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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货币债券

资金利率向下

供需改善可期

周四银行间货币市场利率多数小幅下

行，前期流动性供需偏紧的状况有所好转。市

场人士表示， 央行引导社会融资成本下降的

意图明确， 货币市场利率有望重新企稳于下

一台阶水平，但短期内由于降准尚未到位、资

金外流担忧仍存， 货币市场融资难度下降速

度可能相对缓慢， 未来流动性实质性改善将

是一个渐进过程。

险资：控制仓位 精选标的

海外市场或迎更大布局

□

本报记者 李超

上市保险公司近期陆续披露2015年半年

度报告， 上半年资本市场对投资收益的贡献由

此量化显现。对于下半年的投资策略，上市保险

公司高管表示，将积极探索一级市场的空间，调

整险资投资组合， 在控制好仓位的基础上精选

具备长期投资价值的优质标的，严格管控风险。

同时， 海外投资成为上市险企关注的投资

热点。 在“积极但不着急”的前提下，海外投资

有望获得更多进展。中国人寿高管表示，将广泛

撒网、稳步推进，考虑在合适的时候用人民币资

产换汇开展投资。分析人士认为，考虑到不同区

域经济周期因素，还有很大空间可供配置资产，

而不动产投资是海外投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上半年投资收益同比上升

截至8月27日，除中国太保，中国平安、新

华保险、 中国人寿相继披露2015年半年度报

告。数据显示，上半年资本市场投资带来的收益

增加成为业绩贡献的来源之一。

中国平安半年报显示， 其保险资金在保持

固定收益类资产配置为主的基础上， 抓住上半

年权益市场的投资机遇， 总投资收益率创近年

新高， 上半年实现年化净投资收益率5.1%，同

比提高0.1个百分点。 年化总投资收益率7.7%，

同比提高3.4个百分点。 期内净投资收益为

406.22亿元，同比增长27.4%，主要原因是固定

收益类投资利息收入和权益投资分红收入增

加。 期内净投资收益率为5.1%，主要原因是公

司优化资产配置，动态配置权益资产，且权益投

资分红收益率同比上升。在投资组合中，权益投

资占总投资资产的比例由2014年末的14.1%上

升至2015年6月30日的17.5%。

新华保险半年报显示， 上半年继续坚持

“权益类投资总体上保持积极思维， 固定收益

总体不做大规模配置， 选择高收益项目进行点

配置，压缩非标资产规模” 的投资策略，增加权

益类仓位。在市场上涨阶段，权益类投资坚持绝

对收益理念， 随着市场上涨逐步减持取得了可

观的收益。截至报告期末，新华保险投资资产规

模较上年末增长2.5%，主要来源于投资收益增

加和保险业务净现金流入。 其中， 股权型投资

1206.85亿元， 在总投资资产中的占比为

18.8%，较上年末上升7.5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

其增加了股票和基金投资占比， 股票和基金在

总投资资产中的占比较上年末上升了6.3个百

分点。 报告期内， 其实现净投资收益149.06亿

元，同比增长9.2%，年化净投资收益率为4.8%，

较上年同期下降0.3个百分点。

中国人寿半年度报告显示， 上半年投资组

合方面加大了权益类资产和其他金融产品的配

置力度。截至报告期末，权益类投资配置比例由

2014年底的11.23%升至16.84%， 总投资收益

率为9.06%， 包含联营及合营企业投资收益在

内的总投资收益率为9.07%， 考虑当期计入其

他综合收益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净额后综合投资收益率为10.56%。

