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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筹成长热舞 大小盘股共升

三维度布局“夏热” 行情

□

本报记者 徐伟平

上周末央行意外降准使不少人预期

本周一牛市将再度狂奔。 不过，股指周一

高位巨震，尾盘更出现快速跳水，蓝筹与

成长双双下挫，让投资者大呼意外。 投资

者尚未从调整中醒过神来，成长军团周二

率先反弹， 周三蓝筹与成长再度共舞，大

小盘指数实现共升。 目前，经历一季度春

暖，行情步入“夏热”期，这并非是说指数

将开启逼空行情，而是指个股赚钱效应将

被充分激发，建议投资者从滞涨、主题、新

兴这三个维度布局。

蓝筹成长共冲锋

上周末央行降准政策发布使投资者

对本周一A股表现颇为关注。在重磅利好

推出后，市场反而震荡调整，蓝筹与成长

双双下挫，出乎多数投资者意料。不过，在

震荡调整一个交易日后，周二小盘指数止

跌反弹，带动主板指数企稳。 沪深两市周

三更是出现蓝筹成长共舞、大小盘双升的

和谐景象。 周三，上证综指上涨2.44%，收

报4398.49点，距4400点仅一步之遥。 深

证成指上涨2.15%， 收报14749.13点，在

刷新本轮上涨新高后，继续向15000点发

起冲击。小盘股指数则续演“新高秀” ，中

小板指上涨2.85%，收报8775.93点。 创业

板指上涨2.68%， 突破2600点， 收报

2634.93点。 中小板和创业板双双刷新历

史新高。

早盘传媒、计算机、电子等新兴产业

板块强势领涨， 吹响成长军团反攻号角，

不过，尾盘券商股快速拉升，海通证券和

西部证券更是强势涨停，申万非银金融指

数大涨5.50%，成为周三领涨龙头。 券商

股此前高位震荡整固，周三强势崛起对大

盘构成支撑。券商股尾盘冲锋体现市场风

格逐渐均衡化，蓝筹与成长同升共舞。

在昨日正常交易的2340只股票中，

有2214只股票实现上涨， 占比达94.6%。

其中，156只股票涨停，429只涨幅超过

5%，969只涨幅超过3%。 从上涨个股数

量、涨幅看，个股周三迎来普涨，市场赚钱

效应凸显。 在下跌的114只股票中，中国

北车和中国南车两只前期的“明星股” 在

列，分别下跌5.79%和4.96%，跌幅位居第

一位和第二位。南北车虽然前期掀起涨停

潮，但在本周打开涨停板后，面临的资金

高位抛压较重，仍很难止跌反弹，显示即

便在市场普涨背景下， 个股分化依然存

在。（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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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街的小书店

