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金经理谨慎乐观

□本报记者 张昊

此前持续的市场反弹引来公募基金持续

净申购，不过，27日市场再度深幅调整。 公募基

金人士表示，如果市场二次探底，基金净申购可

能很快转为净赎回。

借基入市

金牛理财网数据显示，7月13日至24日，

142只股票型基金和125只混合型基金净值

反弹幅度超过20%。 短期内净值快速反弹引

发公募基金持续净申购， 借基金抢反弹成为

一些投资者的共同选择。 多家公募基金人士

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从反弹第一周开始，

基金赎回就有所减弱。

以深圳某中型公募基金为例， 在今年

上半年的牛市行情中， 其管理的权益资产

规模翻番， 一举进入千亿规模基金公司行

列。 前期市场调整导致公司资产规模快速

下降， 近期的持续净申购则使公司资产规

模有望重回千亿大关。

对于业绩一贯出色的基金， 市场触底

之时出现申购并不意外。 7月初市场深幅

调整使得上半年净值涨幅名列前茅的“牛

基” 规模下降。 随着行情好转，申购额不断

增加。不过，多只公募基金为控制规模纷纷

关闭申购。优势基金再度关闭申购，一方面

说明市场反弹使得人气快速恢复，另一方

面表明基金经理对于市场未来走势保持

谨慎。

公募基金净申购和销售渠道的大力配合

也有较大关系， 基金公司与银行渠道沟通较

密切。 （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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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资金存管 推动网贷健康发展

专家认为， 监管层希望通过银行机构来规范和促进网贷行业的发展，让

作为信息中介的平台、 起支付作用的三方支付以及交易清算的银行机构各

司其职，让一些不合规的平台出局，同时引导互联网金融朝着普惠和小微的

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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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储加息渐近 新兴市场货币贬值

分析人士指出，如果美联储在年底之前如市场预期加息，被提前“透支”

的市场恐慌情绪反而将缓解，新兴市场货币可能企稳，资金大幅外流趋势有望

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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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家北斗概念公司

上半年业绩预喜

27日，A股市场大幅下调，北斗概念公

司振芯科技、华力创通等依然保持红盘。业

内人士表示， 两颗新一代北斗导航卫星发

射升空， 标志着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向全球

覆盖的建设目标迈出坚实一步。 北斗亚洲

组网两年多以来， 北斗相关公司业绩逐步

得到体现，振芯科技、华力创通等均预计今

年上半年业绩将大幅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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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

