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宏观热微观冷格局待打破（主）

二季度GDP增速料改善 稳增长更要主动作为

本报记者 顾鑫

上半年物价走势平稳，市场预期经济在二季度有所改善。 随着定向宽松政策的加码，全年经济预计将呈现窄幅波动的走

势，实现7.5%左右的经济增长目标问题不大。 但在宏观经济走势稳步向好的同时，微观层面的企业经营依然较为困难，需求的

扩张还不足以让企业迅速“脱困” 。

分析人士认为，宏观热微观冷的局面是经济转型和改革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情况。要改变这一局面，不能仅仅靠扩张总需

求，在定向宽松的同时，还应加快推进调结构和促改革的力度，否则政策空间可能会越来越小。

宏观经济有所改善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2.3%，环比下降0.1%。 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

格指数（PPI）同比下降1.1%，环比下降0.2%。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余秋梅表示，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降幅连续3

个月收窄，以及部分行业环比连续上涨，表明当前工业品市场出现了一些积极变化。

物价数据体现了需求的回稳。 自“两会”后提出稳增长政策以来，宏观经济走势正在开始出现积极变化。 综合多家机构的

观点，二季度经济增速应该不会像此前预计的那样逐季变差，预计与一季度比较接近，甚至有乐观者认为，二季度经济增速可

能超过一季度的7.4%。

中信证券报告称，二季度经济总体趋稳，第二产业在政策刺激下较第二季度略有改善，由于房地产市场低迷，第三产业改

善不明显。 预计二季度GDP增速与一季度基本持平。 民生证券研究院副院长管清友则认为，稳增长政策的效果在5月份的数据

已经较为明显地体现出来，再加上外需回暖，二季度GDP增速可能为7.4%或7.5%左右，当前已经实现了低位企稳。

从高层表态中也能够看出二季度经济好转的信息。 7月3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湖南长沙主持召开部分省份和企业座谈

会时表示，当前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处于合理区间。 城镇就业继续扩大，结构调整稳中有进，服务业比重进一步提高，产品

创新、业态创新势头良好，二季度经济发展状况比一季度有所改善。 面对发展中的困难和挑战，既要保持定力、更要主动作为，

在确保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的同时，更加注重定向调控。

微观好转尚需时日

尽管宏观数据向好，但从微观看，企业依然面临一定的经营压力，经营状况好转尚需时日。 分析人士称，产能过剩、融资成

本高企、产品技术创新较慢等因素压制着企业盈利的回升，尤其是绝大部分工业品都面临产能过剩的问题。当前的微刺激主要

是着眼于基建投资，对于制造业需求的拉动作用有限，而小微企业经营的好转往往也滞后于大企业。

从6月份的PMI数据看，大型企业PMI为51.5%，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继续位于临界点以上，但中型企业、小型企业

PMI分别为51.1%、48.4%，比上月分别回落0.3、0.4个百分点。 另外，进口指数为49.2%，虽比上月回升0.2个百分点，但仍连续7

个月位于临界点以下，企业对进口原材料的需求依然偏弱。 从业人员指数为48.6%，虽比上月回升0.4个百分点，但仍位于临界

点以下，特别是小型企业从业人员指数为48.3%，继续低于平均水平。

管清友认为，微观层面企业经营困难不会是短期现象，这是经济转型期必然会出现的情况。 只有经济到8%的增速企业才

会感到比较舒服，而当前经济增速的企稳是一种低位企稳，企业必须加快转型升级，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

另有分析人士指出，当前经济企稳基础尚不牢固，下半年经济回调的压力较大。 从资金缺口看，2014年楼市萧条将致地方

财政收入减产2万亿元；从投资缺口看，2014年地产投资在年底将降至10%，基建投资在6-12月需要增长33%才能对冲这一下

滑。

国泰君安报告显示，自6月下旬日均发电量、建筑业订单、铁路货运量、地产销量等高频先行指标萎缩，预示生产和投资走

弱。 6月下旬以来，6大发电集团日均耗煤大幅下降，即使考虑水电季节性反弹，也难以弥补火电下降的缺口，总发电量数据自6

月下旬以来出现了显著的下滑。

政策仍存加码空间

分析人士认为，为实现全年7.5%左右的经济增速，政策托底仍有加码的空间和一定的必要性。

物价数据显示，6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2.3%。其中，城市上涨2.4%，农村上涨2.1%；食品价格上涨3.7%，

