行情的
出现，有心理层面的因素，也有外部消息面的
影响；当然，更重要的还是趋势的问题。跌势一
旦形成，要想出现逆转确实是非常困难的。

回顾上周的行情，基本上是在多头的微弱
抵抗中不断下跌。周一跌破2800点，周二创出
2722点低点，随后多头展开抵抗，并且逆转收
出带长下影线的小阳线。而周三和周四继续跌
势不改，到了周五，2700点整数关也在盘中被
跌破。随后，上周第二次出现V型反转，最终收
复2700点。

一周之内两次V型反转，说明多头并没有
放弃抵抗，这是相对积极的因素。但是，抵抗的
力度确实太弱，也使得大盘的走势非常难看。
即便现在距离2638点已经很近，但似乎依然看
不到什么明显的反转迹象。

牛博士：确实，在我看来，现在的市场，依
旧是一盘散沙，看不到多头任何凝聚力，难道
这一次真的要跌破2016年熔断的低点？

道达：就个股的表现而言，可以明确地说，
现在是非常苦难的时期。不论是蓝筹白马股，
还是中小盘成长股，都难有好的表现。这种情
况，很容易让各类投资者心灰意冷，信心尽失。

不过，有一类资金，却在近期频频出手，这
就是产业资金。从6月下半月到现在，增持、回
购力度是比较大的。上周，美的集团准备拿出
40亿元来回购股份。同时，交易所也支持上市
公司合规增持回购股份。

牛博士：关于中美贸易争端的消息，依然
是市场关注的焦点。你认为这是抑制市场反弹
的重要原因吗？

道达：7月6日，特朗普政府宣布开始对340
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当日中国海
关总署也表态，中国对美部分进口商品加征关
税措施开始正式实施。

短期来看，我认为这可能是一种利空出尽
的信号。同时，上周五，虽然沪指在盘中创新
低，但代表大盘蓝筹股的上证50指数，代表中
小盘成长股的创业板指数，当天都是没有创
新低的。此外，贵州茅台、海康威视等白马股
都已经历了补跌阶段，世界杯也进入尾声，可
能意味着本轮行情的杀跌也将进入尾声。所
以，我认为随着市场利空因素逐渐出尽，大盘
的反弹行情正在临近，继续恐慌悲观或许没有
太大必要。 （张道达）

人才、技术、资本是经济发展中的三个重
要生产要素。改革开放后，我国中部省份乡村生
产要素较长时期内呈现单向流出的态势。近日，
有媒体报道，近年来农村生产要素加速回流，并
呈现出城市流入农业的“逆城镇化”态势。

很显然，这里所说的生产要素，主要指
的是工商资本。我们说，改变资本过度向城市
集中的格局，分流一部分到农村，是中国经济
发展必须经历的过程，也是必须达到的目的。
否则，城乡差别就难以缩小。但是，资本如何向
农村分流，如何才能真正达到“逆城镇化”的目
的，目前的流转方式和运行轨迹，显然是存在
一定问题的。因为，依靠资本的单枪匹马、单兵
出击，必然会重蹈城市建设的覆辙，甚至比前
些年城市建设还要糟糕。因为，在城市没有掀
起大规模建设风暴的前二十多年，主要还是以
发展产业为主。即便是城市建设热起来了，也
没有完全放弃产业，而是产业与城建同步推

进，只是城建的步子更大一些而已。
现在资本“逆城镇化”，基本走的就是单枪

匹马、单兵出击一条路，并没有带动产业一起。
如此，就不能不让人怀疑，资本并不是到农村
去发展、去创业、去寻找新的投资空间，而只是
为了赚钱，是想抢先一步到农村获取新一轮暴
利。果真如此，资本的“上山下乡”，就很有可能
变成对农村和农民利益的伤害。特别是农民，
会因为眼前的小利而失去长远利益。

事实也是，在农村普遍出现地空人空房
子空的情况下，留守老人、妇女、儿童，特别是
老人，只要能给予一点补偿，就很容易将手中
的土地转让。而资本拿到土地以后，也不是发
展产业，发展农村经济，而是为了“炒地”，是想
通过土地来发财。因此，原本还能收点粮食的
土地，很有可能在资本手中变成荒地。这样的

