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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融通标的证券

增至893只股票

□

本报记者 蔡宗琦

证金公司日前发布的《关于扩大

转融通标的证券范围的公告》 称，为

满足转融通业务发展需要，根据《转

融通业务监督管理试行办法》和《中

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转融通业务

规则（试行）》的相关规定，决定自5

月6日起将转融通标的证券范围由

625只股票扩大为893只股票。

近年来， 相关部门多次针对融资

融券业务扩大标的范围。 2010年初，

融资融券试点工作启动，启动之初，只

有6家证券公司参与试点，90只股票

可以进行融资融券。目前，几乎所有国

内的证券公司都可以开展融资融券业

务， 标的证券也经历了几次扩容，从

285只标的股票， 逐步扩容到510只、

713只，直至最近达914只。

为促进融资业务和融券业务协

调发展，证券业协会、基金业协会、上

交所、深交所上月联合发布促进融券

业务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下转

A02版）

二季度仍有降息空间

□

本报记者 任晓

经济下行压力不减，稳增长政策有望

继续加码。上周政治局会议提出要高度重

视应对经济下行压力， 加大定向调控力

度，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并强调积极的

财政政策要增加公共支出，注意疏通货币

政策向实体经济的传导渠道。 应该看到，

促投资、配合财政政策，都需要货币政策

继续宽松。 预计二季度仍有降息空间。

首先，当前货币条件依然偏紧。

3

月社

会融资余额增速跌至新低，

M2

也降至历

史较低水平。融资和货币增速持续下降导

致货币条件继续收紧。市场机构预计

,4

月

社会融资余额增速和

M2

增速可能继续破

位下行创历史新低。货币条件偏紧仍需靠

降低利率来放松。

其次，

4

月经济数据难言乐观。固定资

产投资增速或继续下行。 去年以来，固定

资产投资增速持续下滑，成为拉低经济增

速的重要原因，基建投资力度加大，也难

以抵消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增速快速下

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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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投资

增速料进一步回落。其他基建投资增长受

制于公共财力不足， 短期难有大的起色。

有机构预期，

4

月投资增速将进一步下滑

至

13.4%

左右。

3

月进出口数据再次双双负增长反映

当前我国经济增长的内需和外需动力不

足。受制于外需不振和实际有效汇率偏高

等因素，今年出口实现增长目标压力依然

较大。

二季度经济反弹力度或有限。产出缺

口持续为负，

PPI

已连续

37

个月负增长，工

业通缩延续。目前，

PPI

跌幅持续扩大趋势

已有所改变， 未来跌幅可能继续收窄，但

年内负增长态势将继续。

PPI

持续负增长，

导致实际利率居高不下。

再次，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宏观

经济面临持续的低通胀环境。 二季度

CPI

同比可能小幅回升， 但回升力度料有限，

继续加大货币政策力度有较大空间。当前

欧盟物价已连续

3

个月负增长， 美国物价

出现持续零增长，外部环境整体处于低通

胀水平。 中国经济增长下行压力不减，宏

观经济基本面对物价的推升力度不足。央

行此前多次降准降息，但目前并未带来大

量流动性投放，不具备大幅抬升物价水平

的货币条件。 食品价格整体保持平稳增

长，猪肉价格持续回升，但不会大幅走高。

非食品价格整体将低位运行，大宗商品价

格可能止跌企稳，但从全球范围看，大宗

商品整体反弹目前缺乏足够的超出供给

的需求作为基础。

此外，政治局会议要求疏通货币政策

向实体经济的传导渠道。 去年以来，利率

市场化改革加速，每次降息都辅以扩大存

款利率浮动区间上限的措施，目前存款利

率浮动区间已扩至基准利率的

1.3

倍，距

离完全放开只剩“惊险一跃”。预期未来央

行还将采取“降息

+

扩大存款利率浮动区

间上限”的组合拳措施，实现利率市场化

的重要一跃。

从国际环境看，美联储下半年加息预

期强烈，我国央行货币政策操作将受到中

美息差变化、 资本流出压力加大的制约。

因此，二季度是降息较合适的时间窗口。

“央企整合” 再入风口

□

本报记者 张怡

五一假期结束后的首个交易日，

“神船” 、“神钢” 、“神通” 和“神油”

