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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看点

国信证券

成深市市值“第一股”

A05

十股齐发

资金面依旧宽松 A11

后市预期乐观

期指远月升水维持较高水平

A12

上周证券市场交易结算

资金银证转账净流入千亿元

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最新数据显示，上周（1月5日-9日），证

券市场交易结算资金银证转账增加额为5144亿元， 减少额为4086亿

元，净变动额为1058亿元，即净流入1058亿元。 其中，1月5日净流入

799.5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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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权时代

股市波动更平滑

□

本报记者 王朱莹

上证

50ETF

期权

2

月

9

日上市交易，

A

股市场迎来期权

元年。一些投资者将此误读为利空，认为期权将为市场提

供新的做空工具， 并将近期市场回调归咎于期权工具即

将推出。 事实上，期权是一种更为精细的风险管理工具，

与股指期货相互配合， 构成完整的场内市场风险管理体

系， 有利于增强包括机构在内的广大投资者的长期持股

信心，有助于告别“大开大合”的震荡市，平抑波动。

由于蓝筹估值长期运行于“洼地”及货币政策宽松预期

出现，去年

11

月以来，

A

股市场掀起一轮“蓝筹行情”。 在蓝

筹股飙升、中小盘股调整的背景下，“赚指数不赚钱”效应较

为明显。 如今，蓝筹高位震荡，一些投资者持股信心不稳。

上证

50ETF

期权推出后， 投资者不必在市场震荡中

卖出蓝筹股，通过相应的期权策略既可规避下跌风险，又

可把握收益机会，避免“上车”后提前“下车”的遗憾。（下

转A02版）

牛市“非传统” 板块难普惠

□

本报记者 张怡

牛市启动让投资者满怀期待，从当前来看本轮牛市并

非传统意义上的牛市。 近期指数型逼空告一段落，高位震

荡、成交缩量、盘中跳水频现、中小盘股重新活跃……一切

似乎又回到牛市启动前。 但是，板块轮动始终没有发生，踏

空乃至套牢者依然看不到翻身机会。

目前，本轮行情仅是个别主流板块走牛。 稳增长与促

改革并举给了牛市动力和信心，流动性宽松为行情提供了

弹药，降息“一石激起千层浪” ，成为牛市提速换挡催化

剂， 上证综指大涨超过800点上演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快

牛”行情。期间，金融股反复演绎，成分股均实现大涨；建筑

装饰、交通运输和钢铁等板块行情穿插其中，不时在政策

利好和“走出去” 消息刺激下接过领涨棒，个股均实现一

成以上涨幅。 然而，电子、纺织服装、通信、轻工制造、农林

牧渔和医药生物等行业却出现下跌。

踏错节奏的投资者以传统牛市思维期待着自己早晚

能尝到硕果。 不过，A股从“快牛” 减速至“慢牛” ，蓝筹股

休整并未如期换来板块轮动和热点全面开花，反而陷入主

流热点匮乏、资金流入减速、赚钱效应萎缩的高位缩量调

整之中。 期间再度展开存量资金博弈，但并非所有板块都

受益。 从5日涨跌幅来看，计算机、传媒、电子三个行业重被

热炒，医药生物和家用电器实现微涨，其余板块则“绿油

油” 一片，轮涨格局仍未现。 即便在昨日市场普跌时，银行

和非银金融依然成为支撑大盘主要力量， 可见市场 “主

角” 并未更换。 （下转A02版）

伦铜暴跌 大宗商品开启新一轮跌势

国际投行高盛曾预测，继铁矿石和原油后，铜可能开启与这两个品种类似

的下行通道，成为下一个深跌品种。 本周以来，LME铜价跌破6000美元/吨关

键点位，14日更是一度跌逾8%，创五年新低。

年报披露启动 去年上市公司业绩向好

随着沃华医药率先披露靓丽的年报，2014年年报披露大幕开启。目前已有

1130家公司发布2014年业绩预告及快报，其中近六成公司业绩向好。 去年前

三季度A股上市公司实现9%的业绩增速， 全年业绩有望进一步回暖。 分行业

看，通信传媒等下游行业保持快速增长。

复牌多跌

创业板“逢收购必涨”失灵

中国证券报记者统计发现，2014年12月初至今，A股市场共有70家

创业板上市公司公告复牌， 其中大多数是公布收购预案而恢复交易，52

家复牌后股价下跌。 宏源证券并购部总经理洪涛认为，2015年并购市场

会保持增长， 但是市场和公司在看待并购的问题上会发生一些变化，短

期来看经历所谓“阵痛”是必须的，这有利于并购市场中长期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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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设立国家新兴产业创投引导基金

加快发展服务贸易

□

据新华社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月14日主持召

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国家新兴产

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助力创业创新和产

业升级；部署加快发展服务贸易，以结构

优化拓展发展空间；审议通过《博物馆条

例（草案）》。

会议认为， 设立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

资引导基金，重点支持处于“蹒跚”起步阶

段的创新型企业， 对于促进技术与市场融

合、创新与产业对接，孵化和培育面向未来

的新兴产业，推动经济迈向中高端水平，具

有重要意义。 会议确定，一是将中央财政战

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中央基建投

资资金等合并使用，盘活存量，发挥政府资

金杠杆作用，吸引有实力的企业、大型金融

机构等社会、 民间资本参与， 形成总规模

400亿元的新兴产业创投引导基金。二是基

金实行市场化运作、专业化管理，公开招标

择优选定若干家基金管理公司负责运营、

自主投资决策。 三是为突出投资重点，新兴

产业创投基金可以参股方式与地方或行业

龙头企业相关基金合作， 主要投向新兴产

业早中期、初创期创新型企业。 四是新兴产

业创投基金收益分配实行先回本后分红，

社会出资人可优先分红。 国家出资收益可

适当让利， 收回资金优先用于基金滚存使

用。 通过政府和社会、民间资金协同发力，

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实现产业升级。

会议指出，近年来，我国服务贸易较

快发展，但仍是对外贸易“短板” 。 大力发

展服务贸易，是扩大开放、拓展发展空间

的重要着力点， 有利于稳定和增加就业，

调整经济结构、提高发展质量效率、培育

新的增长点。 会议确定了以下主要任务。

一要做大规模。 重点培育运输、通信、研发

设计、节能环保等服务贸易，推动文化艺

术产品出口。 二要优化结构，提升高技术、

高附加值服务贸易占比。 支持有特色、善

创新的中小服务企业发展，培育有国际影

响的服务品牌。 三要创新模式。 利用大数

据、物联网等新技术打造服务贸易新型网

络平台。四要扩大开放。 有序放开金融、教

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推动服务业

双向互惠开放，加快实现内地与港澳服务

贸易自由化。支持服务业企业通过新设、并

购等方式到境外开展投资合作。会议强调，

要制定重点服务出口领域指导目录，加强

规划指导。结合“营改增”对服务出口实行

零税率或免税，引导服务贸易企业运用金

融、保险等工具拓展融资渠道，支持企业采

用出口收入存放境外等方式提高外汇资金

使用效率。要健全法规，完善与服务贸易特

点相适应的口岸通关管理模式，提高便利

化水平，促进外贸和国内产业升级发展。

住建部：支持房企经营模式转向租售并举

住建部发布的《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指导意见》提

出，积极推进租赁服务平台建设，大力发展住房租赁经营机构，完善公共

租赁住房制度，拓宽融资渠道，推动房地产开发企业转型升级。支持房地

产开发企业改变经营方式，从单一的开发销售向租售并举模式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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