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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重股助推“5·19” 行情重现

本周二，在券商股爆发引领下，权重股集体发力，上证综指大涨百点，两市

普涨特征显著，时隔十六年再度激发投资者对“5·19” 行情的回忆。 与当年

“5·19” 行情一致，当前市场也处于国企改革、经济下行和政策牛市的背景下，

不过不同于此前牛市起点，当前处于牛途进行中，后续行情演绎尚需关注量能

变化及改革政策落地情况。

股东抢“跑” 基金留守高价股

尽管神奇的“神创板” 上涨节奏丝毫不减，但连续的大幅上涨已经超出部

分公司大股东的想象空间。 就在部分公募基金等机构投资者看多创业板之时，

一些创业板公司的大股东开始高位减持。 5月以来，已经有超过四分之一的创

业板公司披露大股东减持的情况。与此同时，一些机构表示将继续坚守，短期内

并无大幅调整风险。

去年12386中国证监会热线

共收投诉9909件

记者从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限责任公司获悉，2014年，

12386中国证监会热线共收到投资者投诉9909件，占热线有效工单总

数的23.41%。 其中，投资者投诉类诉求主要涉及的市场主体以上市公

司为主，投诉上市公司达4009件，占比4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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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平：地方政府债务置换一举多得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表示， 随着地方政府债务置换举措出

台，蒙在这一问题上的面纱终于揭开。 前一阵子市场关注偏重于债务置

换的货币政策含义，事实上地方政府债务置换是一举多得的。

中国制造2025明确9项战略任务

□

据新华社电

经李克强总理签批，国务院日前印发《中国制

造2025》，部署全面推进实施制造强国战略。 这是

我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十年的行动纲领。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科技创新的主

战场，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当前，全

球制造业发展格局和我国经济发展环境发生重

大变化， 必须紧紧抓住当前难得的战略机遇，突

出创新驱动，优化政策环境，发挥制度优势，实现

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

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

《中国制造2025》提出，坚持“创新驱动、质

量为先、绿色发展、结构优化、人才为本” 的基本

方针，坚持“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立足当前、着

眼长远，整体推进、重点突破，自主发展、开放合

作” 的基本原则，通过“三步走” 实现制造强国

的战略目标：第一步，到2025年迈入制造强国行

列；第二步，到2035年我国制造业整体达到世界

制造强国阵营中等水平；第三步，到新中国成立

一百年时，制造业大国地位更加巩固，综合实力

进入世界制造强国前列。

围绕实现制造强国的战略目标，《中国制造

2025》明确了9项战略任务和重点：一是提高国

家制造业创新能力；二是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

度融合；三是强化工业基础能力；四是加强质量

品牌建设；五是全面推行绿色制造；六是大力推

动重点领域突破发展， 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产

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

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 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

