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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给期指施加了“9日魔咒”

业内人士指出，每逢9日便出现大幅震荡，体现了牛市下股指暴涨后急跌

的特征。 对A股而言，“魔咒”之下便是“黄金”无数。 从此前规律来看，在当前

牛市格局中，巨震过后蕴含更大的上涨机会。

“4时代”资金转投估值洼地

上周A股走势跌宕起伏，市场短期震荡仍难停止。 不过，在政策以及资金的

双重驱动下，指数继续向好仍是大势所趋，整理后有望继续创新高。 此时，估值

洼地成为逐利资金的首选。

A股市场全面放开一人一户限制

中国结算12日发布的 《关于取消自然人投资者A股等证券账户

一人一户限制的通知》 明确，4月13日起，A股市场全面放开一人一

户限制，允许自然人投资者根据实际需要开立多个沪、深A股账户及

场内封闭式基金账户。12日发布的修订后的《证券账户业务指南》明

确，同一投资者最多可以申请开立20个A股账户、封闭式基金账户，

只能申请开立一个信用账户、B股账户；同一投资者只能申请开立一

个一码通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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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季度GDP增速料在7%左右

□

本报记者 任晓

一季度宏观经济金融数据将于本周

起陆续公布。 多家机构报告预测，一季度

GDP或在7%左右。

国家信息中心报告认为，当前房地产

市场调整与分化并存， 通货紧缩风险显

现，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但改革持续释放

红利， 宏观调控政策继续发挥支撑作用，

宏观经济运行有望缓中趋稳，预计一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为7%左右。交

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报告预计， 一季度

GDP增速在6.9%左右。

交行报告认为， 一季度三大需求中，

出口回暖、消费平稳、投资回落，内需不足

将导致经济增速进一步放缓。 外需形势

明显回暖带动出口增长，1-2月出口增速

大幅走高至15.1%，对除中国香港以外的

主要出口伙伴的出口增速均大幅走高，

出口指标成为当前经济增长为数不多的

亮点。 虽然1-2月名义消费增速下降到

10.7%，但实际消费增速处于11%的稳定

水平，物价走低导致名义消费增速低于实

际消费增速。 1-2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

降至13.9%， 是拉低经济增速的主要原

因，基建投资的高增长难以抵消房地产和

制造业投资增速的快速下滑。 1-2月工业

增加值同比增速降至6.8%，为近6年来最

低水平。

中金公司报告认为， 从基本面来看，

由于政策放松带来的房地产边际改善不

足以改变房地产弱势格局，经济仍然存在

较大下行压力，产出缺口持续为负，叠加

央行货币政策放松之后导致货币条件偏

紧，核心通胀难有显著回升。 尽管通缩风

险略降低，当经济下行压力扔大，一季度

GDP或跌破7%。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

究报告预计， 一季度GDP下滑至6.85%

左右，消费物价指数（CPI）为 1 .2%

左右。

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稳增长政策

力度仍需加大。 中金公司报告认为，去年

经济增速一路下滑， 货币环境逐步放松，

但包括货币增速、实际有效汇率和实际利

率在内的综合货币条件指数仍在下滑。在

货币条件没有显著改善甚至继续收紧的

情况下，经济动能的回升主要是企业补库

存的推动，但汇率PMI的反弹只是持续了

1-2个月，3月重新下滑，预计经济在去杠

杆周期下仍有较大的下行压力，货币政策

仍需要继续放松。

“多牌照”擎引金融股“拉风”

