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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维护金融市场稳定运行

加快相关制度建设，培育公开透明、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资本市场

□

据新华社电

8月28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

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专题会，

研究国际经济金融形势新变化对我国经

济的影响和对策，并作重要讲话。

会议听取了前期应对国际金融和大

宗商品市场异常波动、下一步工作考虑以

及国内经济运行有关情况的汇报，相关部

门负责人谈了看法和打算，国务院领导同

志先后发言。 李克强说，近段时间的国际

市场动荡，给世界经济复苏增加了新的不

确定因素，我国金融市场、进出口等受到

的影响也在加深， 经济运行遇到新的压

力。面对扑朔迷离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深层

次矛盾显现的情况， 我们坚持稳中求进，

持续推进结构性改革， 陆续出台降准降

息、减税降费和稳定市场等一系列定向调

控举措，效应不断显现，结构调整中积聚

的积极因素也增强了发展动能，经济运行

保持在合理区间， 经济增长走在世界前

列。 我们不仅有发展的巨大潜力，也有有

效管控风险的驾驭能力，能够在错综复杂

的形势中始终把握工作主动权。

李克强指出， 做好当前经济工作，既

要看到一些方面不断向好的趋势，坚定信

心，保持定力，又要直面困难挑战，未雨绸

缪，及时妥为应对，做到趋利避害。关键要

贯彻落实好党中央、 国务院各项部署，主

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牢牢抓紧发展这

个第一要务，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

极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

货币政策，在坚持区间调控基础上，见微

知著，灵活施策，以更精准的定向调控、相

机调控对冲经济下行压力，以更有力的改

革创新激发市场活力，以更有效地抓落实

巩固向好势头，稳定市场预期，做好政策

储备，确保完成今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

标任务。

李克强强调， 在传统增长动力减弱

的情况下，要拿出更多改革开放新举措，

增加公共产品、公共服务供给，促进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增强经济发展动力。 要

创新投融资方式，通过设立专项基金、置

换地方存量债务、发行企业债券、调整固

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比例等， 提高地

方和企业投资能力， 推动公共设施建设

等重大项目落地，支持中西部、贫困地区

发展，扩大有效投资。 围绕居民消费升级

新需求，推出促消费、惠民生的新政策，

推动快递等流通业发展，释放消费潜力。

加快推进国际产能合作， 取得更多共赢

发展成果。 支持实体经济提质增效升级，

推动机械、纺织、轻工、汽车等领域加速

折旧， 加大对传统产业技改投资的支持

力度。 （下转A02版）

强势修复启动 个股分化料加剧

□

本报记者 李波

上周上证综指一度下探至2850点，周

五强势收复3200点。 低估值蓝筹股率先吸

引抄底资金进场， 政策组合拳进一步激活

反弹动能，多头强势反攻。 不过，大盘进一

步上行将面临3400点一线年线强阻力，获

利盘回吐和解套盘减仓压力重新逼近。 当

前主流机构认为，市场步入底部区域，正能

量在积累，但市场底尚未探明，不排除震荡

