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公司股东拟减持底价遭“洞穿”

部分上市公司大股东披露的减持计划中曾设定减持底价，而在近日

市场大幅调整之后，一些公司股票最新收盘价已低于此前设定的最低减

持价，加上集中竞价交易需提前15个交易日公告，这意味着这些公司大

股东的减持行为近期无法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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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刊启事

根据国家有关201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和沪深交易所

春节期间休市安排， 本报从2016年2月7日起休刊，15日恢复正常

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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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研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案

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

□

据新华社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

1月26日下午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

组第十二次会议，研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方案、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森林生态安

全工作。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会生

产力水平，落实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去产能、

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从生产

领域加强优质供给，减少无效供给，扩大

有效供给， 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

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供给体系更好

适应需求结构变化。

会议分别听取了国家发展改革委、财

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人民银行、国务院

国资委关于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

本、 补短板的8个工作方案思路的汇报，

听取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长江经济带

发展规划纲要的汇报，听取了国家林业局

关于森林生态安全问题的汇报。领导小组

成员进行了讨论。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 制定好方案

是做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础。 要把

思想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推进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的决策部署上来。 去产能、去

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是工作重

点，关系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开局、关

系到“十三五” 的开局。 各地区各部门要

坚定信心、坚决行动，抓紧抓好抓实，切

实取得实效。

习近平强调，做好工作方案，一是情

况要摸清，搞清楚现状是什么，深入调查

研究，搞好基础数据测算，善于解剖麻雀，

把实际情况摸准摸透，胸中有数，有的放

矢。 二是目的要明确，搞清楚方向和目的

是什么，把握好手段，防止就事论事甚至

本末倒置。 三是任务要具体，搞清楚到底

要干什么，确定的任务要具体化、可操作。

四是责任要落实，搞清楚谁来干，做到可

督促、可检查、能问责。 五是措施要有力，

搞清楚怎么办， 用什么政策措施来办，政

策措施要符合实际、有效有用、有操作性，

让地方和相关部门知道怎么干。

习近平指出，长江是中华民族的生命

河。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理念要先进，坚

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生态环境保护

摆上优先地位，涉及长江的一切经济活动

都要以不破坏生态环境为前提，共抓大保

护，不搞大开发。 思路要明确，建立硬约

束，长江生态环境只能优化、不能恶化。要

促进要素在区域之间流动，增强发展统筹

