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监会：研究维稳资金

退出方案的报道不实

□本报记者 倪铭娅

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张晓军20日表示，

关于证监会正在研究维稳资金退出方案的

报道不实。 证监会认为，有关媒体对市场有

重大影响的报道不与监管部门核实是不负

责任的。 下一阶段，证监会将继续把稳定市

场、稳定人心、防范系统性风险作为工作目

标，全力做好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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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资存量“迫降”

网络平台模式走入末路

场外配资市场再遭重拳出击， 各类在线平台陆续宣布停止股票配资业务，

通过互联网进行场外配资的模式已走入末路。 业内人士认为，互联网金融的创

新提升信息沟通和资金运作的效率，不能因此否定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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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基本面 创业板投资“梦醒时分”

经过一轮深度调整，创业板呈现触底反弹走势，整体估值有所回升，依然

处于高位，寻求新的估值逻辑是当前投资者必须解决的问题。 随着“市值估值

法” 成为历史，市盈率将再度成为主流估值逻辑，下一阶段创业板投资将向基

本面、公司业绩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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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持凸显

军工板块投资价值

20日，军工航天板块领涨A股，涨幅

达4.19%。 在上周的市场反弹中，军工板

块的反弹幅度也一直居前， 板块整体上涨

超过24%。 国防军工股的增持潮尤其引人

注目，7月以来获净增持公司家数占行业

内成分公司家数的比例为43.75%， 位居

申万28个一级行业之首。 券商认为，支撑

军工行业成长的改革和装备升级两大逻辑

将长期存在， 后续的催化剂包括国企改革

政策、军民融合及混合所有制政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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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息周期临近

美元中长期牛市开启

6月中旬以来， 美元指数打破此前两

个多月的横盘调整走势，出现突破上行。美

元本轮上涨主要受宏观经济和货币政策推

动，因而具有相当的持续性。美元走强的趋

势有利于推升美国各类资产的价格， 对美

股美债都有正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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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届五中全会10月召开 将研究关于制定“十三五”规划的建议

创新完善宏观调控方式 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

□据新华社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20日召开会议， 决定

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

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

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 研究关于制

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

议。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认为， 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是我们党确定的“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的第

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十三五” 时期是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十三五”规划必须紧

紧围绕实现这个奋斗目标来制定。当前，和平与

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

常态， 我国发展既面临大有作为的重大战略机

遇期，也面临诸多矛盾相互叠加的严峻挑战。我

们要准确把握战略机遇期内涵的深刻变化，更

加有效地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 在改革开放以

来打下的坚实基础上，坚定信心，锐意进取，奋

发有为，继续集中力量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不断

开拓发展新境界。

会议指出，推动“十三五” 时期我国经济社

会发展，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 四中全会

精神，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

学发展观为指导，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

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

局，坚持发展第一要务，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

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

党的建设，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实现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会议强调，“十三五” 时期，我国发展的环

境、条件、任务、要求等都发生了新的变化。认识

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保持经济社

会持续健康发展，必须有新理念、新思路、新举

措。 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是发展思路、

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要认真总结

经验、深入分析问题，把发展理念梳理好、讲清

楚，以发展理念转变引领发展方式转变，以发展

方式转变推动发展质量和效益提升，为“十三

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指好道、领好航。

会议指出，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

民根本利益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必须把增进人民

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

脚点。 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实际出发，

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方式， 保持经济中高速增

长，迈向中高端水平，推动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

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 必须按照完善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加快

完善各方面体制机制， 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为

发展提供持续动力。 必须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法治体系，加快法治经济和法治社会建设，把经

