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恒生指数上涨3.73%

□

本报记者 张枕河

港股9日大幅反弹， 恒生指数重上24000

点，最高见24696点，收报24392.79点，上涨

876.23点，涨幅为3.73%，总成交额2121亿港

元。 国企指数上涨339.07点， 收报11446.37

点，涨幅为3.05%。

分析人士指出，以往港股熊市时，外资纷

纷出逃，然后多数回流美元资产，港元汇率明

显下跌。 目前外资出逃迹象并不明显，港元汇

率比较稳定。 随着内地A股企稳，港股有望随

之走强。

证监会公安部对涉嫌恶意做空大盘蓝筹

十余家机构和个人开展核查取证

□

本报记者 倪铭娅

中国证券报记者获悉，证监会、公安

部执法人员已进场对8日涉嫌恶意做空

大盘蓝筹的十余家机构和个人开展核查

取证工作。

公安部网站9日消息， 针对近期境

内证券市场出现的异常波动，公安部会

同证监会进行分析研判，部署全国公安

机关依法打击证券期货领域违法犯罪

活动。

公安部要求， 各级公安机关要充分

发挥职能作用，密切配合有关主管部门，

进一步严密防范、 依法打击证券期货领

域违法犯罪活动，对涉嫌内幕交易、泄露

内幕信息、 编造并传播证券期货交易虚

假信息、 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等犯罪案件

要坚决依法查处， 对恶意卖空股票与股

指涉嫌犯罪的线索， 要会同有关主管部

门迅速展开调查、依法处理，全力维护资

本市场正常秩序， 切实保障广大投资者

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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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心动魄抄大底

9日，A股终于迎来止跌反弹。过去惊心

动魄的数周，惊慌失措者有之，成功抄大底

者有之。

经济转型升级离不开稳定健康的资本市场

□本报评论员

近期，股市连续、大幅调整给资本市场稳定

健康发展带来重大考验，但可以确信的是，健全

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 大力发展直接融资的政

策方向没有变化， 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的金融结

构调整趋势也没有改变。 在中国经济发展新常

态下，经济转型升级、内生动力增长离不开资本

市场的助力， 这将给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带来

重大机遇， 也内在地要求资本市场必须平稳健

康运行。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

题的决定》 明确提出， 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

系，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多渠道推动股权

融资， 发展并规范债券市场， 提高直接融资比

重。《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的若干意见》提出，促进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协