上行成为“护盘侠” ，带动指数由弱转

强。尽管A股市场巨震不改，但依旧收出

5月“开门红” ，市场赚钱效应整体萎缩

而局部热力不减。 经历三、四月快速上

涨后，在监管趋严、新股供给增加，以及

稳增长政策加码和改革预期增强的双

重因素交织下， 指数将呈现波动加剧、

小幅慢扬的格局， 而改革预期强烈的

“央企股”将是一大看点。

央企改革主题不断发酵

五月伊始，指数走势偏弱，不过在

政策利好支撑下， 局部热点并不缺乏。

央企整合概念股经历了短暂休整，昨日

风云再起。 武钢股份、宝钢股份、中国重

工、国电电力、国投电力、中国建筑、一

汽轿车等9只股票涨停，中国船舶、中国

联通等个股大涨， 并由此引发国防军

工、公用事业、钢铁和建筑建材等行业

个股走强。 由此，尽管指数波动剧烈、个

股分化，但赚钱效应依旧凸显，A股迎来

五月开门红。

节前， 央企重组股就曾受 “两桶

油” 的合并传闻刺激而集体大涨，中

国石油和中国石化双双出现罕见涨

停，中国一重、中国重工、中国联通等

诸多具有整合预期的央企股出现涨停

潮。 A股市场出现显著的 “二八” 分

化。 不过，国资委和“两桶油” 相继澄

清传闻。

昨日的市场演绎显示出资金并不

会就此偃旗息鼓。 此前，中国南车和中

国北车也曾澄清合并传闻，随后因为整

合而股价大涨两倍以上；中电投与国家

核电的合并也引发核能核电板块强势

演绎。 频频上演的超预期市场表现，促

使市场对其他潜在央企重组概念股产

生遐想。 日前，包括三大石油公司在内

的央企掌门人换帅引发了更强烈的改

革预期。

广发证券指出， 考虑到南北车合

并前多次传言与澄清以及随后显著的

赚钱效应， 目前的央企整合预期行情

表现还不充分， 央企改革主题行情还

会不断发酵。国泰君安证券也指出，央

企改革主题行情将持续。当前，央企改

革试点正加快推进， 央企整合随改革

加速，建筑工程、机械装备、造船、钢铁

冶金有色、 电信设备等领域央企首先

受益。

震荡不改长牛格局

行情巨震的同时，政策面暖风频吹

使局部热点并不会缺乏。 昨日央企股大

涨除受到改革预期驱动外，还与稳增长

政策加码预期有关。 4月30日召开的中

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多方面稳增长政策，

对基建相关的公用事业、钢铁、建筑装

饰等板块形成提振。

受益于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

要》的获批，昨日早盘，京津冀一体化

指数直线拉升至4%以上， 一度领涨大

盘， 随后虽然涨幅收窄， 但收盘上涨

2.42%。 电力指数大涨7.7%位居涨幅榜

前列， 接近三分之一的电力股涨停，表

现抢眼。

值得关注的是，昨日二八分化再度

显现。 在沪市上涨0.87%的情况下，（下

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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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荡季紧盯政策指挥棒

全线升水

上证50期指望迎风上行

融资客均衡布局

板块轮动料延续

港股后市乐观 资金加速南下

近期资金持续看好港股，除此前已火爆的QDII和港股通再接再厉外，一种

名为“跨境股票收益互换” 的渠道开始受到机构投资者青睐，成为资金加速南

下的第三渠道。

希望金融 新希望感受农村互联网力量

3月18日，新希望打造农村互联网金融的“希望金融”上线，短短一个半月，

便呈现出燎原之势。新希望力图借助农村互联网金融提供的专业服务在产业互

联网时代点燃企业的“新希望” 。

A07�公司新闻

“三桶油”集体换帅

石油系统人事调整拉开帷幕。“五一” 假期刚过，“三桶油”相继宣

布换帅：原中海油总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王宜林任中石油集团董事长、

党组书记，周吉平到龄退出领导班子；原中国工程院副院长王玉普任中

石化集团董事长、党组书记，傅成玉到龄退出领导班子；原中海油总公司

总经理杨华任中海油总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接替王宜林。

A07�公司新闻

逾50家公司并购重组标的业绩“不达标”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统计，截至5月4日，今年以来已有50多家上市公司

发布并购重组相关资产业绩未达此前承诺触发补偿机制的公告。 还有部分

上市公司年报披露并购重标的业绩未达预期将引发后期补偿等情况。

A10�货币债券

宽松未完 债牛犹健

分析人士指出，4月PMI数据显示二季度经济仍在寻底、 企业盈利

能力下滑，通过降息等宽松政策引导社会融资成本下降势在必行，在此

背景下，未来利率曲线有望继续呈现“牛陡”行情。当前债券投资者最好

的策略是持券待涨、不折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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