非食品价格上涨1.7%；消费品价格上涨2.2%，服务价格上涨2.6%。 上半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下降1.8%，工业生产者购

进价格同比下降2.0%。6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下降1.1%，环比下降0.2%。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下降1.5%，环

比下降0.1%。

这些数据传递的信息并非都是喜讯。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认为，物价上涨压力低于预期，尤其是PPI环比继续下

跌，说明尽管近期经济增长出现了企稳迹象，但总需求动能仍然较弱。 实际上，对于三季度经济走势，市场依然有一定的担忧，

包括去年基数较高以及房地产投资增速的进一步下滑等。

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徐高则表示，6月通胀走势保持平稳。 CPI数字离全年3.5%的目标还有相当距离，而PPI则继续同比

负增长。 这样的低通胀压力意味着政策放松（尤其是货币政策）空间仍然很大。 不过，6月CPI也不像4月那样低至2.0%以下，

PPI也处在回升过程中。 这应该会减轻决策者对通缩压力的担忧，因而也降低了货币政策进一步放松的压力。

市场预期，未来政策依然有进一步加码的空间。 货币政策存在进一步宽松的理由，但M2增速不太可能大幅偏离13%的既

定目标，这可能是一个约束条件，因而依然是定向为主。财政政策还有发力的空间，当前地方政府的杠杆率偏高，中央政府却可

以进一步加杠杆。

打破刚性兑付神话

政策托底预期加码，市场也对调结构和促改革可能会受到延缓感到担忧。分析人士指出，仅仅靠定向宽松政策难以让企业

真正走出经营困局，必须加快调结构和促改革的步伐，真正淘汰落后产能和降低融资成本，稳妥推进存量改革。

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潘向东表示，由于改革一般都意味着对既有生产方式的破坏，短期会对经济增速造成一定压力。当

前的国内外环境又决定了中国短期不宜出现过大波动，故改革的逐步推出必将伴随一定的托底政策。 若政策托底像过去几年

一样仅着眼于短期的经济增长，不调整经济结构，不解除阻碍中长期经济增长的制度壁垒，那么空间将越来越小，最终不得不

接受经济的快速出清、被动改革，造成经济剧烈波动，不利于社会稳定。

管清友表示，经济转型和改革的核心是用新经济的总需求扩张来消化旧经济的存量债务。 地方政府和国企“拆东墙补西

墙” 的高融资需求和刚性兑付神话导致银行持续为上述无效部门输血。 为此，需要打破无效部门刚性兑付的神话，通过地方和

国企的违约来引导整个信用体系的价格重估，迅速处置不良，引导金融机构助力新经济，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降低融资成本。

对于淘汰落后产能，分析人士指出，我国在1998年曾大刀阔斧地拿掉了无效率的国企，快速处置了银行的不良资产，这为

日后新的经济繁荣周期打下了坚实基础。当前中国过剩产能的规模相当巨大，处理不好可能导致出现未知的风险，这也是当前

去产能进展缓慢的一个原因，但不能靠拖来解决问题，必须尽快拿出全局性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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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

600107

股票简称：美尔雅 编号：

2014014

湖北美尔雅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湖北美尔雅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14年7月8日采

用传真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到董事9名，实到董事8名，董事朱世明先生因公

出差未能参加表决。 本次董事会于2014年7月2日以传真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通知，会议的召开和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经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委托贷款相关事项的议

案》；

经与会董事充分讨论后并表决， 同意公司提出的控股子公司美尔雅销售

有限公司为提高公司自有资金使用效率和增加现金资产收益， 在确保正常生

产经营资金需求和控制投资风险的前提下， 拟利用自有资金进行委托贷款业

务。 拟通过汉口银行对黄石市糖业酒类有限责任公司提供额度为2800万元的

委托贷款，并由黄石市金虹大厦股份有限公司作信用担保。

同时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与上述委托贷款有关的具体事宜， 包括但不限

于签署相关贷款协议、担保合同等。

待交易各方签署正式的委托贷款协议后，公司将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此项议案表决情况为：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本议案。

