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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债务置换一石多鸟

银行群起争额度

分析人士表示，存量债务进行债券置换的影响，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

面是调整债务结构、改变期限错配，延长债务期限；另一方面是转移杠杆，改变

融资结构，通过发行债券直接融资，降低负债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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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Comment

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自贸区率先挖掘改革潜力破解改革难题

粤津闽自贸区总体方案获通过

□

据新华社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3月24日召开会议，

审议通过 《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的意见》，审议通过广东、天津、福建自由

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进一步深化上海自

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中共中央总

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 生态文明建设事关实现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事关中华民族

永续发展， 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然要求，

对于满足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新期

待、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

格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会议认为， 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

中、四中全会对生态文明建设作出了顶层

设计和总体部署。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下，各地区各部门统一思想、扎实工作、积

极推进，在生态文明建设上不断取得新的

重大进展。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按照

党中央决策部署，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

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

程，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

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牢固树立“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坚持把节

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作为基本方

针，把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作为

基本途径，把深化改革和创新驱动作为基

本动力， 把培育生态文化作为重要支撑，

把重点突破和整体推进作为工作方式，切

实把生态文明建设工作抓紧抓好。

会议强调，要全面推动国土空间开发

格局优化、 加快技术创新和结构调整、促

进资源节约循环高效利用、加大自然生态

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等重点工作，努力在

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必须加快

推动生产方式绿色化， 构建科技含量高、

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产业结构和生

产方式，（下转A02版）

牛途颠簸 回头难得

□

本报记者 李波

昨日沪深股指大幅波动，两市总成交额创历史

天量。沪综指日K线结束连阳，创业板指数再创历史

新高。 获利盘兑现和经济数据不佳导致盘中急跌，

而做多情绪下增量资金持续入场助力大盘翻红。总

体来看，流动性宽松和改革红利驱动的股市慢牛行

情将继续演绎，但市场短期震荡将加剧，调整窗口

临近。建议投资者控制仓位，不盲目追高，可适当锁

定盈利，等待“阶段顶” 确立。 千金难买牛回头，市

场若现回调，将再度形成新一轮布局良机。

天量巨震 V型反转

昨日两市量能继续放大，成交突破1.4万亿元，

再度改写历史天量纪录。 沪深股指高位剧烈震荡，

盘中快速跳水，尾盘顽强翻红，日K线终结连阳，收

出带长上影线的阴十字星。创业板指数续写新高神

话，不过同样出现V型剧震，当日振幅达4.79%。

上证综指收报3691.41点，上涨0.10%；深证成

指收报12801.20点， 上涨0.16%； 创业板指数收报

2357.97点， 上涨2.80%； 中小板指数收报7765.89

点，上涨1.23%。 行业板块涨多跌少，计算机和钢铁

板块强势领涨，非银金融显著回调。概念方面，智能

汽车、工业4.0、移动转售指数涨幅居前，丝绸之路、

粤港澳、水利水电指数跌幅居前。

沪综指九连阳后， 市场出现震荡在意料之中。

毕竟，连续快速上涨后，获利盘兑现离场的压力开

始显现。 而A股历史走势显示，沪综指九连阳并不

多见，此前仅在1997年和2007年出现过。 “历史不

会重演，但有韵律。 ”这种连涨回调、波动前行的韵

律源自逐利资金的本能，也反过来影响当前资金的

心态和预期，一定程度加剧了落袋为安的意愿。 此

外， 昨日公布的汇丰中国3月制造业PMI初值跌至

49.2，远低于预期和前值，创11个月新低，也是引发

盘中快速杀跌的导火索。

另一方面， 尽管盘中获利盘一度蜂拥而出，但

指数先抑后扬的格局表明市场做多情绪依然占据

主导，不少增量资金趁大盘调整之际跑步进场抢反

弹。 技术面和数据面的压力在日内便得以消化，也

再度印证了当前的牛市氛围。

趋势不变 留份清醒

从近期沪综指罕见九连阳、 创业板指持续新

高、题材炒作全面开花、赚钱效应快速升温的格局

来看，慢牛行情风生水起，势不可挡。 随着增量资金

跑步入场，蓝筹股再度起航。（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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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券余额攀升

卖出力度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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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扶持政策应加码

□

本报记者 顾鑫

3

月汇丰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

数（

PMI

）初值跌至

49.2

，创

11

个月新低。

分析人士认为，经济增速下行，终端需求

依然偏弱，政策宽松应继续发力，尤其应

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政策扶持。 政策上除

了要给中小企业减负， 还应着力于为创

业创新营造更好环境， 从而进一步激活

实体经济细胞。

汇丰

PMI

下跌反映终端需求偏弱，经

济下行压力较大。 分项数据显示，新订单

分项指数跌破荣枯分水岭至

49.3

，为

2014

年

4

月以来最低； 就业指数连续第

17

个月

低于

50

， 创

2009

年

2

月以来低点。 市场预

期， 一季度

GDP

同比增速可能为

6.8%-

7.1%

。

今年

GDP

增长预期目标为

7%

左右，

当前的经济运行依然处在合理区间，对于

经济增速下行不必过于担忧。 但是，需求

偏弱状况下企业转型升级面临的困难值

得重视，尤其是对就业有着重要影响的中

小企业。除在适当时机进一步推出总量宽

松政策，还应加码定向宽松政策，为中小

企业发展营造更好环境。

从总量宽松角度看， 应加快推出和

实施“一带一路”规划，带动基建投资，对

冲房地产投资增速疲软。 从销售到投资

滞后两季度的传导链条看， 上半年估计

难以看到房地产投资的真正企稳。 同时，

货币政策宽松预计不会停止， 近期股市

火爆的背后是居民资产配置变化， 资金

流向股市有利于上市公司再融资和通过

股权质押手段获得更多间接融资。 这同

时意味着货币传导机制的改变， 政策有

待继续放松。

从定向宽松角度看，中小企业生产经

营面临的困难在加大，亟待政策扶持。 汇

丰

PMI

的调查样本集中于中小企业，产出

指数在

3

月的下跌意味着中小企业生产活

动疲弱。尽管简政放权、清费减税、商事制

度改革等举措的推出对于提升中小企业

的经营活力有重要作用，但毕竟政策红利

的释放有一个过程，而通常情况下，大企

业的生产扩张放缓必然会对中小企业形

成冲击，因而扶持政策应长短结合，助力

中小企业转型。

具体而言， 一是按照既定的目标进

一步简政放权，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

取市场活力的“乘法”。二是要进一步加大

减税力度，让中小企业在转型长跑的途中

能够更加从容。三是加大间接融资和直接

融资对于中小企业的支持， 加快发展民

营银行和区域性股权市场。 四是加大知

识产权保护力度， 为创新创业做好服务

工作。 （下转A02版）

“互联网+” 火爆

想像空间叫板传统估值

业内人士指出，“互联网+” 是互联网与传统行业的结合，能够促进传统行

业创新升级，但实际效果仍待观察，借助概念盲目炒作只能不断催生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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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信息化平台建设方案正在论证

中国证券报记者获悉，国家有关部委正谋划建立标准统一、接口统

一的医疗信息化平台，各地医疗数据可以在平台上互通互联。 这一举措

的目的是与医保对接、控制不合理的药费、扶持商业健康险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