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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新轮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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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步反弹 蓄势上行

□

本报记者 徐伟平

大盘周一、周二深幅调整，周三下

探后上演V型反弹大戏，上证综指重返

4900点上方。 目前来看，市场情绪不断

修复，但考虑到资金紧张期，反弹步伐

不会太快。 中期而言，暂时性回撤为投

资者提供了入场良机，有望打开市场继

续向上空间。

盘中V型反弹

本周前两个交易日， 市场大幅调

整，沪综指接连跌破5000点、4900点整

数关口，个股更是普跌，恐慌情绪蔓延。

昨日沪综指小幅高开后， 震荡上扬后，

再度出现快速跳水， 最低下探4767.22

点。此后，股指不断向上，最高上摸

4983.66 点 ， 收 报

4967.90点，上涨

1.65% 。 深成指上涨 1.93% ， 收报

17405.57点。 小盘指数由于弹性较高，

再度成为反弹“急先锋” ，中小板指数

上涨1.38%，收报11385.38点；创业板

指数上涨4.20%，收报3741.36点，重返

3700点关口。

题材热点趋活跃。 119个Wind概

念指数全线飘红，国资改革、燃料电池、

移动支付和广东国资改革指数涨幅均

超过 4% ， 分别上涨 6.16% 、5.31% 、

4.92%和4.43%。

在正常交易的 2326只股票中，

1799只股票上涨， 占比达77%， 其中

154只股票涨停，474只股票涨幅超过

5%，902只股票涨幅超过3%；在下跌的

515只股票中，渤海活塞、灵康药业、乐

通股份等9只股票跌停，33只股票跌幅

超过5%，119只股票跌幅超过3%。在经

历了连续两个交易日普跌后，个股迎来

难得的普涨，场内赚钱效应恢复有助重

聚人气，有利于后市行情演绎。不过，场

内个股分化特征依然显著，部分股票仍

处在下跌通道中。

回撤打开上行空间

即便在牛市中也不存在只涨不

跌的现象，与熊市相比，牛市可能会

以急跌释放压力，突破5000点关口后

快速回落也验证了这一点。 目前来

看， 本周大幅调整不是牛市拐点，连

续回撤反而为指数打开继续上行空

间，以时间换空间，缓步反弹料成为

市场主旋律。

从宏观上来看，这轮牛市伴随经济

转型，助力经济转型和改革成为牛市新

特征。 （下转A02版）

新三板公司转战主板三大路径渐明晰

真正意义上的转板制度尚未成行，但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新三板挂牌公司登

陆主板市场，其路径包括借壳上市、“摘牌+常规IPO” 、被上市公司并购。

券商股何时“王者归来”

资本扩张加速、以互联网证券为核心的业务创新步伐加快、深港通等政策

预期……多重利好成为券商股进入“黄金季” 的重要驱动力。 然而，券商股能

否走出一波上涨行情有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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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加大重点领域有效投资

进一步强化城镇棚户区和城乡危房改造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

新华社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6月17日主持召

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大重点领域有

效投资，发挥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的多重

作用；决定进一步强化城镇棚户区和城乡

危房改造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确定实施

“三证合一” 登记制度改革，方便创业创

新； 部署运用大数据优化政府服务和监

管，提高行政效能。

会议认为，通过实施定向调控和各

方努力，当前经济运行中的积极变化增

多。 为继续有效应对下行压力，推进解

决突出的结构性矛盾，要抓住原材料价

格较低的有利时机，针对发展“短板” 、

民生重点领域和亟需解决的问题， 深化

投融资体制改革，加大有效投资，这可以

收到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和增加公共

产品、增强发展后劲一举多得之效。会议

决定，一是通过调整结构、盘活存量，增

加安排中央投资， 重点投向农村电网升

级改造、粮食仓储设施、城镇污水处理设

施、 城区老工业区和独立工矿区改造搬

迁等，带动更多地方和社会投资。二是在

加快推进水利、 中西部铁路等7类重大

工程包建设的基础上，积极筹划新兴产

业、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现代物流、

城市轨道交通4类新的工程包。 三是引

导金融机构建立快速通道，加快重大工

程、PPP项目等贷款审批。促进有效投资

持续增长。

会议指出， 加快城镇棚户区和城

乡危房改造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事关

千百万住房困难家庭生活改善，是惠民

生、稳增长相互促进的重大举措，必须

在已有成效基础上迈出更大步伐。会议

决定，按照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

化部署，实施三年行动计划，改造包括

城市危房、 城中村在内的各类棚户区

1800万套，农村危房1060万户，同步规

划和建设公共交通、水气热、通讯等配

套设施。 会议要求，要加快审批，做好土

地征收、补偿安置等前期工作。 加大政

府投入，农村危房改造补助由县级财政

直接发放到户， 推进棚改货币化安置，

推动市县政府购买棚改服务并列入财

政预算，对存在缺口的，可依法由省级

政府代发地方政府债券予以支持。 鼓

励以特许经营等方式开展市场化融资，

支持加大信贷投放。 加强工程质量和

资金监管。 让住房困难群众尽早搬入

新居。 （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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