调发展，提高直接融资比重，防范和分散金融风

险。 从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培育创业创新“新引

擎”、金融体制改革等多角度分析，大力发展多

层次资本市场、 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对经济社会

发展具有系统重要性。

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 推进融资结构

转型可有效缓解实体经济面临的融资难、 融资

贵等瓶颈问题，可为经济发展“双引擎”提供有

力的金融支持。长期以来，我国融资结构过于依

赖银行信贷间接融资， 金融资源在企业间配置

不均甚至错配。在计划经济时代，这种融资模式

发挥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效应， 推动了中国经

济快速发展，但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时期，我国

目前间接融资比重过高的融资模式显露出资金

不能有效流动、资源配置效率低、资金价格信号

不灵敏、国有企业对资金价格不敏感等弊端，大

力发展直接融资则可有效解决这些难题。 从欧

美成熟市场来看， 一个完善的直接融资体系可

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晴雨表、孵化器功能，有效

促进资金等重要生产要素的流动、分配、定价，

实现资源市场化配置。

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可有效推动经济

转型升级。一方面是存量的整合，可通过并购重

组等手段整合、盘活经济存量，推进产业整合，

推进中国重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完成， 另一方面

是增量的培育，可通过柜台市场、新三板、创业

板等交易市场以及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创业投

资等各类投资基金实现风险定价， 培育和促进

新兴产业发展。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

展的若干意见》提出，到

2020

年，基本形成结构

合理、功能完善、规范透明、稳健高效、开放包

容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 可以预期，资本市

场的广度和深度将得到极大地拓展，资本市场

制度将得到进一步完善。目前，无论是从规模、

占

GDP

比重还是体系的完备性上来看，我国资

本市场还有较大发展空间。

A

股市场总市值仅

相当于

GDP

的

70%

左右，不仅远远低于著名投

资人巴菲特所说的资本市场与实体经济

1:1

到

1:2

的对应关系，也远远低于成熟市场

150%

的

水平。

当然， 资本市场要夯实长期向好的发展势

头，发挥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作用，还需要大力

推进制度改革、交易规则和工具创新、提高突发

事件应急能力。 暴涨暴跌都是股市非理性的表

现， 股市连续下跌往往会导致市场融资功能丧

失，不仅有碍资本市场本身发展，也不利于发挥

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功能。 随着未来资本市场

进一步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发展中面临的

各种突发事件、“黑天鹅”事件可能增多，要求社

会各界齐心协力，呵护资本市场发展，守住不发

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使资本巿场

在经济发展大格局中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

陈有安：中国资本市场未来向好

□

本报记者 王小伟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中

国银河金融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银河证

券董事长陈有安9日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A股长期上涨趋势不变， 中国资本

市场未来向好。 银河证券已向证金公司申请

1000亿元信用额度用于自营增持股票， 最终

以证金公司审核额度为准。中国证券报记者从

多个渠道获悉，其他券商的申请工作也在加紧

推进。

申请千亿信用额度

中国证券报： 银河证券向证金公司申请信

用额度的工作进展如何？

陈有安：继证金公司公布以2600亿元信用

额度支持券商自营业务之后， 银河证券9日向

证金公司申请1000亿元信用额度，将采取股票

质押的方式，具体结果还要等待证金公司公布。

中国证券报：在当前

A

股市况下，银河证券

申请如此高的额度是基于什么考虑？

陈有安： 这正是基于公司对A股未来的坚

定信心。我们认为，市场单边下行恰是巨大的投

资机会。银河证券日前加大了二级市场投入，同

时加大了对公司股票的回购力度并已在香港联

交所发布公告。

我个人认为， 本轮下跌是由场外配资急增

导致杠杆过高引发恐惧心理， 进而导致信心丧

失和极度恐慌造成的。 我坚信，这种临时性、突

然出现的“股灾” 应该很快就能修复。 整体来

看，A股的长期上涨趋势不变，但其间一定会有

跌宕起伏，这是资本市场本身的特点和规律。

资本市场未来向好

中国证券报：你的信心从哪里来？

陈有安：1978年改革开放到如今的37年

来，中国从贫穷落后发展到小康社会，并经过

多年不懈努力， 成为世贸组织第143个成员

国，整个经济制度、治理模式、对外依存度都发

生了巨大变化。 2008年以来，中国国内生产总

值、财政收入等都保持高速增长，但2008年到

2014年底， 我国股市在全球经济体中的表现

不尽如人意。

去年11月到今年6月，中国股市快速发展，

这一方面体现出对中央新一届领导班子的期

待、信任，另一方面也得益于监管部门的与时俱

进， 能够按照资本开放的要求设计创新产品即

适当加杠杆。

但杠杆对中国资本市场的投资者来说是一

个新生事物， 本轮下跌主要是由于市场过度恐

慌造成的投资者信心极度下降。 因此，今年7月

4日，我参加21家券商会议时，就怎样尽快恢复

投资者对资本市场的信心提出了建议。 我也向

高层提出了想法和建议。 这些建议得到了领导

的高度评价。

中国证券报： 在

21

家证券公司参加的会议

上，你谈了哪些方面？

陈有安：一是信心问题。 我当时建议，立即

从国家层面联合发声， 把经济基本面向沪深股

市参与者说清楚。 这些基本面包括改革依然在

有序推进、“十三五” 规划正在加紧编制、“一

带一路” 宏伟目标的落实正在有条不紊地推

进、亚投行今年底前将开业、金砖国家银行将在

今年底或明年初运营。 这些都是在建立21世纪

国际金融新秩序过程中， 中国以第二大经济体

身份做出的重大贡献。因此，我们千万不要自己

丧失信心，不能自毁美好前程。

第二个方面是采取断然措施， 国家提供充

足的流动性，提供真金白银参与市场。在此前的

指数上扬阶段，场内有融资融券，场外有诸多配

资公司，在不冷静的情况下，一些投资者盲目乐

观，很多人采取高杠杆入市。 此后，股指急剧下

跌，一些投资者和媒体又极力看空，这些都不是

理性的想法。可喜的是，日前财政部、央行、证监

会、国资委、公安部等部门一起发声。 银河证券

将坚决积极参与救市行动。（下转A02版）

千股涨停 期指逼空

A股吹响反弹号角

□

本报记者 叶涛

跌跌不休，人心思涨，做多力量9日终于

喷薄而出，A股拨云见日，迎来报复性反弹。沪

综指当日低开高走， 午后高歌猛进， 气势如

虹，连续将“红旗” 插上3600点、3700点“高

地” ，行业板块全面开花，市场被压抑已久的

投资热情集中释放。

当日沪深两市共有1335只股票上涨，其

中1278只涨停，仅*ST成城和*ST松辽逆势下

跌。股指期货方面，沪深300和中证500期指合

约涨停， 上证50期指4个合约涨幅均在8%以

上。 债券期现货市场也联袂走强，5年期和10

年期国债期货主力合约涨幅均超过0.5%。

沪综指 9日收报 3709.33点， 涨幅为

5.76%； 深成指收报11510.34点， 涨幅为

4.25%； 创业板指上涨3.03%； 中小板指上涨

3.37%。 沪深两市成交额分别为6733.11亿元

和2775.73亿元。 28个申万一级行业全部红盘

收盘，119个Wind概念指数全部上涨。

此前三个交易日累计买入股票金额超过

800亿元的“中信系” 证券营业部席位又有新

动作。 9日沪深交易所盘后公开交易信息显

示，中信证券北京望京营业部、北京金融大街

营业部买入中小板、创业板股票较积极，涉及

国信证券、西部证券、金风科技、天业通联、多

喜爱、同花顺、特锐德、大华农等13只股票。 其

中，国信证券、西部证券、金风科技、同花顺的

买入金额较大， 分别为2.58亿元、2.65亿元、

1.10亿元、2.56亿元。

上证综指9日走势

制图/韩景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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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石化控股股东

两天累计增持7200万股

继7月8日增持A股4600万股后，9日

中国石化控股股东中国石化集团通过上海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在二级市场再次增持

A股2600万股。至此，中国石化集团两天增

持7200万股。

A13�市场新闻

580.26亿元资金净流入

资金持续进场 人气回升

据Wind资讯统计， 继周三市场迎来

758.50亿元的近三月最大规模的资金进

驻后，昨日两市继续净流入资金580.26亿

元，为4月9日以来的第二大单日净流入额；

行业板块和个股都实现了资金净流入。

央行已向证金公司提供

充足再贷款

银监会：允许已到期股票

质押贷款重新确定期限

保险机构已买入

千亿元股票和股基

光大证券总裁薛峰：

市场风险洪峰已过

坚定股市健康发展的信心

宝盈基金总经理汪钦：

未来必将是慢牛重生的过程

A02�财经要闻

证金公司向五基金公司

申购公募基金

A05�基金/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