特此公告。

湖北美尔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七月八日

证券代码：

600051

股票简称：宁波联合 编号：临

2014-037

宁波联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4年5月29日，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确认，宁波联合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完成了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的登记工作

（详见公司于2014年5月31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 （www.sse.com.cn） 上的公司 《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结果公告》（临

2014-033））。

2014年6月25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14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公司章程>的议案》（详见公司于2014年6月26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上的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临

2014-036））。

根据2014年4月25日召开的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中授权事项第（8）项“授权董

事会办理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必需的全部手续，包括但不限于向证券交易所提出申

请、向登记结算公司申请办理有关登记结算业务、修改《公司章程》、办理公司注册资本的

变更登记等” 的规定，公司办理了注册资本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近日，公司完成了上述工商变更登记，并取得了宁波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营业

执照》,公司的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均由30,240万元变更为31,088万元。

特此公告。

宁波联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Ο一四年七月九日

猪肉价格回落

拉低CPI涨幅

□

本报记者 任明杰

在6月份CPI回落的各个因素中，食

品价格的下降成为主因， 而其中猪肉价

格的冲高回落又成为拉低食品价格的重

要因素。业内人士指出，由于能繁母猪存

栏去化不充分等因素影响， 下半年猪价

大幅反弹的概率不大。 从猪肉价格的因

素考虑，下半年通胀压力不大。

拉低食品价格涨幅

6月份，CPI中食品价格环比下降

0.4％，非食品价格则环比持平。 根据此

前商务部等公布的数据， 进入2014年6

月以来，食品价格运行总体平稳、非食品

价格基本稳定，蔬菜、肉类及水产品价格

在后半个月略有回落， 尤其是猪肉价格

经历前期上涨之后，6月后半月有所回

落，6月20日22省市平均猪肉价格已经

跌至5月23日的水平。

根据搜猪网的统计，6月20日全国

出栏瘦肉型生猪均价至12.80元/公斤，

环比跌0.15元/公斤； 猪肉价格至20.32

元/公斤，环比跌0.72元/公斤；三元仔

猪均价24.94元/公斤， 环比跌0.3元/公

斤；全国猪粮比4.92:1，环比下降0.12；

自繁自养出栏头均亏损177元/头，增亏

15元/头。

另据农业部的数据，6月20日，国内

生猪均价为13.01元/公斤， 环比跌0.19

元/公斤；仔猪均价27.15元/公斤，环比

跌0.26元/公斤；猪肉均价20.87元/公斤，

环比跌0.28元/公斤； 猪粮比5.21:1，环

比下跌0.04。

值得一提的是，2014年以来， 猪价

在经历了1-4月的低迷后，5月份生猪和

仔猪价格快速反弹，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能繁母猪的去化速度， 从而成为

6月份猪价冲高回落的重要因素。 统计

显示，5月份， 我国生猪存栏数42809万

头，环比下降0.10%，同比下降4.35%；能

繁母猪存栏数4639万头， 同比下降

7.46%，环比下降1%，较4月的环比降幅

有所收窄。

总体看，6月份食品价格同比上涨

3.7％，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上涨约

1.21个百分点， 肉禽及其制品价格上涨

