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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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日上证综指走势

市市市

市市

市市

市市

市市

市市

市市

市市

市市

市市

市市

市市

市市

市市

市市

市

场场场

场场

场场

场场

场场

场场

场场

场场

场场

场场

场场

场场

场场

场场

场场

场

看看看

看看

看看

看看

看看

看看

看看

看看

看看

看看

看看

看看

看看

看看

看看

看

点点点

点点

点点

点点

点点

点点

点点

点点

点点

点点

点点

点点

点点

点点

点点

点

市场看点

公募基金“南下”

H股料“水涨船高”

A03

成长阵营分化

主题投资机会凸显 A10

制图/尹建

政策添活力 慢牛阔步行

□本报记者 李波

横盘震荡多日后， 周一大盘坚定选

择向上突破，银行地产联袂领涨，“一带

一路”集体爆发。 周末有关部门强化货

币政策宽松预期、“一带一路”顶层设计

规划出炉、新一轮地方债务置换拟推出、

二套房首付比例下调等消息面利好，成

为引爆市场做多情绪导火索。 分析人士

认为，政策面暖风频吹，为慢牛行情注入

新活力，大盘蓝筹股将重新“上位” ，指

数将随之步入新高度。 随着资金跑步抢

滩蓝筹股， 以创业板为首的成长股走势

将面临阶段性压力， 短期市场风格或有

转换，但在牛市氛围中，大小市值品种轮

流担纲市场热点将是总体趋势。

蓝筹集体起舞 沪指再创7年新高

受政策面多重利好共振刺激，昨日

沪深股指放量大涨， 沪综指逼近3800

点，刷新近7年新高。 其中，金融、地产、

建筑等大盘蓝筹股集体起舞。创业板指

数逆市回调，“二八” 格局再现。

昨日，沪深股指双双高开高走。 截

至收盘， 上证综指报3786.57点， 上涨

2.59%；深证成指报13193.32点，上涨

2.48%；创业板指数报2290.48点，下跌

1.43%。 沪深两市分别成交6921.25亿

元和5070.12亿元， 比上周五均明显放

大，两市成交额共计约1.2万亿元。

行业方面，建筑、房地产、银行、非银

金融、交通运输等权重板块强势反弹，计

算机、餐饮旅游、传媒、通信板块则逆势

回调。概念方面，丝绸之路、福建自贸区、

新疆区域振兴、“一带一路”等板块表现

抢眼，大数据、移动支付、网络安全、移动

转售等互联网类板块跌幅居前。

在横盘震荡多日后，昨日大盘选择

向上突破。 市场成交显著放量，增量资

金跑步入场格局重新出现。蓝筹股集体

活跃，带来的不仅是指数上行，更令做

多激情迅速蔓延。

纵观“九连阳”后的市场表现，股指

多以日内调整方式消化利空扰动和技术

面压力。 即使盘中获利资金一度蜂拥而

出， 也有增量资金及时跑步进场化险为

夷，先抑后扬成为单日常态。 历史上，股

指九连阳之后均出现过幅度不小的短线

调整。 当前市场“该调不调” ，充分表明

当前牛市氛围浓厚，做多情绪坚定。

政策红利释放 慢牛稳健前行

流动性宽松和改革红利是本轮牛

市两大支柱，在慢牛“稍事休息” 后，一

系列政策红利正在为慢牛行情注入新

活力。

其中，“一带一路” 推进将加速

“中国制造” 升级和创新，带来全产业

链受益的系统性行情， 成为贯穿未来

3-5年的超级投资主题，大基建、高铁

核电、航运港口等板块，以及新疆、福建

等区域板块将明显受益。继推出万亿元

债务置换方案后，今年还可能再次推出

新的债务置换措施，这将进一步减轻我

国的地方债务压力，市场将获得更多资

金和流动性，银行股将明显受益。 有关

部门“警惕通缩” 的表态，令货币宽松

预期再次提升，市场有望进一步“水涨

船高” 。 继上周五楼市新政出台后，有

关部门昨日宣布将二套房贷最低首付

比例降至四成，更对房地产及其产业链

形成直接利好。

可见，当前稳增长力度加码，宽松

预期升温，“一带一路”投资路线明晰。

在政策暖风吹拂下，蓄势待发的增量资

金将跑步抢滩蓝筹股，“大象” 将再度

起舞。受其带动，指数将再上台阶，市场

信心将再获提振，慢牛行情将迈进新高

