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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看点

银行重启伞形配资

短期风险可控

A03

沪深300再获

250亿元资金净流入 A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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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监会指定披露信托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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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底线思维 维护A股稳定健康发展

□本报评论员

A

股市场的连续、大幅下跌正给不少

投资者特别是散户投资者带来恐慌，恐慌

情绪的蔓延又对市场运行产生负反馈效

应，个体理性变成群体非理性，加剧了股

市波动。对此，我们应当看到，在明显受到

投资者预期影响的资本市场，信心比黄金

更重要。 目前，中国经济企稳向好的态势

没有改变，决策层强调的底线思维没有变

化，

A

股市场要实现平稳健康发展是有条

件、有能力的，市场各参与主体应群策群

力，坚定信心。

习近平总书记早就明确提出，要善于

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 凡事从坏处准备，

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 做到有备无患、遇

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 在中国经济面

临“三期叠加”压力，步入经济发展新常态

以来，决策层就是善用了底线思维，平衡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的关系，灵活把握

财政、货币政策松紧度，守住了经济减速

不失速、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

底线。

同样， 对于目前的股市连续下跌，我

们也应善用底线思维，防止发生系统性区

域性金融风险。 应当说，目前股票市场的

连续、大幅下跌已呈现非理性特征，应警

惕其向金融市场、实体经济蔓延带来的危

害。 与过往不同的是，本轮市场涨跌有大

量杠杆资金参与，这是

A

股市场首次面对

这种状况。这些杠杆资金来源于各大金融

系统， 比如场内的证券公司两融资金，场

外的银行配资、伞形信托、配资公司以及

互联网金融企业借贷等，各金融市场之间

存在联动或链条效应。这些资金既有以往

投资股市的存量资金，也有储蓄“搬家”的

居民存款，还有产业资本。 如果股市连续

下跌最终演变成一场金融风险，将对金融

市场造成严重冲击， 也会影响居民消费、

产业资本再投资等实体经济发展。 而目

前，新股暂停发行意味着资本市场融资功

能的暂停。 对此，我们应坚持并善用底线

思维，旗帜鲜明地维护

A

股市场平稳健康

发展，做最坏的打算，争取最好的结果。

实际上，

A

股市场要实现平稳健康发

展是有条件、有能力的。 李克强总理在中

法工商峰会闭幕式上的致辞中指出，培育

公开透明、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资本市场

和货币市场。在会见首届世界华侨华人工

商大会全体代表时，李克强总理表示：“我

们有信心、 有能力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推

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

目前，资本市场长期向好的逻辑没有

变化。 经济基本面向好的态势没有改变。

短期看，经济增速有望触底企稳；中长期

看，经济内生增长动力在增强，将为资本

市场长牛行情奠定坚实的宏观基础。全面

改革红利继续释放的趋势没有改变，市场

将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将为资本

市场健康发展打下坚实的制度基础。居民

大类资产向金融市场转移的趋势没有改

变，未来权益投资需求将保持稳健上升的

态势，股市中的资金并不稀缺。 大力发展

直接融资的政策取向没有改变， 大国崛

起、产业升级以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都

离不开一个强大的资本市场，资本市场的

战略地位将更为重要。

当然，

A

股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离不

开各市场参与主体的共同努力。 证监会主

席肖钢在今年初的全国证券期货监管工作

会议上强调，加强系统性风险监测监控，切

实防范市场内外部风险相互传导、 交叉叠

加， 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风险的

底线。市场人士普遍认为，底线思维是强心

剂，更是助力器，把握好、运用好可有效增

强市场信心，建议监管部门做好各种预案，

多策并举，引导市场预期，增强市场信心，

防止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

此外，机构投资者、上市公司应主动

承担责任，维护市场稳定。 机构投资者应

践行价值投资理念，起到稳定市场情绪的

中流砥柱作用。上市公司应着力主营业务

发展， 在非常时期采取回购等多种方式，

加强市值管理。 媒体应坚守客观、真实等

职业规范，传递正能量。 散户投资者应不

传谣、不信谣，提高自我保护能力。

“中信系”扫货主力席位添新面孔

北京呼家楼营业部席位7日买入平安银行金额达17.48亿元

□

本报记者 叶涛

沪深交易所7日盘后公开交易信

息显示，中信证券北京呼家楼证券营

业部席位出现在7只股票的买入金

额前五位。 这7只股票分别为兖州煤

业、海南矿业、平安银行、富奥股份、

鞍钢股份、双汇发展、洋河股份。 其

中， 买入平安银行的金额最大，达

17.48亿元。

根据公开交易信息，当日中信证

券北京呼家楼营业部席位是平安银

行买入金额最大的席位。 兖州煤业、

海南矿业、富奥股份、鞍钢股份、双汇

发展、洋河股份分别获得该营业部席

位2.10亿元、0.34亿元、0.77亿元、3.40

亿元、3.71亿元和2.74亿元的买入。

此外，公开交易信息显示，平安

银行、富奥股份、鞍钢股份、双汇发

展、 洋河股份7日也获得中信证券北

京总部证券营业部席位买入，金额分

别为7.91亿元、0.60亿元、1.55亿元、

3.24亿元、8.2亿元。当日，该营业部席

位还分别买入凯迪电力、顺发恒业和

金科股份0.19亿元、0.14亿元和0.33

亿元。

中信证券总部证券营业部席位

在7月2日至6日期间买入积极， 不仅

金额较大，且涉及个股多，如金地集

团、中国石油、中航动力、中海油服

等。6日深市的公开交易信息显示，该

营业部席位还买入国海证券、山推股

份、同花顺等。

当前中国经济进入转型发展关键时期，资本市场作为践行中国梦的重

要载体，在促进经济转型、调整产业结构和创新驱动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

的资源配置作用。 面对近期证券市场的非理性波动，为了稳定市场预期，增

强投资者信心，促进市场尽快恢复健康平稳状态，深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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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上市公司作

出如下声明：

一、我们将诚信经营、规范发展，努力强化企业核心竞争力，以真实稳

定的业绩回报投资者，以此奠定证券市场的基石。

二、我们将在法律法规许可的情况下，积极探索股份回购、增持、股权

激励、员工持股计划等措施，积极推动上市公司开展市值管理，以实际行动

切实维护市场稳定。

三、我们将持续提高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积极践行投资者关系管理，

增进彼此之间的了解与信任，切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深圳是改革开放的拓荒牛， 深圳的无数上市公司也在资本市场金手

指的点化下，实现了一次次的升级腾飞。 我们坚信，中国经济企稳向好的

态势没有改变，全面改革红利释放的趋势没有改变。 展望未来，我们将以

实际行动坚定股东信心，共同维护资本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物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德赛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特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神州数码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拓邦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证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天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美盈森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雅致集成房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浩宁达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新亚电子制程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金新农饲料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易尚展示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天源迪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中青宝互动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国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银之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新国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英唐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信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雷曼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迪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佳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翰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光韵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方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瑞丰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佳创视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长方半导体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聚飞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任子行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珈伟光伏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麦捷微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华鹏飞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艾比森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上市公司

关于共同维护证券市场持续稳定的倡议

2015年7月8日

深圳市上市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