1.9％，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上涨约

0.14个百分点。 其中， 猪肉价格下降

2.7％，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下降约

0.08个百分点。

猪价反弹空间有限

从下半年各方的普遍预期来看，虽

然猪价反弹是大概率事件， 但反弹力度

有限。从猪肉价格的角度来看，年内通胀

压力不会太大。

7月第一周， 猪价仍然呈现弱势下

行的趋势。 7月4日，全国出栏瘦肉型生

猪均价至12.71元/公斤， 环比微涨0.03

元/公斤； 猪肉价格至19.98元/公斤，环

比跌0.2元/公斤；三元仔猪均价23.57元/

公斤，环比跌0.82元/公斤；全国猪粮比

价4.76:1，环比降0.07点；自繁自养出栏

头均亏损215元/头，增亏15元/头。

从需求端来看，6月之后，猪肉消费

进入淡季， 这也是6月份猪肉价格冲高

回落的重要原因， 而7月份猪价反弹的

概率不大，8月7日立秋之后， 猪肉消费

才会慢慢从淡季向旺季过渡。

而从供给端来看， 由于能繁母猪存

栏去化尚未充分， 猪价在未来仍有反复

的可能。 平安证券指出，2013年9月以来

能繁母猪存栏量环比持续下降， 且进入

2014年呈现加速下降趋势。截至2014年

5月，能繁母猪存栏下降至4639万头，接

近2010年4580万头的能繁母猪存栏低

点。但存栏母猪去化尚未充分，未来猪价

仍有反复。平安证券指出，除了前面提到

的5月猪价快速反弹影响能繁母猪去化

速度的原因之外， 养殖效率提升加大实

际生猪供给产能是另一大重要原因。

打破刚性兑付神话

政策托底预期加码， 市场也对调结构

和促改革可能会延缓感到担忧。 分析人士

指出， 仅仅靠定向宽松政策难以让企业真

正走出经营困局， 必须加快调结构和促改

革的步伐， 真正淘汰落后产能和降低融资

成本，稳妥推进存量改革。

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潘向东表示，

由于改革一般都意味着对既有生产方式的

破坏，短期会对经济增速造成一定压力。 当

前的国内外环境又决定了中国短期不宜出

现过大波动， 故改革的逐步推出必将伴随

一定的托底政策。 若政策托底像过去几年

一样仅着眼于短期的经济增长， 不调整经

济结构， 不解除阻碍中长期经济增长的制

度壁垒，那么空间将越来越小，最终不得不

接受经济的快速出清、被动改革，造成经济

剧烈波动，不利于社会稳定。

管清友表示， 经济转型和改革的核心

是用新经济的总需求扩张来消化旧经济

的存量债务。 地方政府和国企“拆东墙补

西墙” 的高融资需求和刚性兑付神话导致

银行持续为上述无效部门输血。 为此，需

要打破无效部门刚性兑付的神话，通过地

方和国企的违约来引导整个信用体系的

价格重估，迅速处置不良，引导金融机构

助力新经济，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降低融

资成本。

对于淘汰落后产能，分析人士指出，我

国在1998年曾大刀阔斧地拿掉了无效率的

国企，快速处置了银行的不良资产，这为日

后新的经济繁荣周期打下了坚实基础。 当

前中国过剩产能的规模相当巨大， 处理不

好可能导致出现未知的风险， 这也是当前

去产能进展缓慢的一个原因， 但不能靠拖

来解决问题， 必须尽快拿出全局性的解决

方案。

经济宏观热微观冷格局待打破

二季度GDP增速料改善 稳增长更要主动作为

□

本报记者 顾鑫

上半年物价走势平稳，市场预期二季度经济增速有所改善。 随着定向宽松政策加码，全年经济预计呈现窄

幅波动的走势，实现

7.5%

左右的经济增长目标问题不大。 但在宏观经济走势向好的同时，微观层面的企业经营

依然较为困难，需求的扩张还不足以让企业迅速“脱困”。

分析人士认为，宏观热微观冷的局面是经济转型和改革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情况。 要改变这一局面，不能仅

仅靠扩张总需求，在定向宽松的同时，还应加快推进调结构和促改革的力度，否则政策空间可能会越来越小。

宏观经济有所改善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全

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2.3%，环比下降0.1%。 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

价格指数（PPI）同比下降1.1%，环比下降

0.2%。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余秋

梅表示，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降幅连续

3个月收窄，以及部分行业环比连续上涨，表

明当前工业品市场出现了一些积极变化。

物价数据体现了需求的回稳。 自“两会”

