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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大鳄“弄潮”

并购重组加快产业整合

牛市背景下，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尤为频繁，多路资本大佬运作着一幕幕“资

本大戏” ，以推动产业整合、做大上市公司规模与市值，实现自身资产的增值。

药品价格放开政策落地

业内人士表示，取消药品最高零售限价不会导致药价上涨，在地方招标价

和医保支付总额确定的前提下，当前有多重制度保障药价处于合理范围内。 不

过，本次药价制度调整对血制品企业而言是一大利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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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证券

拟10配2募资50亿

� � � � 东北证券公告， 拟按每10

股配售不超过2股的比例向全

体股东配售。配股募集资金总额

预计为不超过50亿元， 配股价

以刊登配股发行公告前20个交

易日股票收盘价算术平均数为

基数，采用市价折扣法确定配股

价格。 以截至2014年12月31日

总股本19.57亿股为基数测算，

本次配售股份数量将不超过

3.91亿股。

杠杆牛 慢步行

□

本报记者 徐伟平

在两融余额快速突破18000亿元

后，增速出现放缓态势。 分析人士认为，

如果券商不选择增发或发短期融资券补

充资本，融资增长面临“天花板” 。 考虑

到增量资金持续入场是牛市行情重要前

提，短期融资加杠杆放缓，预示市场进入

震荡整固阶段。 不过，“杠杆牛”放慢脚

步有利于打造一个健康牛市。

融资增速放缓

增量资金入场和改革红利释放是

本轮牛市的两大重要逻辑，融资加杠杆

则是市场中重要的增量资金来源，特别

是步入2015年，“杠杆牛” 特征更为明

显。 把时间轴拉长，2014年8月以来，沪

深两市融资余额稳步增长，8月、9月和

10月三个月融资净买入额分别为

800.68亿元、873.16亿元和901.80亿元。

此后，2014年11月、12月和2015年1月，

单月融资净买入额均超过1000亿元，分

别 为 1213.36 亿 元 、1984.46 亿 元 和

1085.60亿元。 虽然今年2月由于春节效

应和谨慎情绪升温，融资净买入额快速

下降，仅为264.44亿元，但3月和4月，融

资余额再次进入增长快车道，融资净买

入额达3335.03亿元和3451.36亿元。

两融余额看似步入一个加速上行

阶段，但从细节上看，与3月整体加速不

同，4月两融增速呈现出先快后慢特征，

月初出现连续7个交易日融资净买入额

超过200亿元的情况，4月7日融资净买

入额更是达312.23亿元， 刷新历史新

高。 不过，此后融资增速出现回落，4月

17日和20日相继出现123.57亿元和

82.33亿元融资净偿还。 临近月末，融资

增速明显放缓，4月28日和30日融资净

买入额分别为76.14亿元和55.69亿元，

均不足百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 昨日市场出现整体

调整，两融标的更是遭遇普跌，正常交易

的820只两融标的股中，726只股票下

跌，占比达88.54%。中国中冶、中粮生化、

上海电力、 葛洲坝等12只股票跌停，327

只股票跌幅超过5%，557只股票跌幅超

过3%。 考虑到融资加杠杆在放大收益的

同时也放大风险，是把双刃剑，这决定了

融资资金倾向于右侧交易， 昨日整体下

挫可能引发规模较大的融资偿还潮。

健康牛市“新节奏”

历史经验表明，增量资金入场和市

场成交额放大是牛市重要标志。 资金通

过融资加杠杆入场为市场提供了充足

弹药，“杠杆牛”成为A股“新趋势” 。目

前来看，融资增长势头不会出现彻底反

转，但无论是从两融上限，还是从券商

主动控制风险上看，短期融资杠杆放缓

概率较大， 杠杆牛慢步行料将成为A股

“新节奏” ， 而这种慢步行有利于打造

一个健康牛市。（下转A02版）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总体方案

部分区域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

□

据新华社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

习近平5月5日下午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

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并发表重

要讲话。 他强调，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

部自觉用“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统一思

想，正确把握改革大局，从改革大局出发

看待利益关系调整， 只要对全局改革有

利、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有利、对本系统

本领域形成完善的体制机制有利，都要自

觉服从改革大局、服务改革大局，勇于自

我革命，敢于直面问题，共同把全面深化

改革这篇大文章做好。

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在部分区域

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的总体方

案》、《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改革试点

方案》、《关于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意

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

《中国科协所属学会有序承接政府转移

职能扩大试点工作实施方案》。

会议指出，在部分区域系统推进全面

创新改革试验，是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 的重要

举措。 要紧扣创新驱动发展目标，以推动

科技创新为核心，以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为

主攻方向，开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改

革的先行先试， 统筹推进科技、 管理、品

牌、组织、商业模式创新，统筹推进军民融

合创新，统筹推进“引进来”和“走出去”

合作创新，提升劳动、信息、知识、技术、管

理、资本的效率和效益，加快形成我国经

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为建设创新型国家

提供强有力支撑。 要加强政策统筹、方案

统筹、力量统筹，支持试点区域发挥示范

带动作用。

会议强调，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

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目

的是充分发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作

用，促进依法行政、严格执法，维护宪法法

律权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国家和

社会公共利益。 要牢牢抓住公益这个核

心，重点是对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国有

资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食品药

品安全等领域造成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

受到侵害的案件提起民事或行政公益诉

讼，更好维护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

会议指出，法律援助工作是一项重要

的民生工程，要把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紧紧围绕人民群众

实际需要，积极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援助

服务，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都

感受到公平正义。要适应困难群众的民生

需求，降低门槛，帮助困难群众运用法律

手段解决基本生产生活方面的问题。要注

重发挥法律援助在人权司法保障中的作

用，加强刑事法律援助工作，保障当事人

合法权益。要通过法律援助将涉及困难群

体的矛盾纠纷纳入法治化轨道解决，有效

化解社会矛盾，维护和谐稳定。 各级党委

和政府要高度重视法律援助工作，不断提

高法律援助工作水平。（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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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看点

“轮动风” 暂停歇

大幅波动成主旋律

A11

新华社图片 制图/苏振

牛回头

更踏实

□

本报记者 张怡

该来的总会来。近期沪深两市创下

1.8

万亿元单日成交“天量”后，上周沪

综指创下

4572.39

点新高， 高位绿十字

星已在昭示“天花欲坠”调整将至。但该

调不调的行情、不断轮换的热点让人欲

罢不能。直到本周“牛回头”的威力开始

显现，梦中人也幡然醒悟。

市场情势随时日渐变。板块轮涨已

经一遍有余，“快牛”频遇“减速带”，指

数高位波动剧烈。 此时，部分敏锐的资

金已感到赚钱困难，忌惮于“天花欲坠”

而不再沉溺其中，开始选择观望抑或暂

时离场。

因而，市场中屡次出现“中字头”单

兵突击，而“大部队”却跟不上来予以配

合的场面。 趁此多头兵力薄弱之际，市

场遭遇空头反击，而且狙击目标就是近

几日暴涨的“中字头”，让多头从自己最

得意的位置上栽了跟头。如果本周不能

放量再创“天量”，那么调整也就难以很

快结束。

由于货币宽松预期依旧强烈，海内

外增量资金仍在源源不断入场，早该到

来的“牛回头”总算让人心里踏实了。增

量资金有了更丰富的选择，场内资金也

有机会重新布局，斜率趋降的慢牛平缓

走势有望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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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证50期指领跌

套利机会显现

A07

牛市信心足

基金保持多头思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