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农机装备、新材料、

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等十大重点领域；七

是深入推进制造业结构调整；八是积极发展服务

型制造和生产性服务业；九是提高制造业国际化

发展水平。

《中国制造2025》明确，通过政府引导、整

合资源，实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智能制

造、工业强基、绿色制造、高端装备创新等五项重

大工程，实现长期制约制造业发展的关键共性技

术突破，提升我国制造业的整体竞争力。

为确保完成目标任务，《中国制造2025》提出

了深化体制机制改革、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完

善金融扶持政策、加大财税政策支持力度、健全多

层次人才培养体系、完善中小微企业政策、进一步

扩大制造业对外开放、健全组织实施机制等8个方

面的战略支撑和保障。（相关报道见A02版）

回避“结构性风险”让慢牛成色更足

□

本报记者 李波

不论牛市还是熊市，风险管理都是投

资过程中的重要环节。 当前，改革红利释

放，货币宽松延续，牛市格局未变，系统性

风险有限。不过，在短期宽幅震荡、轮动分

化背后，结构性风险隐现。 投资者在拥抱

泡沫、享受牛市盛宴的同时，不宜盲目追

涨杀跌，应理性投资，趋利避险。

股海沉浮，潮起潮落。在股票投资过程

中，风险无时不在、无处不有。 如果说顺势

而为是股市生存不二法门， 那么管控风险

则是长期成功首要秘诀。从巴菲特的“尽量

避免风险，保住本金”，到查尔斯·埃利斯的

“不要把精力放在回报率上， 而要管理风

险”，无不告诉投资者风险管控的重要性。

风险不只存在于熊市， 牛市也有风

险，而且管控难度更大。 原因在于牛市做

多热情高涨，风险易被忽视和淡化，往往

积累到相当程度才会爆发；牛市中追涨杀

跌的“羊群效应”更加凸显，也会放大风险

杀伤力。因此，身处牛市，在盛宴和狂欢中

保有冷静和理性，顺势趋利的同时不忘规

避风险，才是战胜市场、穿越波动、实现盈

利最大化的关键。

当前，在通缩风险隐现背景下，货币

和财政政策双双放松， 产业利好密集发

布，稳增长政策加码，改革转型深入推进。

市场利率下降提升股票估值中枢，流动性

宽松和改革红利驱动的慢牛行情仍在继

续。大类资产加快向权益投资迁移配置已

成趋势，

A

股中长期上行空间充足。 这意

味着市场系统性风险较小，整体调整空间

有限。 不过，获利盘兑现、产业资本减持、

中小创泡沫膨胀、新股发行提速、去杠杆

等因素陆续出现，令市场运行至

4500

点后

步入宽幅震荡和轮动分化阶段，背后隐藏

的结构性风险隐现。

比如“两融”去杠杆。随着两融余额快

速攀升， 杠杆资金对市场影响力日益加

大，由此引发的波动风险随之上升。 作为

情绪和资金放大器，融资融券是把“双刃

剑”，融资杠杆既能撬动市场加速上行，也

会变身偿还潮成为调整阶段助跌利器。两

融操作活跃的主力资金多以短线交易为

主，风险承受能力较强，操作风格激进，此

类资金异动将加剧市场波动。再加上伞形

信托收缩、 两融保证金比例上调等因素，

前期融资买入规模占比大的部分蓝筹股

仍将面临主动和被动去杠杆的压力。

比如创业板泡沫。 “改革牛”意味着

以创业板为载体的新兴产业股将持续成

为市场主角， 巨大的赚钱效应令股价上

涨和增量资金形成正反馈， 极限市值估

值法令市场对创业板传统市盈率的畸高

趋于宽容。 （下转A02版）

制造业站上

改革创新风口

□

本报记者 刘兴龙

国务院日前印发 《中国制造

2025

》。 大而不强、产能过剩是多年来

中国制造面临的难题，借助《中国制造

2025

》指引，我国制造业有望迈向改革

创新的风口。

《中国制造

2025

》 是我国为实现

“从制造业大国向强国转变， 缩短在

高端领域与国际差距”的“三个

10

年”

战略中的第一步，主线是信息化与工

业化深度融合，“云联网

+

传统工业”

融合有望成为中国新一轮制造发展

制高点，驱动“中国制造”向“中国智

造”加速转变。

不同于之前的产业规划战略，《中

国制造

2025

》是我国第一次从国家战

略层面为建设制造强国而制定的一个

长期战略性规划。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

球第一制造大国。 但在巨大的制造业

体量规模背后， 是我国制造业技术品

质工艺相对落后与严重的产能过剩，

我国制造业一直以来“大而不强”的现

状亟需改变。

必须清醒地认识到， 全球制造业

正在以日新月异的速度发展， 我们不

仅需要解决消化产能过剩带来的资源

配置问题， 也要看到通过创新驱动提

升技术水平的紧迫性。近几年，全球范

围内新兴的云联网信息技术向各领域

渗透，正不断加速新的变革的产生。可

喜的是， 我国在云联网领域快速发展

取得的一些局部优势， 有望成为制造

业变革助推器。 不过，从整体看，我们

与世界制造业强国之间仍有差距。

《中国制造

2025

》部署了全面推

进实施制造强国战略。 创新驱动不

只是简单地添加互联网信息化的

元素。 （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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