□

本报记者 李超

多金融牌照企业颇受市场关注，

相关个股在上周4000点关口冲刺中

成为“拉风” 的焦点。在银行、证券、期

货、保险、基金、信托、租赁七张牌照

中，国内目前已有约20家集团或资本

体系取得了五张以上的牌照业务资

格，一批尚未集齐“牌照卡”的企业近

年来在金融领域动作频频。

分析人士认为，金融板块“王者

归来” ， 为投资者提供了从券商、保

险、多元金融、券商影子股等不同梯队

做出配置选择的可能。 在综合金融效

应驱动下， 各类牌照合力发挥的资本

功能将有望显示出“1+1>2”的成果，

而集团资源内部的整合重组将带来协

同效应，催生估值修复需求。金融板块

的上涨会给参股公司带来不菲的投资

收益， 下一阶段的股市还将呈现券商

业绩高速增长、银行股估值修复、保险

板块再度发力等特点， 综合金融相关

个股值得关注。而资产证券化、注册制

改革有望成为下一步推动多牌照金融

主体发展的引擎。

多金融牌照主体方兴未艾

近日，安邦保险入手天津信托的消

息成为市场关注热点。虽然安邦保险官

方渠道尚未证实此事，但有关其全金融

牌照布局的话题再度引发热议。

近年来，对于金融牌照的获取，多

家市场主体都在积极运作， 较多以集

团或资本体系的力量推动，而“全金

融牌照” 也成为时髦说法。 中国证券

报记者梳理相关信息发现，在银行、证

券、期货、保险、基金、信托、租赁七张

牌照中，国内目前已有约20家集团或

资本体系取得了五张以上的牌照业务

资格。其中，国资背景的市场主体占比

接近三分之二。中信集团、光大集团已

集齐上述“牌照卡” 。

民资背景企业虽然所占席位有

限，但发展势头近年来频频惹眼，平安

集团的综合金融战略成为代表案例。

“明天系” 所涉及的银行、证券、保险、

信托等各类机构不止一家， 业务板块

涵盖较其他市场主体更为多元。

“一牌之遥” 的市场主体发力趋

势未减。 国资背景企业中，方正集团、

国家电网、华能集团、中航工业的下设

业务均尚未获得银行牌照。 而在民资

背景企业中， 安邦保险等公司的布局

较为醒目。公开资料显示，安邦保险集

团目前金融版图中， 包括了成都农商

行、基金、租赁、证券、保险等板块业

务。如果安邦保险获得信托牌照，则将

向全金融牌照再靠近一步。万向集团、

复星集团、 泛海控股等企业涉猎的金

融牌照或缺席银行、 证券， 或缺席信

托、租赁，虽尚未达到“一牌之遥” ，但

近年来也在金融领域有更多动作。

在金融牌照的获得上，出于相关监

管要求，短期内，一些企业或市场主体

还很难集齐“牌照卡” 。 某上市公司高

管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由于申请牌

照时需要与不同的监管部门来往，而金

融行业下的各类业务发展情况不尽相

同， 需要做的准备工作也有很大差别。

企业在战略布局时， 也不能仅仅为了

“大而全”去争取所有牌照，而要考虑

自身发展需要，有所选择，积极谋划。

收购可能是较为便捷的办法之

一。某民营银行董事会成员认为，对于

获取部分金融牌照而言， 收购现有公

司股权，最终实现控股，可能是较为便

捷的方式之一。 因为对应的人才队伍

筹备需要时间， 而牌照的申请进度也

受制于多重因素， 发起设立新公司的

不确定性相对较高，而如能收购成功，

则有助于公司在业务融合、 加速发展

上取得先机。

4000点关口金融板块“拉风”

A股市场在上周成功站上4000

点关口，“拉风” 的各板块中，券商、银

行、保险的影子时隐时现。统计数据显

示， 申万非银金融指数上周累计上涨

10.07%，涨幅在28个申万一级行业指

数中位居首位， 银行板块表现也引发

市场关注。（下转A02版）

3000点到4000点

233只股票上演翻倍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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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积金新政频出

楼市渐入量增价稳新常态

近期有关楼市政策的调整出台后， 多地即进入细则密集发布时间。

4月以来，已有浙江、珠海、辽宁、深圳、上海、南京等多个地方对此前公

积金政策作出相应调整： 降低公积金贷款比例或者提高公积金贷款额

度，释放出明显的鼓励刚需入市信号。

相关机构数据显示，进入4月以来，虽受清明小长假影响，但多地商

品住宅成交量同比出现不同幅度上涨， 与去年同期相比出现明显反弹。

但值得关注的是，成交量的增长并未带动成交价格出现明显上涨。 分析

人士认为，楼市新政出台后，个别城市楼价有望企稳回升，但整体来看，

“量增价稳”或将成为楼市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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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推进“企业政府双到位” 的投融资创新

规范市值管理行为 发挥市值管理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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