回调甚至再次探底的可能。 蓝筹股安全边

际相对较高，“中小创”挤泡沫压力较大。

3400点一线承压

反弹总在极度恐慌和杀跌后来临。上

证综指26日创出2014年12月11日以来最

低点2850点， 之后连续大涨， 周五重返

3200点之上。 从资金流向来看，上周四沪

深300率先实现净流入，周五增量资金全

面进场。 银行板块成为吸金王，实现逾63

亿元净流入。

连续破位下挫后，蓝筹股估值降至历

史低位，投资价值显现，吸引长线资金持

续涌入。 同时，两融余额回到万亿左右区

间，杠杆资金持续去化有助行情回归。 另

外，从央行降息降准到养老金可入市投资

以及证金公司再筹资，从加快融资租赁和

金融租赁行业发展到地方债务置换扩大，

上周后半周维稳政策组合拳发力对市场

情绪带来明显提振，抄底反弹动能进一步

激活。 大盘连续大涨并弥合8月25日跳空

缺口，释放出多头反攻的积极信号。

不过，大盘进一步上行将很快面临集

合10日均线、 年线以及24日跳空缺口的

3400点一线强阻力，突围难度较大，成功

与否取决于增量资金能否持续大举进场

推升。 在经历两轮大跌重创后，市场风险

偏好显著下降，基于短线抄底和波段自救

的谨慎做多心态依然较浓。 因此，面临多

重技术面压力和巨量套牢盘，抄底盘回吐

和解套盘减仓压力很可能将重新开始积

聚，市场再度临近震荡窗口。 伴随超跌反

弹动能快速释放， 后市个股也将分化，蓝

筹股估值安全边际较高，“中小创” 则面

临较大挤泡沫压力。 另外，上市公司半年

报业绩明朗，将加剧个股分化。

控制仓位不宜追高

当前主流机构普遍认为，做空动能释

放后，政策面利好市场阶段性修复，超跌

反弹启动； 但市场底目前并未真正探明，

不排除回探可能，操作上不宜追高。

西南证券研报指出， 优质蓝筹股在

3000点左右位置展现良好投资价值， 市场

出现资金抄底迹象。 不过，此次反弹只是筑

底过程中的前期反弹，未来还将再次探底，

个股和板块将明显分化。 由于存在价值安

全垫，价值股很难跌破前期低点；缺乏价值

安全垫的个股将大概率出现再次探底，且

可能会创出新低。 但随着市场真正见底

后，成长股或许会表现出较好弹性。 短期

内可以参与价值股反弹，但不宜追高。

华泰证券研报指出，27日大阳线后，

超跌反弹确立。投资策略依然是“逢低介

入，控制仓位” ，若连续拉升则观望为主，

操作上宜逢低介入而非追高，方向选择大

金融、食品饮料、新能源汽车、地下综合管

廊、超跌成长股等。另一方面，市场风险点

依旧：根据折现模型，决定市场走向的三

个方面，经济增长、无风险收益率、风险偏

好的演化都对市场走向不利，短期存在二

八分化、热点缺乏等风险。

兴业证券研报指出，悲观情绪宣泄之

后，维稳组合拳容易帮助市场构建阶段性

底部， 但这个阶段性底部是否是最终的

“市场底” 则不确定。 在A股市场短期主

要矛盾变化的背景下，降息降准、养老金

入市等政策利多更多是在积累中期的正

能量，仍属市场“寻底”过程中做波段、自

救的机会，更佳操作机会是在四季度。

发用电增速回升 经济运行现积极变化

发改委30日指出，进入8月后，全国发用电和铁路货运装车情况都有好转，

显示经济运行出现更加积极变化。 从当前电力运行趋势看，预计8月全国发用

电同比增长3%左右；9月有望继续保持增长。

巴菲特大举增持菲利普斯66

美国“股神” 沃伦·巴菲特的投资旗舰公司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大

举增持美国炼油企业菲利普斯66，截至28日持有股份近5800万股，市

值高达45亿美元。 分析人士指出，巴菲特较擅长大手笔逆势押注，此次

在油价持续走弱之际抄底炼油企业，或显示其看好该行业长期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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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坚决处理利用职务便利