“逆城镇化”，对农村经济是不会起到积极的作
用的。而每当出现资本下乡时，农民大多没有

话语权。类似案例，在全国已经出现过很多。
我们希望看到的资本“逆城镇化”，是能

够给农村带去产业、带去技术、带去知识、带
去新的资源，是能够把在城市务工的农民吸
收一部分回农村、回家乡、回家庭，让冷清的
农村再度活跃起来，让空巢的家庭再度热闹
起来。同时，能够通过资本带来的产业和技
术，让农村经济快速发展，让农村的基础设
施逐步完善，让农民生活真正富裕起来。

如果资本只是为了逐利而“逆城镇化”，
既不带产业，也不带技术，更不带知识和资
源，那么，原本还能在相对贫穷之路上可持
续发展的农村，会被资本搞得完全失去了可
持续发展能力，而被切割成一块一块的荒地
或闲置地。这不是资本“逆城镇化”应当出现
的现象，也是不应该出现的现象。

也正因为如此，地方政府和有关方面应
当对资本“逆城镇化”有严格的标准和要求，

必须把资本“逆城镇化”与产业发展、城镇建
设、基础设施完善、资源利用等结合起来，带
动农村经济的整体提升。否则，在土地的供
应、开发、使用等方面严格控制。即便拿到手
的土地，只要没有按约定去做，同样要按规定
收回，决不允许资本通过土地炒作牟取暴利。

这里，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一些资本进入
农村以后，会以观光农业、现代农业的借口，
大搞基本建设、政绩工程，会把农业当作吸引
更多资本的工具。并通过所谓观光农业、现代
农业吸引城市人等借口，从事房地产开发，吸
引农民上当。一旦利益到手，就极有可能拍屁
股走路，把一堆问题留给农民。这在一些地方
已经出现过这样的现象，决不能在新一轮资
本下乡过程中，再出现类似现象。资本“逆城
镇化”，也必须严格按照农村的规划行事，而
农村的发展规划，必须由各级政府编制，切不
可烂泥萝卜擦一段吃一段。

资本逆城镇化流动不能搞单枪匹马
□谭浩俊

【资本逆城镇化：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城市建设和投资面临发展瓶颈的情况下，为了寻找新的投资热点，资本开始向农村转移。】

外资猛增并非抄底A股，成“洋韭菜”也未可知
□盘和林

【A股入摩和外资的持续流入也代表着国内A股市场正逐渐与国际市场相接轨，并得到了部分海外投资者的认可……对于推动A股
市场的进一步成熟和完善意义重大。】

在过去的一个月里，海外资金投资A股
的主要渠道——沪深股通平稳顺畅，整体持
续净流入。

统计显示，沪股通方面，2018年以来（截
至6月底）累计净流入855亿元，其中4月、5
月单月净流入分别达275亿元、268亿元；深
股通方面，2018年以来（截至6月底）累计净
流入 747 亿元，其中 5 月单月净流入 240 亿
元，创下深股通开通以来单月净流入纪录。
同时考虑到外资亦可通过合格境外机构投
资者（QFII）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RQFII）投资A股市场，A股首次纳入MSCI
引入的外资规模远超千亿元。

有人认为，外资持续进入A股市场，被
视为“底部”的一个信号，笔者认为，虽然说
外资进入A股的确对市场有一定的行情支
撑作用，但由于目前外资占比仍然较低，仅
占同期A股自由流通股市值的3.05%，能够
造成的影响较小，通过外资的流动情况在短
期内判断A股市场的走势显然不科学。同
时，由于外资所占比重极低，其价值投资不

可能改变A股市场散户为主的某些特点。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从时间节点来看，

外资流入猛增最主要的原因是A股入摩所
带来的，并非是“抄底”。此外，与QFII、RQ-
FII额度双扩容也有直接关系。外管局6月29
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6月末，287家QFII
获批额度为1004.59亿美元，较5月末994.59
亿美元，增加10亿美元。197家（RQFII）获批
额 度 为 6220.72 亿 元 人 民 币 ，较 5 月 末
6158.52 亿元，增加 62.2 亿元。153 家合格境
内机构投资者 QDII 累计获批投资额度
1033.33亿美元，较5月末1015.03亿美元，增
加18.3亿美元。

其次，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市
场对于各种资本来说，显然是一块不可放弃
的蛋糕，可以预见，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
和对外开放的扩大，尤其是金融市场的对外
开放，更多的外资流入也只是时间问题。也就
是说，外资持续流入与中国宏观经济趋稳、对
外开放扩大等有关，未必是来“抄底”A股的。

