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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倒挂”个股掘金路径浮现

业内人士指出，除业绩增长确定、高送转等个股值得投资者关注外，部分跌

破定增预案价格、员工持股成本、大股东增持成本的“价格倒挂”个股也可能存

在投资机会。 一旦市场回暖，上述标的或有较强的反弹预期。

6月制造业PMI与上月持平 非制造业PMI环比上升

经济增长动能进一步向服务业倾斜

□

本报记者 任晓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国家统计

局服务业调查中心1日发布的数据显

示，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为50.2%，与上月持平，连续4

个月保持在临界点上方。同日公布的非

制造业商 务 活 动 指 数 （PMI） 为

53.8%，环比上升0.6个百分点。

制造业活动预期走弱

交行金融研究中心报告认为，制造

业生产指数连续4个月高于52%， 原材

料库存和产成品库存两端齐上升。但订

单指数走弱，购进价格和供应商配送时

间指数下降，制造业活动预期走弱。 此

外，非制造业PMI上升至53.8%，非制

造业总体扩张步伐有所加快，经济增长

的动能进一步从制造业向服务业倾斜。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高级

统计师赵庆河认为，非制造业PMI比上

月上升0.6个百分点， 新订单指数为

51.3%，比上月上升1.8个百分点，表明

市场需求改善， 非制造业总体稳中有

进，扩张步伐有所加快。

赵庆河介绍，分行业看，服务业市

场需求增速加快，商务活动指数比上月

上升0.3个百分点至52.3%，走势总体平

稳。其中，金融业、互联网及软件信息技

术服务业、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

务业、 邮政业等行业业务总量增长较

快。 住宿和餐饮业、交通运输业等行业

商务活动指数位于临界点以下，表明企

业业务总量有所减少。 值得关注的是，

3月份房地产业商务活动指数升至临

界点以上后， 一直保持在扩张区间，房

地产业整体呈现企稳迹象。

受近期房地产市场回暖和国家重

点建设项目逐步落实的影响， 建筑业

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 商务活动指

数为62.1%，环比上升4.2个百分点，为

年内高点；新订单指数为54.0%，比上

月上升2.8个百分点， 市场需求增速有

所加快。

外贸形势仍较严峻

数据显示，制造业新订单、新出口

订单、 在手订单分别为50.1%、48.2%、

44.6%，分别下降0.5、0.7、0.1个百分点。

新订单指数降至近两年半的低点，表明

当前需求较为疲弱。上个月在手订单指

数有所反弹，但6月则回落，企业订单

的减少将影响未来生产。 交行报告指

出，出口订单指数下降幅度较大，全球

经济回暖并没有带动外需的改善，当前

外贸形势较为严峻，（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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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弹非坦途

