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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理财通

10万元模拟操作（9月12日）

据新华社上海 9 月 11 日
电 A股市场连续两日回调，深
市回调幅度大于沪市。上证综
指险守3000点。

当日上证综指以 3029.93
点小幅高开，全天震荡走低，最
终收报3008.81点，较前一交易
日跌12.39点，跌幅为0.41%。

深证成指收报9853.72点，
跌111.21点，跌幅为1.12%。

创业板指数跌 1.26%至
1703.54 点 ，中 小 板 指 数 跌
1.20%至6198.72点。

沪深两市个股跌多涨少，有
逾 2500 只交易品种下跌，逾
1000只交易品种上涨。不计算
ST个股，两市有近40只个股涨
停。

科创板个股也跌多涨少，涨
幅最大的乐鑫科技上涨5.89%，
下跌个股跌幅均在3%以内。

板块概念方面，能源加工、
银行类、氢能源涨幅居前，能
源加工涨幅超过1%；白酒、贵
州、动物疫苗跌幅居前，跌幅均
逾3%。

A股连续两日回调
上证综指险守3000点

今天大盘继续回调，日线组
合为高位两连阴，若不是券商股
再度护盘，3000 点或已跌破。
3000点本来就是一个集心理阻
力和实际阻力为一体的强大压
力位，突破以后必然会有反复震
荡。今天的回调或与中秋假期
即将来临有关，在以往的中秋节
前夕，白酒股总是会活跃一下，
但今天贵州茅台被部分机构认
定“泡沫破裂”，导致一线白酒股
大跌，贵州茅台被认为是白马股
的领头羊，它的高位下挫对白马
股甚至成长股都有一定的影响。

在白马股和成长股调整的
情况下，之前超跌的妖股轮番反

弹，昨天的工业大麻概念股，今
天的氢能源概念股，甚至被 ST
的妖股，都出现在涨幅前列。

如果从技术性角度，极度超
跌、尚无退市之忧的个股第一天
涨停后，第二天的确存在短线套
利的机会。比如上周五涨停的
派生科技，昨天涨停的八菱科
技，今天涨停的御家汇。

超跌股集体反弹，从某种意
义上讲，是主流板块出现短线头
部的信号，因为游资在主流板块
找不到确定的套利目标，于是把
目光转向超跌股。但超跌股“乌
鸡变凤凰”的故事还是太少，大
多数在反弹30%-50%后再次沉
寂，游资在获取短线收益后，还
是会回到主流板块，毕竟优质股
套不住人。

2019.9.11（营长）
（本版文章不构成投资建

议，据此入市风险自担。）

超跌股轮番反弹

据新华社北京 9 月 11 日
电《经济参考报》9月11日刊
发题为《计算机产业迎政策红
利》的报道。文章称，计算机产
业发展迎来央地新一轮政策加
码，鼓励外资企业在华布局成为
重要发力点。记者 10 日从
2019世界计算机大会上获悉，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重要的计
算机生产基地，计算机产业规模
位居世界首位。相关部门将进
一步发挥企业的市场主体作用，
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鼓励外
资企业在华布局。

记者获悉，2018年中国计
算机产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95万亿元，同比增8.7%。联

想、华为、浪潮等骨干企业在
笔记本电脑、服务器全球市场
的占有率稳步提升。巨大的
市场优势吸引了戴尔、IBM、
惠普、英特尔等国际知名企业来
华投资。

多地正在竞相打造计算机
产业发展高地。据悉，长沙高新
区已集聚超过1万家电子信息
企业，形成了涵盖芯片、基础软
件、整机及终端、应用软件的完
整产业链。据了解，山东自贸试
验区济南片区也将加快建设全
国运算速度最快的超级计算机，
以此赋能山东省的新一代信息
技术、高端装备、现代海洋等产
业发展。

鼓励外资企业在华布局

计算机产业迎政策红利

新华社北京9月 11日
电 中国人民银行11日发布
金融统计数据显示，8月份
人民币贷款增加1.21 万亿
元，同比少增665亿元。

央行数据显示，8月末
人民币贷款余额148.23 万
亿元，同比增长12.4%，增速
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低
0.2个和0.8个百分点。8月
份，以个人住房按揭贷款为
主的住户中长期贷款增加
4540亿元，以实体经济贷款

为主的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
体贷款增加6513亿元。

另外，8月份人民币存
款增加1.8万亿元，同比多
增7147亿元。其中，住户存
款增加2714亿元，非金融企
业存款增加5792亿元，财政
性存款增加95亿元，非银行
业金融机构存款增加7298
亿元。

从货币供应看，广义货
币（M2）余额 193.55 万亿
元，同比增长8.2%，增速比

上月末高0.1个百分点，与
上年同期持平；狭义货币
（M1）余额55.68万亿元，同
比增长3.4%，增速比上月末
高0.3个百分点，比上年同
期低0.5个百分点。