□

本报记者 张怡

行走于金融街购物中心这个大牌

云集之地，一间装饰清新的小书店意外

映入笔者眼帘。 在如此寸土寸金之地，

这家小书店如何经营？ 带着这个问题，

笔者便进入小书店一探究竟。

原木与淡绿色调的清新风格让人

轻松舒适， 书架错落有致地分布在店

中。 走近收银台，笔者才发现这不仅仅

是个书店，还是个兼具咖啡厅功能的会

员制“书吧”，能提供私人聚会和阅读空

间，会员线上线下活动十分丰富。

放在店门口的两个大书架摆满与

金融街风格相契合的财经、 经管类书

籍，再往里走是旅行、饮食和各种畅销

书，最里面是中外文学书。显然，这家书

店对客户的精准定位是金融界的白领。

午后时分，小书店客人渐多，不少周边

写字楼的上班族饭后来到这里，或为放

松精神而阅读，或来此清静之地为下午

的工作加油。有母亲带着孩子在这片对

金融街来说罕有的静谧的人文环境中

休闲。还有不少人像笔者这样怀着好奇

心东张西望。

细看这家书店的宣传册，笔者才发

现这是凤凰传媒旗下的品牌，已在多地

开设十几家分店。 可见，在实体书店生

存环境日益严峻的今天，这种模式正在

逐步获得认可。“开业四个多月，办会员

卡的人挺多的。 ”收银台的年轻服务生

热情介绍，“一般中午和傍晚客人比较

多。 ”显然，这就是笔者身边的一个传统

涉新的转型案例。 在受诸多新生事物冲

击时， 传统出版商主动转型拥抱新模

式、新媒体和新需求，以另辟蹊径摆脱

生存困境。 有新意就有机遇，基于自身

优势的传统涉新趋势难以阻挡。

证监会副主席姜洋表示

将允许台资RQFII投资大陆资本市场

□

本报记者 王小伟

证监会副主席姜洋4月22日在第五

届两岸及香港《经济日报》财经高峰论坛

上表示， 证监会将研究进一步降低QFII

资格门槛、 允许QFII投资大陆国债期货

等问题。 待《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实

施后，将允许台资金融机构以人民币合格

境外机构投资者方式投资大陆资本市场，

进一步便利台资证券公司申请大陆QFII

资格，允许符合条件的台资金融机构按照

大陆有关规定在大陆设立合资公司并提

高持股比例等。

姜洋表示，在不断加快多层次资本市

场体系建设的过程中，证监会按照“推动

资本市场双向开放” 的总体要求，不断提

升资本市场的开放水平， 并积极从台、港

先行先试。

在积极推进两岸资本市场的交流与

合作方面，姜洋表示，近年来，随着两岸经

贸合作不断加强，以及《海峡两岸经济合

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ECFA）的稳步

实施，两岸资本市场的交流与合作不断扩

大和深化。

截至2015年3月底， 共有30家台资金

融机构获批大陆的QFII资格，获得QFII投

资额度合计66.70亿美元； 批准了4家台资

金融机构在大陆设立合资基金管理公司，

12家台资证券公司在大陆设立25个代表

处，24家台资企业在大陆A股市场上市。

姜洋指出，2014年12月，两岸第二次

证券及期货监管合作会议在北京举行，双

方就两岸资本市场的发展与合作进行了

有益的沟通和讨论，证监会将研究进一步

降低QFII资格门槛、 允许QFII投资大陆

国债期货等问题。

同时，两岸证券期货领域已建立起良

好的沟通机制， 信息和人员交流日益频

繁，形式更加多样，内容更加丰富。（下转

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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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启动自由贸易账户外币服务功能

□

本报记者 高改芳

4月22日， 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发布

《关于启动自由贸易账户外币服务功能

的通知》，正式宣布上海市开展自贸试验

区分账核算业务的金融机构可按相关要

求向区内及境外主体提供本外币一体化

的自由贸易账户金融服务，标志着自由贸

易账户外币服务功能的正式启动。

金融机构可按《通知》要求，提供经

常项下和直接投资项下的外币服务。这是

人民银行积极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推动

上海自贸试验区新一轮金融改革的重要

举措，也是4月20日国务院发布《进一步

深化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

放方案》 后人民银行上海总部推出的第

一项金融举措。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认为，上

述举措主要实现了两大突破：一是原先的

自由贸易账户中并不能使用外币，而这次

可提供外币服务；二是提供经常项下和直

接投资项下的外币服务。经常项目是指商

品贸易和服务贸易。这两项贸易项下可使

用外币将使企业能有效规避汇率风险，提

高本外币使用便利性。这次明确开放的是

“直接投资” ，证券投资是不包括在内的。

所以，资本项下进一步开放可能还需后续

政策进一步明确。

2014年6月，经人民银行总行批准，

人民银行上海总部推出了自由贸易账户

相关政策， 受到了自贸试验区各界的广

泛欢迎。截至目前，已有17家金融机构启

动了自由贸易账户金融服务， 共为区内

和境外主体开立了12466多个自由贸易

账户，跨境结算量达到1403亿元，境内

结算量达到1743亿元， 基本满足了区内

实体经济开展涉外经济投资活动的需

要， 服务实体经济和金融改革开放的效

应充分显现。自由贸易账户业务启动后，

人民银行总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对自由

贸易账户业务积极指导， 并对运行情况

组织了评估。评估认为，自由贸易账户的

可兑换安排获得了社会各界和境内外的

普遍认同， 其基于分账核算管理的风险

防控机制在前期运行中体现了 “防火

墙” 作用。 自由贸易账户监测管理信息

系统较好地实现了对自由贸易账户各项

业务和资金流动的动态监测， 本外币一

体化协调工作机制也已建立。 从综合服

务功能定位和风险防控机制两方面看，

自由贸易账户具备了启动外币服务功能

的条件。

本次自由贸易账户外币服务功能的

启动，将大大提升自贸试验区的金融服务

水平， 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制度安排。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有利于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便利企业和金融机构的金融活动。 自由

贸易账户外币服务功能的启动，将为企

业提供账户内本外币资金兑换便利，降

低融资成本和汇兑成本，更好地管理汇

率风险。 金融机构对企业参与国际竞争

中的金融服务需求也可以有更好地响

应和跟进，提供具有国际水准的金融服

务，为境内金融服务的改进提供示范效

应。 （下转A02版）

“四大门派”逐鹿

股权众筹上演“速度与激情”

股权众筹成为互联网金融又一个风口，巨头纷纷入局，当前股权众筹平台

已形成由早期草根、电商巨头、传统金融集团和创投分别成立的“四大门派” 。

无论从政策导向还是政策支持，股权众筹正在走向发展的高峰期。

股基仓位几近“满血”

新兴产业遭大举增持

截至一季度末，公募基金资产管理总规模超过5万亿元，单季利润总额达

4946亿元。 一季度，股票型基金仓位超过九成，可谓“满血狂奔” 。 信息技术等

新兴产业的发展前景值得期待，成为基金大举增持的重要板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