分析人士预计，短期超跌反弹行情将一波三折，市场信心修复需要一定时

间。不过，当前牛市并未终结，而是进入了下半场。 短期市场风格偏向低估值蓝

筹和具确定性的成长白马股。

A股交易结算收费标准8月起下调

交易经手费下降30%�交易过户费下降约33%

□

本报记者 王小伟

为进一步降低投资者交易成本，

沪、深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公司经研究， 拟调低A股交易结算

相关收费标准。 7月1日，沪、深证券交

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负责

人就降低A股交易结算收费标准回答

了记者问。

针对“2012年，沪、深证券交易所

和中国结算曾大幅降低A股交易经手

费和交易过户费。 近期有无进一步降

低收费标准的考虑” 问题，相关负责

人表示， 为进一步降低投资者交易成

本，沪、深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公司经研究， 拟调低A股交易结

算相关收费标准。

沪、 深证券交易所收取的A股交

易经手费由按成交金额0.0696‰双边

收取调整为按成交金额0.0487‰双边

收取， 降幅为30%。 在0.0487‰中，

0.00974‰转交投资者保护基金 ,

0.03896‰为交易所收费。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收取的

A股交易过户费由目前沪市按照成

交面值0.3‰双向收取、深市按照成

交金额0.0255‰双向收取， 一律调

整为按照成交金额 0.02‰双向收

取。按照近两年市场数据测算，降幅

约为33%。

相关负责人表示，沪、深证券交

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将抓

紧完成相关准备工作， 于8月1日起

正式实施。

公募基金：结构性行情在调整中酝酿形成

精选个股重要性上升

□

本报记者 徐文擎

近期A股市场调整剧烈， 继6月30日

多位私募大佬齐齐建议投资者积极把握

投资良机后，昨日晚间华夏基金和中欧基

金也首度发声，相信未来A股结构性的市

场行情将在调整中逐渐酝酿形成，仍然看

好后市表现，但行业挖掘和精选个股重要

性上升。

华夏基金认为， 暴跌是风险释放，市

场机会往往是跌出来的。 在改革继续深

化、大类资产转移趋势并未改变、货币政

策中性偏松进而中长期利率持续向下、宏

观政策协力实现经济增速区间管理的大

背景下，未来A股结构性的市场行情将在

调整中逐渐酝酿形成。

首先， 改革牛的市场逻辑依然成立。

随着改革向纵深发展，经济发展不确定性

降低，投资者信心也将持续上升。由此，改

革牛的逻辑不但依然成立，而且根基更加

牢固，而未来改革的硕果也将持续成为市

场挖掘重点，为理性而坚定的价值发现者

带来丰厚的投资回报。

第二，股市资金保持充裕。 在货币政

策保持中性偏松的背景下，市场整体资金

面充裕的状况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中长

期无风险利率向下的趋势将延续。与此同

时，居民大类资产从房市向股市万亿级别

的“再配置” 还在持续，未来权益投资需

求将保持稳健上升的态势。

第三，宏观政策稳经济目标明确。 4

月降准后银行体系流动性改善明显，但央

行在过去这个周末依旧推出了更具结构

性和针对性的定向降准，以缓解小微企业

和“三农” 部门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与此

同时，取消商业银行存贷比限制的制度变

革将消除银行放贷的制度约束，有助于降

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一系列政策措施对

于保持市场活力、推动大众创业和万众创

新无疑是重要的支持，显示出政府对保持

经济合理增速的坚定态度。

最后，市场经过快速深幅回调，风险

得到释放，估值吸引力有所回升。 市场经

过整体超过20%的快速下跌，大中型蓝筹

股整体估值趋于合理，风险收益比明显改

善。目前，上证50动态市盈率约11倍，沪深

300动态市盈率约15倍，基本与成熟资本

市场的平均水平一致。（下转A02版）

A07�公司新闻

TCL集团拟7.95亿元回购公司股份

TCL集团1日晚公布关于首期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预案，

公司拟以上限10.05元/股，资金上限为7.95亿元，回购公司发行股份。

若全额回购，预计可回购不少于791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约0.65%。

证监会优化两融机制：可展期 不强平

两举措扩大证券公司融资渠道

□

本报记者 王小伟

证监会1日晚间发布《证券公司融资融

券业务管理办法》， 并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步发布《融资融券

交易实施细则》。 《管理办法》及《实施细

则》此次主要修订内容包括：建立融资融券

业务逆周期调节机制， 合理确定融资融券

业务规模，允许融资融券合约展期，优化融

资融券客户担保物违约处置标准和方式。

同日， 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张晓军答记者问

表示， 证监会采取两举措扩大证券公司融

资渠道。

证监会表示，现行《证券公司融资融券

业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管理办法》）

为证监会2011年10月发布， 根据融资融券

业务发展实践需要，证监会研究修改了《管

理办法》。 2015年6月12日，证监会就《证券

公司融资融券业务管理办法（草案）》向社

会公开征求意见。 截至目前，共收到各方反

馈意见70余件。 从反馈意见情况看，社会各

界对本次修订稿总体认可，普遍认为本次修

订建立了逆周期调节机制，完善了风险防范

措施，优化了业务运行机制，有利于促进融

资融券业务健康发展。 同时，有关各方也提

出了一些具体修改建议。

经研究，证监会吸收了进一步明确客户

适当性要求的建议，将“最近20个交易日日

均证券类资产不低于50万元” 等要求，明确

为开立信用账户的条件，并修改完善有关条

文，以提高操作性。 对于目前已开立信用账

户但证券类资产低于50万元的客户， 可继

续从事融资融券交易。对“取消参与融资融

券的准入门槛” 等建议，考虑到贯彻落实客

户适当性管理的要求，未予采纳。

证监会表示，为促进证券公司融资融券

业务健康发展，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合法权

益，《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此次主要修

订了以下内容：

一是建立融资融券业务逆周期调节机

制。借鉴境外市场经验，在《管理办法》中明

确，证监会建立健全融资融券业务的逆周期

调节机制，对融资融券业务实施宏观审慎管

理。（下转A02版）

A06�基金/机构

部分基金试探性加仓

对于近期的市场，部分基金表示，鉴于前期已经经历过暴跌，本周

沪指在4000点左右徘徊， 预计再次出现瀑布式下跌的可能性比较小，

他们已开始尝试小幅加仓。 不过对于后市，他们认为，虽然从中长期来

看，牛市的逻辑并没有被破坏，但短期来看，市场的悲观情绪也需要时

间消化，市场短期或将维持震荡态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