济社会发展纳入法治化轨道。 必须深化全方位对

外开放，妥善应对外部环境变化，推动互利共赢、

共同发展。 必须贯彻全面从严治党要求，不断提

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确保我国发展航船

沿着正确航道破浪前进。

稳扎稳打 再战4000点

□本报记者 徐伟平

沪综指20日盘中再次冲击4000点，打响

新一轮4000点争夺战。 与此前大幅调整时的

激烈状态不同，此番4000点争夺战整体呈现

温和的特征。在资金面维持相对平稳、复牌压

力逐渐缓解、市场情绪逐步修复的大背景下，

预计这场争夺战将以“均衡” 的方式演绎，指

数小幅震荡将是大概率事件， 个股分化的趋

势依然会延续。

再度争夺4000点

20日，沪综指小幅低开后，震荡拉升，向

4000点关口发起冲击， 最高上探至4021.33

点。其后，股指出现一波快速跳水，震荡翻绿，

最低下探至3927.12点。 午后，伴随市场情绪

逐渐企稳， 沪综指维持窄幅震荡， 收报

3992.11点，上涨0.88%。 与沪市相比，深市主

要指数的反弹力度相对较强， 深证成指当日

上涨1.52%，收报13202.40点；中小板指数上

涨1.69%，收报8890.12点；创业板指数上涨

2.33%，收报2848.30点。

指数普涨并未带来行业板块的集体回

暖，申万国防军工、农林牧渔、计算机和通信

指数涨幅居前， 涨幅均超过3%， 分别上涨

5.35%、4.62%、3.34%和3.29%； 申万非银金

融、 银行、 家用电器和食品饮料指数逆市回

调，分别下跌1.12%、1.07%、0.35%和0.34%。

新兴产业板块延续了此前的良好势头， 成为

反弹领头羊，但权重蓝筹板块的表现低迷。

个股的分化更为明显。 在正常交易的

2217只股票中，20日有1639只上涨，其中337

只涨停，665只涨幅超过5%，932只涨幅超过

3%；在下跌的559只股票中，有9只跌停，37

只跌幅超过5%，95只跌幅超过3%。指数普涨

并未带来个股普涨，个股分化特征依旧显著。

7月13日，沪综指曾反弹至4000点附近，吹响

了7月份首次4000点争夺战的号角， 但冲击

未果，沪指震荡回落，回撤至3800点附近，冲

击和回撤的幅度均较为温和。

指数料小幅震荡

7月份市场的走势可谓跌宕起伏， 沪综

指盘中一度跌破3400点。 与下跌时的“来势

汹汹” 不同，在资金面维持相对平稳、复牌压

力逐渐缓解、市场情绪逐步修复的大背景下，

预计4000点争夺战将以 “均衡” 的方式演

绎，指数小幅震荡料将是大概率事件。

首先，流动性维持相对平稳。此前沪深两

市大盘连续缩量下挫时，底部承接力量有限，

一度出现流动性匮乏的现象。从目前来看，沪

深两市成交额近期维持在1万亿元以上，流

动性压力有所缓解。但值得注意的是，增量资

金入市步伐放缓，一方面，监管部门清理场外

配资，杠杆资金入市步伐放缓，沪深两市融资

余额近期延续了小幅波动，“后杠杆” 时代来

临；另一方面，在本轮反弹中，主要指数涨幅

均超过10%， 个股涨幅超过30%的股票数量

较多，短线抄底资金获利颇丰，如果市场出现

大幅震荡，短线资金锁定收益的欲望较强。由

此看来，虽然市场重返相对稳定的状态，但一

些资金犹疑，入场的步伐并未加快。

其次，在强势反弹之后，前期批量停牌的

股票纷纷复牌。 13日、14日复牌的股票超过

200只，15日复牌的股票超过100只。 这些股

票在7月集中停牌，体量巨大。 不过，目前来

看， 沪深两市正常交易的股票数量已恢复至

2200只左右，在停牌股票复牌后，市场上大

部分锁定筹码得到释放， 随后零星复牌的股

票产生的扰动作用将减轻， 但资金对于整体

市场的推动力也可能减小。

最后， 此前的大幅下挫一度引发市场的

恐慌情绪，在股指震荡企稳后，市场情绪得以

修复，但修复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而非一蹴而

就，这就意味着反弹的力度可能相对有限。 一

方面，4000点一带是半年线的 “多空分水

岭” ，未套牢的投资者在市场进行方向性选择

时，更倾向于观望，而非大举进入；另一方面，

前期在4000点附近套牢的投资者同样也在观

望，如果反弹不及预期，抛压可能增大。

新三板定增遇冷 机构投资策略生变

□本报记者 戴小河

受主板市场大幅回调影响，此前火热的新

三板定向增发遇冷，一些公司面临定增破发的

境地。 股转系统数据显示， 新三板成指自6月

25日收于1696.08点之后， 便紧随A股主板市

场急速下探到7月8日的历史最低值1280.12

点，较4月7日创下的历史峰值2134.31点，近乎

“腰斩” 。

4月以来， 以做市方式转让的新三板挂牌

企业披露定增预案的有近250家。 以最新收盘

价计算， 复权后定增价出现倒挂的约60家，破

发率约24%。在4月之后已经实施完成定增的以

做市方式转让的近120家公司中， 与最新股价

复权之后相比，出现破发的公司有20家，破发

率约16.7%。

具体来看，截至7月20日，东芯通信、博安

通、皇品文化、广安生物等公司“破发折价率”

靠前。 东芯通信5月8日公告，计划以10.5元/股

的价格募资约240万元， 而最新股价为5.28元/

股，折价率49.7%。 博安通5月6日发布公告，公

司将以8元/股的增发价发行不超过250万股，

募资不超过2000万元，按其最新价4.52元/股计

算，折价率43.5%。 皇品文化和广安生物的折价

率分别为41.7%和30.78%。

自4月新三板两大指数见顶以来， 市场一

直走势低迷。 有新三板私募人士认为，目前新

三板市场基本已到底部，走势探底企稳，但在

缺乏政策强有力推动的情况下，近期依旧会比

较平淡，短期内难回高点。 不少私募人士表示，

新三板投资在选择标的上更加注重商业模式

清晰的企业，且倾向于挂牌前企业，对估值更

加保守。

尽管前期新三板市场比较低迷， 但似乎没

有影响到投资经理筛选标的。例如，上海呈瑞投

资目前在募集第六期产品， 其投资经理杨类禹

表示，只要投资的公司比较优质，不会因为短期

趋势的波动而改变初衷，“目前选择持股不动，

坚持长期持有，更加紧密关注企业基本面，只有

在企业基本面改变时才会卖出。 ”

天星资本则趁市场低迷增持股票， 近日相

继买入天祥新材、融汇管通、山东蓝孚、苏轴股

份4家公司股票。 公司总裁王骏表示，现在市场

整体估值下降， 对于一些基金可能会有赎回压

力，但对于持长期看好策略的机构来说，短期波

动影响不大，还能以低价拿到优质筹码。

不少新三板的机构投资者近期投资策略发

生很大变化，包括寻找挂牌前企业、盈利模式清

晰的企业等， 投资策略呈现出对价格更加保守

谨慎、注重风控等特点。

天星资本和呈瑞投资在标的选择上偏向于

挂牌前企业。王骏表示，目前扩大并梳理创投业

务，挖掘偏早期的高成长企业，在投资策略、风

格上都往前端靠。杨类禹表示，最新产品基本投

资的是拟挂牌项目，因为估值相对便宜，可以用

时间换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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蹊跷的贴水：

短期担忧情绪投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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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板指收复2800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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