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石油去年净利降17%

工行去年净利增5.1%

交通银行去年净利增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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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户转港囤小票

机构只买自家宝

虽然创业板本周出现调整， 但新资金

仍蜂拥入市。大震荡的背后，一边是机构发

行更大规模产品，不断推升自家重仓股；另

一边是恐高的大户转场香港， 买入大幅落

后于A股的同类港股。

听风

□

本报记者 张怡

风云变幻，股海莫测。 近日，

A

股盘中波

动加剧，正是风在转向所致。

投资正如放风筝，最热门的板块就站在

风口上。 在资金充沛的情况下，只要站在风

口上，即便是猪也能够被吹起来。 而随着风

向的不断变化，市场热潮不断轮动，投资机

遇也此消彼长。君不见前几日还随风飞扬的

题材成长股，昨日随着风向的渐变开始出现

大面积回落；而蓝筹股正跃跃欲试，尝试重

新飞翔。

然而，追风难度人尽皆知，很可能追不

上还筋疲力尽伤了元气。 不过，听风观势并

提前布局，然后耐心等风吹过来，才更容易

把握住牛市风口品种并享受高飞益处。

短线来看， 由于风力渐弱而正在跌落的

成长“风筝”暂难改变下降的颓势，此时若急

于介入抄底， 预计短线随之速降被套的概率

很大，即便是符合改革转型大趋势的个股，也

需要短暂休整后等风再来时才能重新飞扬。

一线蓝筹股这类“大象”则由于体量太

大而难以在目前风口下实现高飞。 在“杠杆

牛”受到抑制的情况下，主力资金发动类似

于去年下半年那般“指数牛”行情的动力已

大大减弱。

那么，下一步风将吹向何方呢？ 市场已

在昭示答案。 昨日

A

股市场中二线蓝筹股并

未受市场影响而下跌，在工业

4.0

、一带一路、

国企改革等政策暖风中正逐步起舞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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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看点

期指近月贴水

空头逆市减仓

非银金融

融资买入额持续下降

认购期权普涨

后市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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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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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刊启事

根据国家有关2015年部分节假日安排

的通知和沪深交易所清明期间休市安排，

本报从2015年4月5日起休刊，7日恢复正

常出报。 本报编辑部

富达基金获12亿美元QFII额度

市场化机构QFII额度突破10亿美元

□

本报记者 任晓 �

国家外汇管理局26日公布，富达基金(香港)