同日发布的社会融资
数据显示，8月末社会融资
规 模 存 量 为 216.01 万 亿
元，同比增长 10.7%。8月
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
1.98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
376亿元。

央行发布8月份金融统计数据

人民币贷款增加1.21万亿元

据新华社北京 9月 11
日电 中国资本市场发展近
日连续迎来重大消息。证监
会10日宣布了资本市场全
面深化改革“路线图”，涉及
科创板改革、推动中长期资
金入市等12个方面。就在
同一天，国家外汇管理局宣
布取消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QFII）和人民币合格境外
机构投资者（RQFII）投资额
度限制。

业内人士认为，改革“路
线图”和开放“新动作”接连
出台，将为中国资本市场长
期向好发展提供更为坚实的
基础，资本市场将在中国经
济发展和金融体系中扮演越
来越重要的角色。

纵观“路线图”，未来资
本市场全面深化改革将继续
沿着市场化、法治化的方向，
尊重市场规律，发挥市场在资
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真正
把选择权交给市场。通过增
量引领，加快存量调整优化。

以推动更多中长期资金
入市为例，改革将强化证券
基金经营机构长期业绩导
向，推进公募基金管理人分
类监管；推动放宽各类中长
期资金入市比例和范围；推
动公募基金纳入个人税收递
延型商业养老金投资范围。

“中长期资金的持续引
入不仅有助于A股韧性的
增强，也有利于市场的估值
体系进一步优化。”青骊投资
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合伙人
苏雪晶认为，随着以保险资
金、养老资金等为代表的增
量资金进入，投融资循环有
望进一步优化，让投资者更
好共享中国经济和企业发展
的红利。

同样受到市场关注和欢
迎的还有开放“新动作”。随
着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和人
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投
资额度限制的取消，境外资
金尤其是长期资金进一步投
资我国金融市场将更为便

利。此前，明晟公司、富时罗
素集团等全球主要指数编制
机构相继将中国A股纳入
其国际股票指数并提高权
重，表明中国经济的稳健发
展带动了全球长期资本对人
民币资产配置的强烈需求。

产融浙鑫财富首席经济
学家周荣华指出，预计未来
外资也将共同构成A股市
场的增量资金来源。从上市
公司2019年半年报中QFII
持股比例来看，外资持股较
高的行业主要包括金融、通
信、家用电器等业绩稳健的
板块。“秉持价值投资理念的
中长线资金持续入市，将推
动A股市场形成以价值投
资为导向的投资理念。”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
言人、总经济师王春英表示，
此次全面取消合格境外投资
者投资额度限制后，跨境证
券投资便利化程度进一步提
高，预计将带来更多境外长
期资本。

改革“路线图”和开放“新动作”接连出台

资本市场连放“大招”释放什么信号？

据新华社华盛顿 9月
10日电 近年来一些发达经
济体为刺激经济增长采取了

“零利率”甚至“负利率”政
策，但各方日益担忧该政策
的实际效果弊大于利。近期
有多位经济学家和金融界人
士指出，美国经济也面临陷
入“负利率”的可能性，这将
给金融系统带来风险。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美
国前财长劳伦斯·萨默斯日前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几乎
没有证据表明进一步降低利
率会对经济活动产生显著作
用，过去十年美国一直依赖货
币政策保持经济稳定，但他担
心“这招已经不灵了”。

尽管美国尚未陷入“负

利率”，但曾执掌美国联邦储
备委员会主席权力近19年
的艾伦·格林斯潘近来指出，

“负利率”正向全球蔓延，出
现在美国“只是时间问题”。

相关数据显示，全球负
收益率国债规模目前已超
15万亿美元。近期美国国
债收益率迅速下跌，其中最
受金融市场关注的10年期
国债收益率近一年下跌超过
120个基点。

美国太平洋投资管理公
司全球经济顾问乔基姆·费
尔斯表示，负收益率曾被视
为“短期畸变”，但如今这在
美国以外的发达市场已变得
司空见惯，未来美国国债也
可能面临负收益前景。

安联集团首席经济顾问
穆罕默德·埃里安表示，欧洲
央行进入负利率是错误的，
且已难以脱身，美联储要吸
取教训小心应对。他还警
告，一旦美国陷入负利率，那
将是个“非常糟糕的消息”，
而且“现有金融系统无法在
负收益率基础上运行”。

尽管当前美国与“负利
率”尚有一定距离，但美联储
的利率水平已然处于历史低
位，在欧洲的前车之鉴面前，
部分美国经济学家和美联储
自身都为此感到担忧。美联
储主席鲍威尔警告说，利率
越接近于零，货币政策刺激
经济的能力就越有限，这是
央行面临的最大挑战。

是“兴奋剂”还是“特效药”？

负利率“魔咒”引担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