后提出稳增长政策以来，宏观经济走势正在开

始出现积极变化。综合多家机构的观点，二季度

经济增速应该不会像此前预计的那样逐季变

差， 预计与一季度比较接近， 甚至有乐观者认

为，二季度经济增速可能超过一季度的7.4%。

中信证券报告称， 二季度经济总体趋

稳， 第二产业在政策刺激下较第二季度略

有改善，由于房地产市场低迷，第三产业改

善不明显。 预计二季度GDP增速与一季度

基本持平。 民生证券研究院副院长管清友

则认为，稳增长政策的效果在5月份的数据

已经较为明显地体现出来， 再加上外需回

暖， 二季度GDP增速可能为7.4%或7.5%左

右，当前已经实现了低位企稳。

从高层表态中也能够看出二季度经济好

转的信息。7月3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湖南

长沙主持召开部分省份和企业座谈会时表

示，当前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处于合理区

间。 城镇就业继续扩大，结构调整稳中有进，

服务业比重进一步提高，产品创新、业态创新

势头良好， 二季度经济发展状况比一季度有

所改善。面对发展中的困难和挑战，既要保持

定力、更要主动作为，在确保经济运行处于合

理区间的同时，更加注重定向调控。

微观好转尚需时日

尽管宏观数据向好，但从微观看，企业

依然面临一定的经营压力， 经营状况好转

尚需时日。 分析人士称，产能过剩、融资成

本高企、 产品技术创新较慢等因素压制着

企业盈利的回升， 尤其是绝大部分工业品

都面临产能过剩的问题。 当前的微刺激主

要是着眼于基建投资， 对于制造业需求的

拉动作用有限， 而小微企业经营的好转往

往也滞后于大企业。

从6月份的PMI数据看，大型企业PMI

为51.5%，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继续位

于临界点以上，但中型企业、小型企业PMI

分别为51.1%、48.4%，比上月分别回落0.3、

0.4个百分点。 另外，进口指数为49.2%，虽

比上月回升0.2个百分点，但仍连续7个月位

于临界点以下， 企业对进口原材料的需求

依然偏弱。 从业人员指数为48.6%，虽比上

月回升0.4个百分点，但仍位于临界点以下，

特别是小型企业从业人员指数为48.3%，继

续低于平均水平。

管清友认为， 微观层面企业经营困难

不会是短期现象， 这是经济转型期必然会

出现的情况。 只有经济到8%的增速企业才

会感到比较舒服， 而当前经济增速的企稳

是一种低位企稳，企业必须加快转型升级，

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

另有分析人士指出，当前经济企稳基础

尚不牢固，下半年经济回调的压力较大。 从

资金缺口看，2014年楼市萧条将致地方财

政收入减少2万亿元； 从投资缺口看，2014

年地产投资在年底将降至10%，基建投资在

6-12月需要增长33%才能对冲这一下滑。

国泰君安报告显示，自6月下旬日均发

电量、建筑业订单、铁路货运量、地产销量

等高频先行指标萎缩， 预示生产和投资走

弱。 6月下旬以来，6大发电集团日均耗煤大

幅下降，即使考虑水电季节性反弹，也难以

弥补火电下降的缺口，总发电量数据自6月

下旬以来出现了显著的下滑。

政策仍存加码空间

分析人士认为， 为实现全年7.5%左右

的经济增速， 政策托底仍有加码的空间和

一定的必要性。

物价数据显示，6月份， 全国居民消费价

格总水平同比上涨2.3%。 其中， 城市上涨

2.4%，农村上涨2.1%；食品价格上涨3.7%，非

食品价格上涨1.7%；消费品价格上涨2.2%，服

务价格上涨2.6%。上半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

格同比下降1.8%， 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

下降2.0%。 6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同比下降1.1%，环比下降0.2%。工业生产者购