此前，A股四家上市保险公司均在2015年

中期业绩预增公告中将业绩增长的主要原因归

为上半年投资收益同比上升， 这与已披露的实

际情况相符， 也与行业整体发展方向一致。

2015年上半年， 保险资金投资收益创新高，其

中权益类投资起到较大作用。 截至6月末，保险

公司资金运用余额为103684.49亿元， 较年初

增长11.11%；资金运用收益5105.12亿元，同比

增加3203.77亿元，增长168.50%，平均收益率

5.16%。 固定收益类投资中，银行存款和债券占

资金运用余额的比例出现显著下降， 权益类投

资中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占比明显上升。

投资“调结构”意图隐现

分析人士表示， 保险资金投资正迎来结构

调整窗口。一方面，定期存款和债券占比呈现下

降趋势，债券结构更加偏向于高收益债券。（下

转A02版）

A股初企稳 信心重建中

□

本报记者 张怡

上证综指8月18日上摸4006.34点后便

陷入凌厉的调整之中， 至周三指数最低触及

2850.71点，调整幅度近28%。 随着利空释放

和利多发酵，周四场内活跃格局初现，上证综

指结束五连阴格局收出小阳线， 初现企稳态

势。 尽管盘中波动较大，但热点大面积复活，

下跌个股仅有300余只， 赚钱效应显现和金

融股强势护盘促使观望资金开始入场。 机构

人士表示，阶段性底部正逐步形成。 不过，量

能未能放大显示资金跟进动力不强， 短线波

动在所难免，信心重建仍需时日，投资者宜保

持谨慎。

金融股大涨 沪指重上3000点

昨日上证综指高开于3085.42点，随后逐

步震荡回落，下午最低触及2906.49点。 尾盘

金融股强劲拉升， 指数快速上扬， 最高触及

3085.42点，收盘上涨5.34%，报3083.59点。深

证成指上涨3.58%，收于10254.35点；创业板

指上涨3.67%收于1959.49点，中小板指上涨

3.85%收于6933.05点。 沪深两市成交额分别

为4042.89亿元和3610.16亿元， 分别环比周

三减少逾575亿元和712亿元，缩量格局仍未

能打破。

股指期货表现更为强劲。 沪深300股指

期货四个合约收盘涨幅均超7.3%， 其中

IF1509收盘上涨7.32%至3030.8点。 上证50

期指四个合约涨幅均超9%，中证500期指四

个合约涨幅均超5.9%。

行业方面，28个申万一级行业全部上

涨。 非银金融和银行涨幅分别达8.02%和

7.62%；国防军工全天维系领涨格局，收盘上

涨6.31%；建筑装饰、汽车和休闲服务涨幅均

超5%；此外，还有8个行业涨幅超过了4%。概

念方面，除西藏振兴概念和ST概念外全部飘

红，燃料电池、迪士尼、上海自贸区和沪股通

50指数涨幅均超6%。

个股方面，上涨个股达2021只，下跌个

股仅237只。 其中，涨停股数接近240只，跌停

股仅27只。

信心重建需要时间

随着“救市” 组合拳的实施，A股市场逐

步止跌企稳，资金态度好转，机构投资者逐

步趋于乐观。 不过，市场筑底之路并非一蹴

而就，反弹将伴随着波折，投资者仍要谨慎

参与。

资金流向方面，据Wind数据，沪深300

获得104.26亿元资金净流入，其中银行、非银

金融和国防军工板块是吸金主力。 近期连续

大额“抄底” A股的沪股通在周四再获48.99

亿元净买入， 由此连续四日沪股通累计净买

入金额超过287亿元。（下转A02版）

CFP图片 制图/韩景丰

27日上证综指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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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谨慎乐观