有限公司当天获得12亿美元QFII投资额度，这是

除主权基金、央行及货币当局外，首家市场化机

构获得的QFII投资额度突破10亿美元的限制。

此前外汇局规定，单家QFII机构申请投资

额度每次不得低于等值5000万美元，累计不得

高于等值10亿美元。 2012年12月，国家外汇局

修改相关规定，规定主权基金、央行及货币当局

等机构的投资额度上限可超过等值10亿美元，

但其他QFII仍受此10亿美元额度约束。

富达基金（香港）有限公司隶属于富达国

际 投 资 （Fidelity� Worldwide� Invest-

ment），后者于1969年成立，目前管理的资产

规模达2745亿美元。

外汇局数据显示， 截至3月26日累计批准

721亿美元QFII额度，累计批准900亿美元QDII

额度，累计批准3298亿元人民币RQFII额度。

此前，有媒体报道，中国银行间市场将对境

外投资者进一步放开，获准进入机构的QFII和

RQFII投资额度将由此前的审批制， 转变为备

案制，该政策最快或于今年5月实施。 此外，可

投资范围也将扩大至大额可转让存单（CD）、

回购交易、利率互换等衍生品交易。 对此，外汇

局资本项目管理司司长郭松26日表示，QFII、

RQFII可以进入银行间市场。 QFII不超过50%

的资产可以进入银行间市场，RQFII目前没有

这方面限制。 目前，外汇局尚未就QFII、RQFII

改为备案制作出决定。

此外，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1-2

月银行累计结售汇逆差254亿美元， 有市场人

士担心我国有跨境资金大规模流出。对此，外汇

局综合司司长王允贵表示，2014年8月到12月，

跨境收支确实出现一定净流出， 但今年一二月

份情况出现反转，从监测数据来看，跨境收支依

然是净流入。

对于银行结售汇前两个月出现的逆差，王

允贵认为，这是由于很多出口收入没有结汇，而

是变成了外汇存款。也就是说，企业和个人为优

化资产负债表的币种结构， 增加了美元资产持

有，并不是资金流出了境外。

王允贵介绍， 一二月份出口收入换成人民

币的比例大概下降10个百分点，企业和个人的

外汇存款一二月份增加639亿美元。 另外，一二

月份海关统计的货物贸易顺差是1206亿美元，

同比增长11.8倍； 实际利用外资225亿美元，同

比增长17%，两项合计超过1400亿美元，国际

收支基础数据也不支持资本流出说法。

“总体来看，唱衰中国经济、断言资本流出缺

乏数据支撑。 ”王允贵表示，目前中国的投资、消

费、出口增长仍然强劲有力，蕴含了巨大潜力。

春节后公开市场首现单周净投放

资金面转暖仍面临考验

□

本报记者 张勤峰

央行公开市场逆回购操作规模周四继续小

幅放量，全周净投放100亿元，为春节以后的首

次单周净投放，显示季末临近时点，央行呵护近

两周流动性缓步向好的势头。市场人士指出，财

政存款季节性投放及外汇占款或恢复性增长，

促使近期银行体系流动性趋缓， 平稳跨季应无

大碍，但下月初准备金补缴、IPO、企业缴税等

因素将带来新的扰动。 当前货币市场利率仍偏

高， 地方债大额供给对无风险利率带来上行压

力，降低资金成本仍还需政策放松助力。

净投放100亿元

央行在周四例行公开市场操作中， 继续实

施7天期逆回购操作，交易量为250亿元，较周

二再增加50亿元，利率持平于3.55%，在周二下

调10基点后未再做进一步调整。 本周共有350

亿元逆回购到期，央行新开展450亿元7天逆回

购操作，全周实现小额净投放100亿元，为春节

以后的首次单周净投放。

市场人士指出， 近期货币市场流动性相对

宽松， 央行象征性地实施净投放有助于稳定市

场流动性预期， 平抑季末影响。 自本月中旬以

来， 春节后一直均衡偏紧的资金面终于出现渐

进趋松势头，货币市场利率持续走低，但因季末

临近，近两日下行势头有所放缓。

银行间质押式回购市场上，周四各期限回

购利率涨跌互现。 其中， 隔夜品种反弹约1基

点，7天回购利率则下跌1基点，14天回购利率

反弹约4基点，更长期限的1个月品种反弹约15

基点。 交易员表示，当日资金供给充裕，但季末

前融资需求有所上升，基本上呈现供求均衡格

局，资金面不及前几日宽松。 央行实施净投放

操作，有助于稳定市场预期，帮助货币市场平

稳跨季。

跨季无大碍 4月有压力

目前来看，货币市场安稳跨季应无大碍。

一方面， 财政存款季节性投放及外汇占款或

恢复性增长，为流动性改善提供内在动力。 3

月是财政存款季节性投放月份。 过去三年每

年3月财政存款均减少3000亿-4000亿元左

右，考虑到当前财政支出力度加大，财政存款

释放规模不排除超出季节性的可能性。另外，

月初以来，在美元高位回调背景下，人民币兑

美元汇率出现阶段性反弹， 客盘结汇力度加

大，预示新增外汇占款或进一步恢复。另一方

面， 央行也在适时给予政策引导和提供流动

性支持。月初以来，央行已三次下调逆回购操

作利率，释放出引导资金利率下行的信号，上

周对到期MLF进行增量续做，投放流动性的

