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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版图1

12月2日，浙江省绍兴市一家证券营业厅内，股

民正在看盘。 CFP图片

头版图2� �

12月2日在河南洛阳一家证券营业厅内拍摄的

当日沪指涨幅K线图。

新华社图片

美P2P金融企业上市“破冰”

美国P2P金融企业借贷俱乐部2日宣布，已提

交在纽约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募股申请。 若招股

顺利， 该公司将成为第一家在美国股市上市的

P2P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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逼空 基金经理坐不住了

□

本报记者 刘夏村

“现在就是逼空嘛。 指数拼命涨、指数股也在涨。 ” 2日A股收盘

后，一位公募基金经理感慨道。

在增量资金涌入、降息等多重利好因素影响下，近期A股市场节

节走高。作为市场重要买方之一的公募基金，尽管近期也在紧急调仓

金融股， 但最近一周主动型股票基金跑输指数型基金显示基金调仓

金融股幅度有限。

统计显示，10月、11月累计新发行基金规模为196.21亿元，不考虑

存量产品申购、赎回情况，目前权益类公募基金规模约为一万亿元，相

比目前A股市场一天就高达6000多亿元的成交金额而言并不算多，加

之在三季度公募基金就持有458.65亿元金融股，业内人士认为，公募

基金并非这一轮金融股行情“主推手” 。

紧急调仓金融股

“对蓝筹股，公募基金还是有些基本仓位，但拿的应该不是很

多。” 一位不愿具名的公募基金经理强调，“这两天，大家也在根据市

场变化作出调整。 ”