进价格同比下降1.5%，环比下降0.1%。

这些数据传递的信息并非都是喜讯。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认为， 物价

上涨压力低于预期，尤其是PPI环比继续下

跌， 说明尽管近期经济增长出现了企稳迹

象，但总需求动能仍然较弱。 实际上，对于

三季度经济走势，市场依然有一定的担忧，

包括去年基数较高以及房地产投资增速的

进一步下滑等。

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徐高则表示，6

月通胀走势保持平稳。CPI数字离全年3.5%

的目标还有相当距离，而PPI则继续同比负

增长。 这样的低通胀压力意味着政策放松

（尤其是货币政策）空间仍然很大。 不过，6

月CPI也不像4月那样低至2.0%以下，PPI也

处在回升过程中。 这应该会减轻决策者对

通缩压力的担忧， 因而也降低了货币政策

进一步放松的压力。

市场预期， 未来政策依然有进一步加

码的空间。 货币政策存在进一步宽松的理

由，但M2增速不太可能大幅偏离13%的既

定目标，这可能是一个约束条件，因而依然

是定向为主。 财政政策还有发力的空间，当

前地方政府的杠杆率偏高， 中央政府却可

以进一步加杠杆。

经济企稳或助大盘

逐步摆脱震荡市

□

本报实习记者 叶涛

分析人士表示，最新公布的CPI及PPI数据表明当前物

价上涨压力不大，工业品市场出现了一些积极变化，宏观经

济正在进一步好转。 这将为下半年的货币政策提供更大的

操作空间，有利于A股投资者情绪回暖，助力股指逐步摆脱

震荡盘整的僵局。

新股“火力” 减弱

对中国经济前景的担忧是此前压制市场做多的重要因

素。今年2月，A股市场曾出现了一轮较为明显的重心下移。

此后政府出台“微刺激” 的稳增长政策，使4月、5月和6月

PMI数据企稳并重回枯荣线以上，大盘指数也顺势在2000

点上方筑底企稳。但在稳增长政策持续加码的格局下，股指

却并未逐日反弹，反而在2000点-2050点之间展开了箱体

震荡。

从盘面看，新股爆发成为近期市场的主要看点。 自6月

26日此轮首批新股上市以来，龙大肉食、飞天诚信等9只股

票无一例外地演绎出无量涨停行情。 旺盛的炒新热情还带

动资金涌向次新股、影子股、小盘成长股，连带相关概念板

块和行业板块也全线飘红。 Wind数据统计，自本轮新股上

市至7月8日，沪综指累计区间涨幅已经达到1.90%，创业板

涨幅则达3.83%。

本周二，依顿电子早盘大跌超过7%，尽管此后仍有抄

底资金涌入， 但大量的出货资金还是迅速将该股股价向下

打压。 该股报收30.72元，跌幅达到4.89%，成为9只新上市

股票中首只出现下跌的股票。周三该股延续跌势，下跌幅度

达5.27%。 龙大肉食、雪浪环境、今世缘也加入“开板” 行

列，新股涨停热潮大幅降温。

随着新股涨停“火力”减弱，周三沪深市场主要指数悉

数飘绿。 沪综指全天跌幅达到1.23%，重新回到箱型震荡区

间； 深成指下跌165.6点， 跌幅为2.25%； 中小板指下跌

2.01%，报收4749.74点；创业板下跌1.85%，跌破1400点整

数关卡，报收1384.58点。

分析人士认为，尽管近期新股爆发带动了市场回暖，但

其根基不稳。 新股发行常态化、涨停潮进一步降温后，市场

的关注焦点将回到经济基本面上。

投资情绪回暖

从6月CPI数据看，食品价格、衣食住行等价格趋于

稳定， 只有家庭服务及加工维修服务同比上涨了7.3%。

分析人士认为， 从中可见目前劳动力价格仍在上行，就

业情况相对乐观。 较为平稳的物价水平为未来政策预留

了较大空间。 预计下半年政府会增加教育、 医疗等方面

的投入，从而带动下游行业的终端需求，通胀压力不大。

而6月PPI同比下降了1.1%，环比略微降低，说明制造业

尤其是上游产业去产能还没有完成， 但其同比下降幅度

已经逐渐收窄。

分析人士认为， 上述两方面的变化显示二季度经济

增速要比一季度好， 前期稳增长政策初见成效， 这为下

半年的政策布局争取到了更大的施展空间， 货币政策有

望保持宽松。对A股市场而言，股市流动性压力也将因此

减小，从而为市场进一步回暖创造较好的环境。 同时，数

据向好将对此前过度悲观的投资心态纠偏， 利于推动做

空力量向做多方向转变， 市场做多力量的信心和实力有

望得到加强。

分析人士表示，面对转型中的中国经济，尽管“调结

构、转方式” 过程中还有诸多不确定因素，但当前政策托底

意愿强烈，下半年经济企稳向好的可能性较大。 总体看，经

济企稳将有利于A股投资情绪回暖， 助力股指摆脱震荡盘

整的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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