A股入摩和外资的持续流入也代表着A

股市场正逐渐与国际市场相接轨，并得到了部
分海外投资者的认可，从长期来看，之前那种
A股市场“闭门”涨跌的现象将会逐渐消失，与
国际市场的联动成为新的关注点，对于推动A
股市场的进一步成熟和完善意义重大。

不过，对于股民们来说，也不要被外资
对A股市场的偏爱所蒙蔽，要知道虽然外资
进入A股的确对市场有一定的行情支撑作
用，但是由于目前外资占比仍然较低，体量
仍然较小，不足以影响 A 股市场的整体走
势，更多的可能是对投资者心理的影响，比
如增加投资者的信心等。

应该说，外资对于价值投资的偏好有不小
的参考价值，当前A股散户的投资习惯更偏重
于投机操作，而对价值分析重视不够，在技术分
析大行其道之时，基本面分析往往被忽视，殊不
知在频繁进出场的最后，是三振出局的结果，这
也是大部分散户成为韭菜的原因之一。

同样的道理，外资持续进入A股，所占
比重并不大，暂时还无法改变A股市场散户
为主的某些特征，因此未必能够带动A股上

涨，说不定是“洋韭菜”也未可知。虽然没有
具体的数据，但从近期A股市场大幅下跌的
情况来推测，年初进入A股市场的外资，或
许已经成为被收割的“洋韭菜”了。

就像股神巴菲特所说，“若你不打算持
有某只股票十年，则十分钟都不要持有”，价
值投资才是巴菲特在股市长盛不衰的秘诀，
也是一个健康的市场大部分投资者需要具
备的投资技巧。此次外资进入金额的不断增
加，很可能会逐渐改变投资者赌博式、投机
式的投资习惯，使更多投资者具备独立思
考、谨慎操作、价值投资的投资理念。

“市场短期来看是投票机，长期来看是
称重机。”巴菲特的老师、华尔街教父本杰
明·格雷厄姆在上个世纪就告知投资者们市
场的秘密。近段时间外资纷纷涌入国内A股
市场也是如此，究竟这个过程最终会带来怎
样的结果，还需咱们且走且看，毕竟时间才
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作者系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应用经济学博
士后）

记者8日从中国证监会获悉，外国投资者参与
A股交易范围进一步放开。当日，证监会就相关账户
管理制度修改正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证监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主要放开两类人员
在境内开立A股证券账户，一是在境内工作的外国人；
二是A股上市公司中在境外工作并参与股权激励的外
籍员工。相关举措旨在落实加快建设人才强国的战略
要求和深入推进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部署安排。

两大管理办法拟进行修改

为此，证监会拟对现行有关规定作专门修改。一
是修改《证券登记结算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在原有
规定的中国公民、中国法人、中国合伙企业等投资者

范围基础上，增加“符合规定的外国人”作为投资者
类别之一，并规定外国人申请开立证券账户的具体
办法，由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制定，报中国证监会批
准。二是修改《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将可以
成为股权激励对象的境内上市公司外籍员工范围，
从在境内工作的外籍员工，扩大到所有外籍员工，即
在境外工作的境内上市公司外籍员工，也可以成为
股权激励对象，并可按此申请开立A股证券账户。

最快一个多月后或可施行

证监会相关负责人强调，本次开放的外国自然
人投资者，其本国证券监管机构必须已与中国证监
会建立监管合作机制，相关投资者开立A股证券账户

的，必须遵守我国证券法律规定，适用统一的交易、
结算、登记及资金存管等制度规则。

证监会表示，对A股证券账户开立制度规定的修
改完善，是在现有法律框架内，从我国资本市场发展
实际需要出发，总结以往证券账户开立制度工作成
果，并借鉴境外市场经验做法，统筹考虑研究拟定的
一项长远性、基础性制度建设举措，对进一步丰富资
本市场投资主体，拓宽资金入市渠道，优化资本市场
结构，提高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程度和国际化水平，具
有重要意义。

记者注意到，本次两则文件的意见反馈截止日
期为2018年8月8日，这也就意味着以上修改顺利的
话，最快将在一个多月后正式施行。

（综合新华社、每日经济新闻）

A股证券账户
拟向两类外国人开放
证监会进一步放开外国投资者参与A股交易范围，最快一个多月后施行

●一是在境内工作的外
国人
●二是A股上市公司中
在境外工作并参与股权
激励的外籍员工

向谁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