这位基金经理所言的“调整” ，即增大对以金融板块为代表的蓝

筹股配置。（下转A02版）

牛！ 金融股

□

本报记者 龙跃

历史天量成交、单日百点震幅，令股市中的空头

几乎销声匿迹。 回顾近四个月行情走势，场外资金大

幅入市迹象明显，在政策红利释放和无风险利率下行

支撑下， 居民财富再配置偏向股票的趋势预计将延

续，这也意味着A股中期强势格局基础牢固。 不过，在

经过短期快速上涨后，市场暴露出技术超买、投资杠

杆提升过快、风格不同步等隐忧。 尽管从目前多头气

氛看，逼空行情可能继续上演，但把握短期投资节奏

应开始提上议事日程。

天量成交后又现百点长阳

11月20日以来，沪深股市启动年内第四轮逼空行

情，市场强势特征在本轮行情中显露无遗，在最近三

个交易日发挥到极致。

11月28日，沪深股市成交超过7000亿元，创出历

史天量。 就在投资者忧虑天量之后是天价的时候，12

月2日，大盘再度飙升。 沪综指以2667.82点小幅低开，

在下探2665.69点低点后即开始全天单边上扬走势。

在券商、银行等大盘蓝筹股推动下，指数上涨一浪高

过一浪， 盘中最高上探至2777.37点， 最高涨幅近百

点。沪综指收报2763.54点，涨幅达3.11%。2800点整数

关口近在眼前。

从个股角度看，金融股是第四轮逼空行情的主角。

11月20日以来，申万非银行金融板块和银行板块的区

间累计涨幅 （总市值加权平均） 分别达37.89%和

20.95%， 实现了相对于其他强势行业板块1倍多的超

额收益。如以算数平均法计算，非银行金融和银行板块

11月20日以来的区间涨幅分别为33.22%和24.92%，与

整体法计算结果接近， 这意味着近期金融股呈典型的

普涨格局。在权重股上涨的同时，其他八类股票表现远

远没有指数火爆，满仓踏空情况并不罕见。

天量之后是百点长阳，令很多习惯了震荡市甚至

熊市的投资者一时不知所措，很多投资者对行情后续

演绎充满迷惑。

中期强势格局基础牢固

判断行情的后续演绎，先要看看今年以来市场重归

强势的逻辑是什么，以及这些逻辑是否还在发挥作用。

总体来看， 年内市场实现四度逼空走势的主要

推动力有二：一是无风险利率持续下行。 导致市场无

风险利率下行的原因有很多， 但主因在于资金需求

端萎缩。 从近年的吸金大户看，房地产行业和地方融

资平台规模巨大。进入2014年后，此前持续的宏观调

控措施开始发挥累积效应， 房地产行业景气度明显

下降，（下转A02版）

港股预期向好

□

本报记者 黄莹颖

港股昨日止跌反弹，挂钩A股的ETF基金放量上涨。从拉动指数

上涨的板块和个股看，中资金融股功不可没。 有乐观的机构人士认

为，港股明年有望大涨。

内资金融股表现抢眼

恒生指数昨日上涨1.23%，国企指数上涨2.84%，大幅领先恒生

指数。 从领涨的内资金融股看，在恒生指数成分股中，中国平安涨幅

最大，为6.09%；其次为中国人寿，涨幅为5.85%。 昨天涨幅超过2%的

恒生指数成分股共有15只，八成左右为内资股，其中大部分又为内

资金融股。 反观其他恒生指数成分股则表现平淡。

挂钩A股的ETF基金昨日表现抢眼。 其中， 安硕富时A50大涨

6.59%，成交量放大至85亿港元。南方富时A50涨幅高达6.72%，成交

量放大至59.5亿港元。

此前，由于沪港通交易量不及市场预期，港股陷入疲态。 随着近

日A股市场急速升温，港股也水涨船高。 花旗集团报告表示，预计明

年上半年内地会进一步降息，有望减少投资者对宏观经济过度调整

和出现通缩风险的担忧。（下转A02版）

全球通缩风险隐现 货币宽松仍为主流

□

本报记者 杨博

眼下包括欧洲、日本、中国在内的多

个经济体通胀率出现下行趋势， 低通胀

正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并带来通缩风险。

在此情况下， 更多的刺激性措施十分必

要，预计欧洲、日本和中国将进一步实施

宽松政策， 美联储和英国央行也不会急

于加息。

欧元区

11

月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

（

CPI

）同比上涨

0.3%

，创五年来新低。 日

本

10

月核心

CPI

涨幅降至七个月来低点。

截至

10

月， 中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

PPI

） 已连续

32

个月负增长，

CPI

涨幅也

回落至

2%

以内。

美国经济今年以来的表现虽称得上

“一枝独秀”， 但通胀持续低位徘徊的压

力并未减轻。 美联储青睐的通胀指标个

人消费开支价格指数在

10

月同比增长

1.6%

，为连续第

30

个月低于

2%

的目标水

平。 尽管失业率降至六年低点，但薪酬增

长仍缓慢，

10

月平均时薪环比仅增长

0.1%

，同比增长

2%

，不及预期。 近期美国

公布的消费开支和企业投资数据表现平

平， 显示全球最大经济体相对强势的复

苏并未激发足够需求。

造成本轮全球通胀走低的因素包括

多个方面。 首先，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主要

经济体经济结构性调整不到位， 造成有

效需求不足，内生增长动力疲弱。 今年第

二和第三季度，欧元区

GDP

环比仅增长

0

和

0.2%

，增长迟滞遏制消费需求，从而导

致企业订单减少， 企业为促销而被迫降

价，则进一步加大物价下行压力。 其次，

国际油价大跌并带动大宗商品价格走

低，令欧洲、中国等面临的输入性通缩压

力骤升。

历史经验表明，通缩一旦成真，危害

甚广。 首先，通缩前景带来的不确定性会

抑制投资和消费， 企业为减少亏损而降

低开支， 消费者也因价格走低的预期而

推迟消费，囤积资本，造成总需求不足。

企业将通过削减成本来维持运营， 这可

能使已经企稳并逐步回落的失业率水平

重抬升势。（下转A02版）

B份额受热捧 分级基金仍存洼地

越来越多的分析机构提示分级基金的套利风

险， 市场热情引来越来越多的普通投资者买入分

级基金，各类分级基金B份额受热捧。 事实上，市

场上依然存在尚未被热炒的杠杆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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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要闻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坚持三条底线

新华社、CFP图片

制图/尹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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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新闻

东华软件

布局“云+端” 战略

东华软件创始人、 董事长薛向

东表示， 在内生式和外延式双驱动

发展战略指引下，通过“云+端” 战

略的布局和逐步实施， 东华软件将

有望在未来把握住下游发展趋势。

A13

转债指数创逾五年新高

A13

货币/债券

宽松周期逐渐开启

人民币汇率阶段性走软

分析人士认为，在货币政策有望

进入新一轮宽松周期背景下，人民币

汇率偏软走势还会延续一段时间。

百点奇袭 期指何时破3000

A14

AH股溢价再创新高

A11

杠杆凶猛 两融撬起券商疯牛行情

A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