度。今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和

稳增长调结构的紧要之年， 可以预见，

随着转型升级加快和改革攻坚深入，后

续政策红利将继续释放，“改革牛” 将

昂首阔步、稳健前行。

前期持续演绎新高神话的创业板，

在上周暴跌后步入震荡期。在改革预期

下，以新兴产业为载体的创业板不会由

熊转牛，结构转型推进和政策红利释放

将不断带来涨升契机，优质品种将强者

恒强。 由于新政策红利直指大盘蓝筹

股，因此短期创业板内部资金转战主板

意愿有所升温，创业板将面临估值挤泡

和资金分流的双重压力。 这意味着，短

期市场风格天平将再度偏向蓝筹股。

二套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降至四成

二手房营业税免征期改为两年

□本报记者 任晓

中国人民银行、 住房城乡建设部、中

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30日联合发

文，调整个人住房贷款政策，对拥有1套

住房且相应购房贷款未结清的居民家庭，

为改善居住条件再次申请商业性个人住

房贷款购买普通自住房，最低首付款比例

调整为不低于40%。

通知指出，调整的目的是为进一步完

善个人住房信贷政策，支持居民自住和改

善性住房需求，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

发展，继续做好住房金融服务工作，满足

居民家庭改善性住房需求。

调整后，对拥有1套住房且相应购房

贷款未结清的居民家庭，为改善居住条件

再次申请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普通

自住房， 最低首付款比例调整为不低于

40%，具体收付款比例和利率水平由银行

业金融机构根据借款人的信用状况和还

款能力等合理确定。

在住房公积金方面，调整后，缴存职

工家庭使用住房公积金委托贷款购买首

套普通自住房， 最低首付款比例为20%；

对拥有1套住房并已结清相应购房贷款

的缴存职工家庭，为改善居住条件再次申

请住房公积金委托贷款购买普通自住房，

最低首付款比例为30%。

此外，为加强政策指导，做好贯彻落

实、监督和政策评估工作，人民银行、银监

会各级派出机构要按照“因地施策，分类

指导” 的原则，做好与地方政府的沟通工

作，加强对银行业金融机构执行差别化住

房信贷政策情况的监督；在国家统一信贷

政策基础上，指导银行业金融机构合理确

定辖内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款

比例和利率水平；密切跟踪和评估住房信

贷政策和执行情况和实施效果，有效防范

风险，促进当地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同日联合发布

消息，经国务院批准，我国将从31日起调

整个人住房转让营业税政策，其中个人转

卖已购普通住房，免征营业税的期限由目

前的购房超过5年（含5年）下调为超过2

年（含2年）。

两部门表示，此次调整个人住房转让

营业税政策旨在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

展。 根据两部门发布的通知，调整内容包

括：个人将购买不足2年的住房对外销售

的，全额征收营业税；个人将购买2年以

上（含2年）的非普通住房对外销售的，

按照其销售收入减去购买房屋的价款后

的差额征收营业税；个人将购买2年以上

（含2年）的普通住房对外销售的，免征

营业税。

我国目前执行的个人住房转让营业

税政策自2011年初开始实施， 规定个人

将购买不足5年的住房对外销售的，全额

征收营业税； 个人将购买超过5年 （含5

年）的非普通住房对外销售的，按照其销

售收入减去购买房屋的价款后的差额征

收营业税；个人将购买超过5年（含5年）

的普通住房对外销售的，免征营业税。

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认为， 随着

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提