态度相对明确。 市场人士指出，目前跨季的7

天回购利率仍在下行， 显示机构并不十分担

心季末冲击。 事实上， 在去年存款时点考核

取消后， 季末货币市场利率波动程度已有所

降低。

不过，进入4月，资金面不利因素将增多。

首先，由于机构季末冲存款，4月初面临大量准

备金补缴；其次，新股发行对短期资金面仍有不

小扰动；最后，4月是季度首月，企业上季度税

款清缴会导致当月财政存款大量增加， 去年4

月财政存款就高达5621亿元。 因此，当前流动

性转暖的势头仍面临考验， 保持货币市场流动

性适度宽松有待央行适时调控。

另外，尽管近期有所下行，但货币市场资金

利率仍处高位， 其中7天回购利率仍比去年11

月降息前高出70基点左右。 考虑到地方债务置

换将大量增加地方债供给， 恐对无风险债券利

率产生上行压力。降低融资成本还需政策助力，

尤其是通过降准等方式释放低成本长效资金，

以有效降低银行资金成本。

冰火同炉 风格转向

□

本报记者 张怡

在纳斯达克市场大跌和新股发行预

期等多重因素影响下，昨日创业板结束新

高秀，出现高台跳水，蓝筹板块则再度崛

起，带动指数顽强翻红。 市场波动中，跌停

潮与涨停潮共存，主板上涨与“中小创” 快

跌齐现，呈现出冰火两重天格局。 目前，牛

市根基未发生根本动摇， 但短线来看，丰

厚的获利盘面对风险回吐冲动增强，将使

得主要指数暂时维持震荡调整以消化压

力，大小盘股均暂难逞强，短线风格将转

向前期相对滞涨、兼具改革转型题材的二

线蓝筹股。

分化加剧 冰火两重天

本周，A股巨震已连续三日上演。 不同

的是，由于成长股派发和蓝筹股崛起，昨日

震荡中冰火两重天特征凸显， 市场板块、行

业板块和个股之间均体现出较明显的强弱

差别。

首先，各市场指数大幅波动，但表现差

异巨大。以上证综指为代表的主板指数早盘

低开后逐步攀升上攻，午盘再现跳水秀，

但此后顽强上行；相反，中小板指和创业板

指在巨大的派发压力下，低开后仅短暂翻红

便深幅跳水，创业板指跌幅一度接近4.8%，

午后也一蹶不振，最终下跌3.91%，呈现明

显的高台跳水之势。

其次，行业板块和概念板块整体跌多涨

少，但涨跌分化较大。 昨日28个申万一级行

业中仅8个行业上涨。 国防军工板块受“南

北船” 合并预期带动而大涨3.83%，采掘和

食品饮料板块涨幅也超过2%； 前期大热的

计算机、 传媒、 通信板块跌幅分别达到

4.77%、3.90%和2.50%。 概念板块上也差异

巨大，在高端装备制造、航母和油气相关板

块领涨的同时，高频出现的“互联网+” 题

材股跌幅大多超过5%。

再次，个股分化明显。 昨日在85只个股

涨停的同时，51只股票跌停。 所有跌停股

中，创业板个股占31只，中小板也有14只，

两者合计占比近九成。以全通教育为代表的

前期牛股，以及诸多前期备受追捧的“互联

网+” 题材股成为获利了结的重灾区。同时，

海工装备、石油石化等为代表的蓝筹板块上

涨，国企改革跟随“一带一路” 题材股成为

中流砥柱。

昨日沪深两市成交额分别为6195.16亿

元和5609.35亿元， 尽管总额依旧超过万亿

元，但较前一交易日有所萎缩。

风格暂转 二线蓝筹欲起舞

当前，“政策牛” 、“改革牛” 和“资金

牛”的本质并未发生根本变化。此时面对牛

途中的小挫折， 投资者可顺势调仓换股，规

避前期涨幅过大的个股。特别是在央企改革

和“一带一路”利好消息刺激之下的题材二

线蓝筹，开始呈现展翅欲飞之势。

市场巨震与分化既有合理性，也受诸多

消息面因素的影响。 一方面，市场风格轮流

转。“中小创”行情自今年初就开始上演，至

今伴随不断新高的步伐已延续近三个月。中

小盘股中累积的获利盘丰厚， 回吐冲动强

烈，消息面的风吹草动，都可能引发凌厉调

整。相反，蓝筹板块大多调整蓄势已久，而今

布局价值再度显现，改革政策暖风下也迎来

重估机遇。

另一方面， 国企改革预期成为风格切

换催化剂。 昨日“南北船” 整合预期是刺激

海工装备板块大涨的主要原因， 继而引发

了央企整合与混改预期的升温。 国际油价

也迎来反弹，对“两桶油” 逞强形成支撑。

而纳斯达克市场大跌也成为成长股 “挤泡

沫” 的触发器。

面对成长股的高台跳水和一线蓝筹股

的冲高回落，短期风格料大概率转向昨日表

现坚挺的二线蓝筹股。伴随博鳌亚洲论坛的

举行，“一带一路”相关板块机遇依旧丰富；

在国企改革大潮中，诸多滞涨股已开始伴随

政策春风翩翩起舞。

26日创业板指走势

制图/韩景丰

也门局势推动油价大涨

分析人士指出，也门产油量不大，但若中东地区局势动荡，将极大影响原油

供应和油价走势。 地缘局势在近期将取代供需因素和美元走势，成为影响油价

的主要因素。

头版写意图片头版写意图片

“秒杀”风行 资金大举借“基”入市

各大基金公司均传来捷报，资金正大举借道基金入市，接下来基金公司将

更加密集地发行新产品。 近期互联网+、丝路主题受热捧，一些基金公司正在筹

备发行相关主题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