证券投资成绩可观

截至27日， 共有29家上市公司披露

了上半年证券投资情况，涉及证券117只，

投资金额59.5亿元。 其中，13家上市公司

出现交叉持股情况， 持有股票达54只，投

资金额达18.9亿元。 在“炒股” 上市公司

中，兰州黄河、罗牛山、城投控股等成绩突

出，在前期市场快速上涨中获利颇丰。

A11�商品期货

高库存压低油价

化工品现跌停潮

市场预期美联储年内加息以及伊朗原

油出口增长， 加之沙特等欧佩克国家石油

产量居高不下， 国际油价已经步入低价时

代。受原油价格连续下跌等因素影响，昨日

国内期货市场上相关能化品遭遇重挫，塑

料、甲醇、沥青等品种封死跌停。

二次探底 夯实基础

□本报记者 徐伟平

受多重因素影响， 本周首个交易日A股

再现重挫。 上证综指失守3800点，以近8.5%

的幅度创下8年多最大单日跌幅。 深证成指

和创业板指数跌幅逾7%。 不计算ST个股和

未股改股，两市跌停个股约1800只。

分析人士指出， 市场连续上涨后的调整

实属正常，目前，市场信心逐渐恢复。

再现普跌

在4000点平台盘桓数日后，周一上证综

指小幅低开后震荡回落，午后跌幅逐步扩大，

尾盘出现一波快速跳水，最低下探至3720.44

点，收报3725.56点，下跌8.48%。 深成指下跌

7.59%，中小板指数下跌7.76%，创业板指数

下跌7.40%。

行业板块方面，28个申万一级行业指数

全线尽墨，申万轻工制造、休闲服务和综合指

数跌幅相对较小， 分别为5.63%、5.93%和

5.99%；申万非银金融、建筑装饰和国防军工

指数跌幅居前，分别为9.62%、8.90%和8.72%。

个股方面， 正常交易的2251只股票中，

仅有77只股票上涨，占比仅为3%，其中25只

股票涨停； 在下跌的2172只股票中，2077只

股票跌幅超过5%，1915只股票跌幅超过9%。

股指期货方面， 三大期指早盘维持低位

震荡， 下午快速下挫， 多头几乎未做过多抵

抗。 在中证500期指跌停之后，沪深300期指

和上证50期指也直逼跌停板。 截至收盘，沪

深300期指主力合约IF1508报3647.8点，下

跌10%； 上证50期指主力合约 IH1508报

2435点，下跌8.79%；中证500期指主力合约

IC1507报7341.4点，下跌10%。 三大期指成

交量出现萎缩。 沪深300期指总成交量为

181.4万手， 较上一交易日减少20.1万手；上

证50期指总成交量为28万手，较上一交易日

减少6707手； 中证500期指总成交量为16.4

万手，较上一交易日减少36976手。

港股方面，恒生指数再度下破年线，下跌

3.09%。 恒生国企指数下跌3.84%。 （下转

A02版）

证监会：证金公司未退出并将择机增持

一些个人大户集中抛售股票不排除恶意做空的可能

□本报记者 王小伟

近日一些媒体报道，猜测“国家队”已经

撤出，不再救市了。 对此，证监会新闻发言人

张晓军27日表示，这完全不符合事实。 证监

会将继续把稳定市场、稳定人心、防范系统性

风险作为工作目标，全力做好相关工作。中国

证券金融公司没有退出，并将择机增持，继续

发挥好稳定市场的职能。

据反映， 近期有一些个人大户集中抛售

股票，是否存在恶意做空的情形？ 对此，张晓

军指出，不排除有这种可能。证监会正组织力

量对有关线索进行核查，一经查实，将严厉惩

处。欢迎社会各界向我们举报，提供线索。 证

监会证券期货违法违规行为举报中心的举报

电话是：88060082，88060055。 网址：http:

//jubao.csrc.gov.cn。

关于证监会场外配资核查工作的进展情

况，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张晓军27日介绍，在前

期对恒生网络场外配资业务专项核查工作的

基础上，27日，证监会组织稽查执法力量赴上

海铭创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浙江核新同花顺

网络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进一步核查有关线

索，监督相关方严格执行证监会的相关规定。

国家能源局：大工业用电需求预期持续好转

对未来经济增长的信心增强

□本报记者 刘杨

27日， 国家能源局召开上半年全国能源

形势发布会。 国家能源局副局长刘琦指出，

上半年传统用能行业需求大幅回落， 能源生

产、 投资、 进口增速下滑， 能源供需总体宽

松； 同时， 全国能源消费领域新热点和亮点

不断涌现。 初步预计， 上半年全国能源消费

总量同比增长约0.7%，下半年能源需求将有

所回升。

上半年能源消费同比增长0.7%

刘琦指出，上半年能源领域呈现“生产总

体平稳、投资增速放缓、进口有升有降、消费增

速回落” 态势。

从生产看， 上半年全国原油产量1.1亿吨，

同比增长2.1%；天然气（含煤层气、页岩气）产

量674亿立方米，同比增长4.3%；发电量2.7万亿

千瓦时，同比增长0.6%；煤炭产量约17.9亿吨，

同比下降约5.8%。

从投资看， 上半年全国电源工程完成投资

1321亿元，同比增长7.6%；电网工程完成投资

1636亿元，同比下降0.8%；石油和天然气开采

业固定资产投资1169亿元， 同比下降6.5%；全

国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固定资产投资1686亿元，

同比下降12.8%。

从消费看， 四大主要用煤行业中除化工行

业外，电力、钢铁、建材行业用煤量均有所减少；

预计上半年全国石油表观消费量约2.6亿吨，同

比增长3.2%； 天然气表观消费量约915亿立方

米，同比增长1.4%；全社会用电量累计2.7万亿

千瓦时，同比增长1.3%。

能源消费新热点不断涌现

刘琦指出，当前我国经济增长正处在“调

结构、转方式” 关键阶段，新旧动力转换仍在进

行中，增速换挡压力有所加大。 不过，当前能源

消费低速增长、 市场供需宽松的格局也为能源

结构调整优化提供了契机，一些能耗低、附加值

高的新兴产业能源消费较快增长，能源消费新

热点和亮点不断涌现。

一是清洁能源比重进一步提高。 上半年全

国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同比增长16.0%， 非化石

能源发电量约占全国发电量的22.9%， 同比提

高3.0个百分点。

二是用电增长动力从二产向三产转变的趋

势更加明显。 上半年，二产用电量约占全社会

用电量的72.3%， 比重比去年同期下降1.2个百

分点。 三产用电约占全社会用电量的12.8%，比

重比去年同期提高0.8个百分点。上半年1.3%的

全社会用电增速中， 三产上拉了1.0个百分点，

居民上拉了0.6个百分点， 而二产下拉了0.3个

百分点，三产对全社会用电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76.3%。

三是高端装备制造业和轻工业带动制造

业用电回升。上半年制造业用电累计同比增长

0.1%，增速较前5月提高0.2个百分点。 制造业

中的交通运输电气电子设备制造业和轻工业

中的医药、工艺品、食品及纺织业5个行业以占

全社会10.4%的用电量，合计上拉用电增速0.5

个百分点 ， 对全社会用电增长贡献率达

38.1%。

四是实体经济对未来经济增长的预期向

好。上半年国网经营区大工业用户业扩报装申

请新增容量累计同比增长2.3%，增速较前5月

提高4.6个百分点， 自去年下半年以来首次实

现正增长。 大工业用电需求预期持续好转，显

示实体经济对未来经济增长的信心增强。

刘琦表示，初步判断，下半年我国宏观经

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 但从第二季度主要宏

观经济指标和能源指标看， 国家一系列稳增

长政策的效果逐步显现， 这一趋势将更加明

显。 预计下半年能源需求较上半年将有所回

升， 全年能源消费将保持中低速增长， 能源

供需仍将延续总体宽松的格局； 全年用电量

将达5.7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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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面平稳偏松

隔夜利率继续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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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仍待修复

期指震荡料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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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荡分化

精选个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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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生AH溢价指数

跌逾4%

A08

制图/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