度和整体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提高要素

配置效率。 要发挥长江黄金水道作用，产

业发展要体现绿色循环低碳发展要求。推

进要有力，必须加强领导、统筹规划、整体

推动，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

习近平强调， 森林关系国家生态安

全。 要着力推进国土绿化，坚持全民义务

植树活动，加强重点林业工程建设，实施

新一轮退耕还林。 （下转A02版，相关报

道见A03版）

沪指创13个月新低 两融余额缩水不止

□

本报记者 张怡

伴随海外市场动荡，昨日A股市场主

要指数均下跌6%以上。 2850点并未形成

有效支撑， 上证综指跌至2750点下方并

创13个月新低。 目前来看，已连续17个交

易日环比回落的两融余额进一步萎缩已

成定局。尽管深跌有助投资者情绪快速宣

泄，但信心缺乏使得短线风险不减反增。

亚太市场普跌

昨日A股低开低走，接近午盘走势趋

弱， 沪综指午后围绕2850点一线展开争

夺， 多方未能抵抗住抛压而失守阵地，之

后A股主要指数加速下行，上证综指最低

触及2743.84点， 创2014年12月4日以来

新低。 1月以来的行情成为A股历史上表

现最差的开年同期行情。

昨日上证综指下跌188.73点， 收报

2749.79点，跌幅为6.42%；深证成指下跌

6.96%， 收报9483.55点； 创业板指下挫

7.63%， 收报1994.05点； 中小板指下跌

6.75%，收报6304.52点。 沪深两市成交额

分别为2126.08亿元和3104.67亿元，环比

小幅回升，主要系尾盘跳水时资金恐慌性

出逃。

亚太市场昨日大面积下跌。恒生指数

和恒生国企指数分别下跌2.48%和3.4%，

日经225指数下跌2.35%， 韩国综合指数

下跌1.15%， 富时新加坡STI和泰国综指

分别下跌0.79%和1.09%，仅澳洲标普200

指数逆势上涨1.84%。

A股各大行业和概念板块跌幅均超

过3%。 其中，银行、食品饮料和家用电器

是仅有的3个跌幅未超过6%的行业板

块。 电气设备、国防军工、机械设备和计

算机行业跌幅居前， 分别下跌8.01%、

7.99%、7.94%和7.85%。 在概念板块中，

除ST概念外的所有板块跌幅均超过5%，

人工智能、大数据、智能交通和能源互联

网等9个板块的跌幅超过9%。 在全部A股

中，仅54只股票收红，其中双钱股份、中

恒集团、 完美环球等9只股票涨停，1115

只股票的跌幅达到或超过9.9%。

两融料十八连降

两融是市场情绪和交投活跃度的晴

雨表。 当市场疲弱时，融资客谨慎情绪升

温并降低杠杆。据Wind数据，1月25日沪

深两融余额为9775.38亿元， 环比下降

37.36亿元， 连续17个交易日环比回落。

期间， 两融余额从11913.22亿元一路下

行，规模缩减2137.84亿元。昨日A股长阴

破位格局意味着两融余额十八连降已成

定局。

近期两融余额萎缩主要是因为融资

买入额逐步降低，同时偿还额始终高于买

入额；融券余额也小幅回落。 1月25日融

资买入额为338.42亿元， 是2015年以来

第三低点。 从趋势上看，去年12月24日以

来，尽管两融余额一度小幅增长，但融资

客的买入热度节节降温，显示当时融资客

整体对后市判断已不乐观。

昨日A股市场长阴线使得市场信心

再度受到打击， 部分抄底资金被套，进

一步介入的积极性减退，短线市场风险

加大。上周沪综指反复考验2850点的支

撑力，但在抛压较重的情况下，市场破

而未立，反弹态势始终未能形成，导致

2850点作为底的价值大打折扣。 此外，

上周市场尝试从大盘股托市的风格转

向中小盘股带头进攻，但因外围市场拖

累而未能成行，人气不升反降，热点难

以持久。 短线来看，等待而非抵抗或许

更有助于市场尽早探明底部并迎来反

弹契机。

市场预期加息缓行 美联储料发“鸽” 声

□

本报记者 杨博

美联储定于当地时间1月26日至

27日召开年内第一次货币政策例会，

市场预期其将按兵不动， 不会进一步

上调联邦基金目标利率。 考虑到去年

12月首次加息以来全球金融市场出现

大幅动荡，美联储官员很可能在利率措

辞上偏向温和，避免给市场情绪带来更

大冲击。尽管投资者预计美联储加息步

伐将放缓，但机构对美股后市的观点出

现分歧。

加息步伐或放缓

在去年12月的货币政策例会上，

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金目标利率上调

25基点至0.25%-0.5%的水平，终结了

美国长达84个月的零利率时期。 反映

美联储决策层预期的“点阵图” 显示，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对年底联邦基金

目标利率预期中位数为1.375%，隐含4

次加息空间。

然而，伴随全球股市动荡和大宗商

品价格大幅走低以及投资者对经济前

景的担忧加剧，市场对美联储加息进程

的预期显著降低，与“点阵图” 出现明

显差距。芝加哥商品交易所联邦基金期

货价格显示，交易商预计美联储1月宣

布再次加息的概率仅为10.7%，3月再

次加息的概率为29%， 显著低于1个月

前50%的预期值； 预期6月再次加息的

概率为38%， 也低于1个月前45%的预

期值。 目前市场对9月加息的预期概率

最高，达到40%，而1个月前为32%。

瑞银财富管理全球首席投资总监

马克·海费尔认为， 目前距美联储9年

来首次加息不过1个月，部分投资者已

开始担忧“如果中国打喷嚏、原油市场

语无伦次， 美国经济是否也会重感