瞄准确定性机会

A06

沪深300现净流入

抄底盘撬升大金融 A09

持仓格局利于多头

期指涨势有望延续

A11

明日《金牛理财周刊》

养老金入市渐近

实力大户多空对决

养老金入市之前， 市场以剧烈震荡向投

资者暗示风格即将切换。 这个过程无疑是痛

苦的，即便是身经百战、有近十年操控亿元资

金的专业投资者，也有不少损失惨重，但长线

投资者的坚守还是让我们看到了价值投资的

曙光。

乐观情绪升温 外围股市反弹

□

本报记者 张枕河

27日， 受到中国内地股市乐观情绪带

动，加之美国经济数据强劲等因素，亚太区

主要股指全线收涨，欧洲、美国股市以及原

油期货价格盘中也明显走强。 美国商务部

27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美国今年第二

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修正值为环比

折算年率增长3.7%，较初值2.3%大幅上修。

截至27日收盘，日本日经225指数收涨

1.08%，中国香港恒生指数收涨3.6%，中国

台湾TAIEX指数收涨1.41%，澳大利

亚标普/ASX200指数收涨1.23%， 新加坡

富时海峡时报指数收涨2.52%，印尼雅加达

综合指数收涨4.55%。

截至北京时间27日21时40分， 欧元区

斯托克50指数上涨3.37%，英国富时100指

数上涨 2.85% ， 法国 CAC40指数上涨

3.32%，德国DAX指数上涨3.29%，意大利

富时MIB指数上涨2.69%。美国道琼斯工业

平均指数上涨1.21%， 标普500指数上涨

0.97%，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1.52%。

NYMEX原油期货上涨 3.47%至每桶

39.95美元。

期指投机氛围降温 监管效果进一步显现

□

本报记者 王小伟

中金所系列股指期货管控措施出台两

日以来，期指市场投机氛围进一步降低，成

交量稳步下移，监管效果进一步显现。业内

人士表示，剔除现货市场波动显著的因素，

期指市场实质上已有较大幅度降温。 专家

呼吁，在周五保证金调整到位后，未来相应

的保证金调整应更谨慎， 确保市场资金使

用效率。

截至27日收盘， 期指三个产品总成交

量237.71万手， 较26日继续下降近7万手，

较25日的302.73万手减少逾65万手， 成交

量呈现逐步下滑趋势。

业内人士分析，近两日股市波动较大，

期指成交量逐步下行， 说明监管措施的效

果正在逐步发挥。 一般来说，当市场波动增

加时， 作为避险工具的股指期货成交量会

相应增加。 据美国市场统计， 当股指上涨

1%时，股指期货的交易量增加7.32%，当股

指下跌1%时， 标普500股指期货的交易量

增加7.82%。 2015年8月18日至8月24日，美

国标普500指数累计下跌9.71%， 而标普

500股指期货的成交量增加365.45%，即增

加3.65倍； 标普500股指期货持仓量增加

10.76%。因此，近期我国股指期货成交量在

市场震荡加剧的情况下走低， 实质上说明

投机氛围已明显降温。

另据了解，中金所此次分步提高股指期

货非套保持仓交易保证金，由10%逐次提高

至20%，将于本周五提升到位。 信诚基金数

量投资总监提云涛表示，保证金水平是股指

期货市场的基础规则之一，在保证金已提升

到20%的基础上，应高度注重市场参与者的

资金使用效率。目前保证金水准与境外市场

相比已处于大幅偏高水平，如新加坡A50股

指期货的保证金水平只在6%-7%左右，境

内外市场资金使用效率差距也已较大。专家

表示，对于“提保”手段应审慎考虑，在未来

必要的调节中， 应优先使用调整交易额度、

交易成本等手段， 保持必要的市场效率，保

障股指期货平稳运行和功能发挥。

A07�公司新闻

中国石油

上半年净利下降逾六成

工商银行

上半年净利1494亿元

农业银行

上半年净利1045亿元

战略布局良机凸显

多家公司上演“增持潮”

8月19日以来，已有近200家上市公司发布大股东或董监高增持公告。 业

内人士表示，逆市增持说明一些公司股票价值已经回归到合理区间。

A08�公司新闻

次新股公司业绩分化

上半年次新股上市公司业绩呈现分化之

势。截至8月27日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共

有31家次新股上市公司净利润出现下降，占

已发布中报的次新股公司总数的38.75%，

其中有10家公司净利润下滑幅度超过20%；

同时，有49家公司净利润则出现上涨，其中

21家公司净利润增长幅度超过20%。

蓝筹行业ETF获抢筹

对于后市，基金经理认为，风格分化仍将

继续，银行、保险、消费、多元金融、家用电器、

医药等因为估值回归合理， 获得资金青睐的

概率相对较大。事实上，近日已有部分资金开

始布局蓝筹风格的ETF，尤其是消费、医药、

金融地产等主题ETF。

A06�基金/机构

银行入市资金软着陆

“岸边”蹲守投资机会

A股市场经历巨幅调整后，市场底部有望在震荡中慢慢筑成。 因此，银行资

管人士表示，在增加固定收益类资产比重的同时，未来不会放弃二级市场的机

会，目前不少银行都在重点研究和投资对接量化对冲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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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保监会指定披露保险信息

中国证监会指定披露上市公司信息

中国银监会指定披露信托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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