高， 对住房的刚性需求和改善性需求还有

巨大空间。 自去年以来，我国房地产投资增

速放缓，库存上升，房价有所回落，虽然去年

已对房贷政策进行调整， 但鉴于二套房首

付比例过高，依然限制改善性需求释放。

他表示， 目前我国房地产市场已从供

过于求向供求基本平衡转变。 前期为抑制

房价过快上涨而采取的非常规房贷政策需

根据市场变化回归常态。从国际上看，二套

房最低40%的首付比例仍是比较审慎的。

此次下调二套房最低首付比例，再结合

前期两次降息的政策效果，可有效提高居民

购房能力、降低还贷压力，有利于改善民生，

也有利于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相关报道见A02版）

供给重压犹待宽松政策化解

利率债市场“等风来”

分析人士认为，短期内供需层面的悲观预期仍将给市场带来负面冲

击，但从中长期的角度而言，预计央行将会在债务置换过程中持续释放

出配套的宽松政策，因此尽管利率债短期颓势暂难扭转，其收益率继续

上行风险已较为有限。

A11�货币/债券

本报记者 车亮 摄

高位期指

仍有上行动能 A12

A04�海外财经

次新股半数破发

中概科网股“完败” A股同业

今年以来A股创业板指数持续创新高，年内涨幅超过50%。 相比之

下在美上市的中概科网股显著落后， 即便是表现最好的去哪儿网

（QUNR）涨幅也不到50%。 分析人士认为，中概科网股表现疲弱一方

面可能缘于炒作资金回流A股，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业绩不佳。

A05�基金/机构

王亚伟：现在正处在全面牛市中

从2013年初到现在，所有的板块都上涨了，都有投资机会。所以，深

圳千合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亚伟认为，从较长的时间来看，市场

现在正处在一个全面的牛市中。

北斗导航系统开启全球化征程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全球化征程开启。近日北斗导航系统与欧洲伽利略卫星

导航系统就频率协调达成一致意见，反映出国际社会对北斗系统全面认可。 与

此同时，政策持续扶持北斗应用。 有消息称，2015年卫星及应用产业发展项目

申报工作即将启动。

A09A06

民间资金凶猛入市 惊人杠杆野性难驯

据熟悉配资业务人士分析，目前民间资金入市通道日渐多元化、模式花样

翻新，大量带着高杠杆的资金带着“野性” 飞奔进场。 对资金需求方而言，由于

杠杆率过高，其承担风险将被放大数倍，一旦遭遇市场放量暴跌局面，激进融

资客恐怕难逃爆仓危机。

A07�公司新闻

“一带一路”公司半数业绩增长

根据Wind资讯统计，截至3月30日，共有24家“一带一路” 概念上

市公司披露2014年年报，尚未公布年报的公司中也有17家公司披露业

绩快报。 结合此前公布的2014年业绩预告来看，“一带一路” 概念上市

公司2014年业绩可谓喜忧参半。 41家已经公布年报和业绩快报的公司

中，22家公司实现业绩增长，16家公司业绩下滑，西安旅游、神火股份、

*ST建机三家公司2014年亏损。

（右导）A04� 海外财经

次新股半数破发

中概科网股“完败”A股同业

今年以来A股创业板指数持续创新高，年内涨幅超过50%。 相比之下在美上市的中概科网股显著落后，即便是表现最好的去哪儿网（QUNR）涨幅也不到50%。 分析人士认为，中概科网股表现疲弱一方面可能缘于炒作资金回流A股，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业绩不佳。

（彩导）A09� 产业透视

北斗导航系统开启全球化征程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全球化征程开启。 近日北斗导航系统与欧洲伽利略卫星导航系统就频率协调达成一致意见，反映出国际社会对北斗系统全面认可。 与此同时，政策持续扶持北斗应用。 有消息称，2015年卫星及应用产业发展项目申报工作即将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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