从事股票交易行为

证监会纪委书记王会民带调研组一行，结合“三严三实” 专题教育

以及集体约谈工作，先后赴福州、厦门、西安、长春、成都等多地进行调

研，与地方证监局班子成员和干部进行座谈，了解证券期货监管系统纪

检监察工作存在的问题， 研究解决派出机构纪检监察工作存在的困难，

并推动交流好的经验和做法。

证监会纪委要求各证监局党委和纪委，要多角度开展专项廉政监察

工作，在强化教育提醒的同时，定期不定期开展专项核查，对于发现的顶

风违纪行为、特别是利用职务便利从事股票交易行为，要坚决处理，同时

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新华社图片 制图/尹建

2593只基金上半年盈利8667亿

□

本报记者 黄丽

基金半年报披露完毕。 天相投顾统计数据显示，

上半年94家基金公司旗下2593只基金（A/B/C分开

计算，分级基金合并计算）共实现利润8667.8亿元，

同比大涨89倍，去年同期利润仅为96.22亿元。

具体而言，发力的主要是股票型基金和混合型基

金，均大幅扭转去年半年报的亏损状况，一举成为最

赚钱的基金， 本期利润分别为5157.66亿元、2585.03

亿元。 债券型基金、货币型基金、QDII、保本型和封闭

式基金分别盈利257.47亿元、468.63亿元、9.9亿元、

89.93亿元和99.28亿元。 整体来看，主要基金品种盈

利均明显增长，但商品型基金逆势发展，由去年同期

的盈利4680.22万元转为亏损1089.77万元。

从基金公司来看，权益资产管理能力较强的基金

公司上半年优势明显。华夏基金凭借604.84亿元的本

期利润一举夺魁，嘉实、汇添富、易方达、广发位居其

后，本期利润分别达583.14亿元、467.45亿元、434.88

亿元、380.76亿元。由于上半年市场走强，基金规模快

速增长，基金公司管理费收获颇丰。上半年，基金公司

共收取管理费227.31亿元，同比增加60.94%。

上半年基金公司持股周转率整体达2.98倍，较去

年上半年、下半年均明显增加，但仍低于今年同期A

股市场3.2倍的整体股票周转率。

2780家上市公司上半年净利增一成

□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截至30日晚记者发稿时，2780家上市公司交出上半年

“成绩单”。 2780家公司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10.2%，

剔除银行及非银金融行业，净利润同比下滑0.7%。

Wind数据显示，2780家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

入合计14.0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微增1.5%；实现净利

润合计1.42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0.2%，与2014

年上半年净利增速持平， 但较今年一季度3.5%的增

速明显回升。

1617家公司净利润同比增长， 占比达58.16%；

434家上市公司亏损，占比达15.61%。 上市银行净利

润总额7015.32亿元，同比微增2.4%，占据上市公司

净利润总额半壁江山。

计算机、汽车、医药行业业绩增速放缓，互联网金

融、新能源汽车等行业业绩持续高增长。 部分周期性

行业业绩反转，航空、畜禽养殖、白酒板块业绩喜人。

上市公司整体负债率下降， 存货周转率明显提

升，去库存周期缩短。

此外，1011家公司发布三季度业绩预告，近六成

公司预喜。其中，业绩预增433家，续盈114家，扭亏58

家；预减186家，续亏79家，首亏103家；不确定38家。

T02

多数上市公司负债率下降

T01

A股公司整体业绩增速回升

T03

传统企业互联网+转型

初显成效

T04

并购重组分化

产业逻辑并购将升温

“极端市”频现 应考虑引入熔断机制

业内人士表示，熔断机制规则设计透明，可以有效缓解“极端市”中的恐慌

情绪，是比涨跌停限制更市场化的干预措施。监管层应加快研究和论证，适时引

入熔断机制。

环保压力下的煤焦钢生死劫

从“奥运蓝” 、“APEC蓝” 到“阅兵蓝” ，临时性强化环保措施在

短期内导致一些商品供应缩减，并再度引发市场对环境保护、化解过剩

产能等问题的关注。 一边是低迷的市场行情，一边是越来越严格的环保

政策要求， 以煤焦钢为代表的产能过剩行业如何才能生存发展下去，已

成每个企业不得不面对的“生死劫” 。

A08�期货大视野

金融股和食品饮料股获沪股通资金青睐

上周初沪深两市连续调整，A股场内资金大幅流出。 不过，沪股通却

现连续4个交易日净买入，金额达287.32亿元。 从沪股通资金布局看，

金融股和食品饮料股颇受青睐。

A10�数据信息

金牛基金周报

分级基金三日惊魂 百亿军团渐次消失

在被称为“史上最大下折潮” 中，最让基金业“惊魂” 的，不是下折

潮隐含的巨大赎回压力， 而是为数众多的投资者在下折前高溢价买入

了分级B，造成巨额亏损。 证监会日前暂停了分级基金产品的审批，一

度令基金业内引以为傲的产品创新，其前景因此蒙上了一层阴影。

地方国企改革加速

万亿国资证券化蓄势待发

“1+N” 顶层设计方案出台临近，各地国企改革全面铺开。 下半年

来，除省级地方政府进一步加快方案制定和落实，地级市也加快推进方

案制定。 从已出台国企改革方案的二十多个省区市看，发展混合所有制、

推动国企重组整合及资产证券化、优化国资监管体系成为改革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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