冒” 。 目前期货市场价格反映了美联储

今年加息可能少于两次的预期，投资者

需留意这与美联储预期之间的差距。如

果美联储加息步伐较市场预期更慢，则

需要与市场精准沟通以避免加剧对美

国经济放缓的担忧。 维持4次加息虽然

符合美国劳动力市场的现况，但鉴于新

兴市场高度依赖美元，4次加息会使已

陷于低迷的新兴市场经济进一步雪上

加霜。

根据经济学家和市场策略师的普

遍观点，美联储在本周会议上不大可能

采取进一步行动，但可能改变通胀方面

的措辞，从而释放对美国和全球经济前

景担忧的信号。 巴克莱分析师预计，美

联储会议后发布的公告将偏向 “鸽

派” 。 在油价重新下跌、全球通胀预期

很低的情况下，投资者期望美联储有一

个“鸽派” 的观点。

花旗分析师表示， 美联储将传递

对美国经济的信心， 但鉴于经济数据

和全球市场的表现， 这可能被解读为

“鸽派” 。

法国巴黎银行分析师则认为，美联

储会议后发布的公告将强调中期前景

依然有利，以避免市场降低3月加息的

预期。

美股走向不明

全球股市震荡走低，美股也未能独

善其身。 今年以来标普500指数累计跌

幅达8.16%，较去年5月创下的2130.82

点历史高点下跌12%。

面对萎靡的市场情绪，机构对美股

后市的观点出现分歧。摩根大通认为市

场动荡远未终止，一再呼吁投资者逢高

减仓。 其股票策略师马特卡指出，美股

中期的风险回报率已明显恶化，市场价

格远未体现未来美国经济下行的风险。

投资者不能仅仅因为美股上市企业盈

利没有预期的那么糟就误以为安全。过

去几轮衰退期中，美股上市公司每股盈

利预期从巅峰到低谷的降幅约22%，目

前降幅仅3%。 目前标普500远期市盈

率为14.9倍，此前的衰退期平均为11.5

倍。 在此前的衰退期，标普500指数平

均跌幅达29%，而本轮自历史高点以来

跌幅不到12%。

今年初马特卡发布的报告建议，投

资者利用任何一次市场上涨减仓。而在

此前长达7年的时间里，摩根大通一直

建议投资者抓住每一个下跌机会逢低

买入。 （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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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档影视市场亮点频现

春节将至，多家上市公司扎堆布局春节档影视市场。从排片上看，影

片上映时间集中；从内容上看，题材丰富多样。分析人士表示，近年来，一

线城市票房增速放缓，二三四五线城市的市场潜力随着院线布局逐渐释

放。 随着春节假期的到来，作为观影主力的80、90后等返乡，二三四五

线城市票房将表现靓丽。

逆回购再放量

流动性平稳跨节问题不大

自月初以来， 央行公开市场操作累计投放资金1.64万亿元， 实现净投放

9050亿元。市场人士认为，春节前央行将保持逆回购操作的连续性并调整逆回

购期限结构，流动性平稳跨节问题基本不大。

新华社图片 制图/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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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证券交易结算资金净流入72亿元

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限责任公司数据显示，1月18日至22

日，证券交易结算资金净流入72亿元，融资融券担保资金净流入-114

亿元，股票期权保证金净流入0.81亿元。

空头屡杀回马枪 原油“见底梦”难醒

在上周大幅反弹后，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出现调整，此前被大涨吓跑的空头

狠狠杀了个“回马枪” ，受空头回补带动的反弹遇挫，国际油价“见底美梦” 陡

起波澜。 分析人士认为，原油市场最坏时刻已过，目前正面临艰难筑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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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深两市投资者总数超过一亿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数据显示，1月18日至1月22日，沪深两

市新增投资者数量为36.33万，其中新增自然人投资者36.24万。 截至

报告期末，沪深两市投资者数量为10,010.13万，期间参与交易的投资

者数量为1,662.22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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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出台政策化解房地产库存

今年以来，辽宁、重庆、福建、湖南、内蒙古等地提出加快房地产去库

存，或下发文件促进房地产企业健康发展。业内人士认为，预计未来更多

地区将出台此类政策。 整体看，房地产市场有望在一季度迎来密集的政

策宽松。由于不同城市之间库存差异较大，房企如何选择城市布局等值

得深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