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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荡蓄势 创业板“开箱” 在望

□

本报记者 李波

昨日沪深两市大盘小幅收涨，创业板

指数震荡整理， 尾盘拉升一度突破前高

2102点，但随后快速回落，日K线收出阴

十字星。随着市场情绪企稳及改革创新大

方向强化， 超跌成长股获得资金追捧，创

业板指数后市有望率先突破箱体，向上打

开反弹空间。 但受制技术面压力、存量资

金博弈和获利回吐意愿，破冰之旅波折难

免。 另外，随着技术性超跌反弹动能的释

放，大小盘“跷跷板” 切换及创业板内部

个股的轮动分化也将进一步展开。

热点轮动 创业板休整

昨日沪深两市大盘震荡盘升，尾盘冲

高后小幅跳水，沪综指3200点得而复失。

创业板震荡整理，盘中突破前期高点。

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3185.62点，上

涨0.92%；深证成指报10238.69点，上涨

0.61%；中小板综指报10133.24点，上涨

0.90%； 创业板指数报2078.72点， 下跌

0.02%。 沪深两市分别成交3050.71亿元

和3674.75亿元，量能环比双双放大。

行业方面看，29个中信一级行业指

数中仅餐饮旅游、电力及公用事业、计算

机和家电指数收绿， 分别下跌1.28%、

0.68%、0.11%和0.02%； 其余上涨指数

中，非银行金融、农林牧渔和商贸零售指

数涨幅居前，涨幅分别为3.23%、2.24%和

2.20%。

Wind概念指数大面积上涨。 充电桩

和天津自贸区指数涨幅居前， 分别为

4.81%和3.76%，基因检测、上海自贸区、

长江经济带、体育、新疆区域振兴、土地流

转、迪士尼、京津冀一体化和跨境电商指

数的涨幅超过2%；去IOE、创投、职业教

育、在线教育指数表现疲弱，跌幅分别为

1.05%、0.96%、0.92%、0.90%。

从行业、板块以及个股表现来看，伴

随蓝筹股启动和创业板整理， 市场热点

出现一定程度轮动。 一方面，中小盘股炒

作热情蔓延至蓝筹股，结合量能放大、个

股普涨等盘面特征， 释放出市场情绪改

善、做多人气回升、赚钱效应延续的积极

信号。 另一方面，创业板在前期高点震荡

整理， 表明突破压力较大， 多空分歧显

现；风格切换和轮动分化，折射存量资金

闪转腾挪的“游击战” 手法，强化了当前

结构性行情“精细化” 和“波段性” 的市

场特征。

突破后回踩 波折中破冰

由于前期超跌且体量小、 弹性好，创

业板近期获得存量资金青睐，其持续走强

也在一定程度上激活市场人气和做多动

能，带动大盘企稳回升。 此前三大股指均

处于箱体运行格局， 其中创业板运行于

1780点-2102点区域。随着创业板率先行

至前期高点，能否突破箱体、打开上方反

弹空间成为市场关注焦点。昨日创业板走

势反映多空双方激烈争夺，2102点前期

高点得而复失既表明创业板具备突围意

愿，也充分反映出获利回吐压力较大。

分析人士指出，随着不确定性消除和

市场情绪改善，场内存量博弈和场外试探

性抄底意愿明显提升，以创业板为载体的

超跌小盘题材股成为资金首选。 同时，高

铁、核电、网络安全、碳减排等主题升温，

创新主线进一步强化，都成为创业板主题

炒作契机和上涨催化剂。

不过，当前市场整体仍处于震荡筑底

格局，资金风险偏好改善缓慢，意味着增

量资金跟进犹豫，“高抛低吸” 的操作习

惯难以快速扭转。 尤其是持续反弹后，创

业板指数前期高点及随之而来的30日均

线将加剧回吐压力，需要足够的做多动能

及充分换手才能真正确认突破。

总体来看，随着结构性反弹行情的启

动， 创业板指数有望率先向上突破箱体，

但恐难一蹴而就，震荡反复难以避免。 在

此过程中，创业板与主板的“跷跷板” 切

换，以及创业板内部品种的强弱轮动都将

进一步展开。

习近平：发展资本市场是中国的改革方向

市场已经进入自我修复和自我调节阶段 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有基础也有条件

□

据新华社电

在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

9月22日接受了美国《华尔街日报》书面采访，就中

美关系、 两国在亚太及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合作、两

国人民交往、完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经济形势、中

国全面深化改革、外国企业在华投资、中国互联网

政策、反腐败等回答了提问。

在回答关于中国经济状况、目前中国政府正在

采取哪些措施以提升国内外投资者的信心等问题

的提问时，习近平强调，中国经济增速仍然居世界

前列。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7%，在世界总体

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的环境下，这是来之不易的。 根

据我们设定的发展目标， 即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

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保

持7%左右的增长速度就可以做到。

中国经济运行仍然保持在合理区间。中国需要

的是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解决经济发展中存

在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以利于走得更

稳更远。 我们正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

济结构，更加注重创新驱动，更加倚重消费拉动。我

们希望通过解决这些问题， 使中国经济凤凰涅槃、

浴火重生，保持强劲发展动力。

在当前世界经济大环境下，各国经济都面临着

困难，中国经济也面临着一定下行压力，但这是前

进中的问题。我想特别强调，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中

国都将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扩大开放。 我

们将统筹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

加强和创新宏观调控，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中

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持续推

进，居民储蓄率高，消费潜力巨大，人民工作勤奋，

中等收入者比重在提高， 服务业发展势头强劲，市

场空间和潜力都很大，今后一个时期保持经济中高

速增长有基础也有条件。

风物长宜放眼量。 分析中国经济，要看这艘大

船方向是否正确，动力是否强劲，潜力是否充沛。在

大海上航行，再大的船也会有一时的颠簸。 只要投

资者全面了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历程、

近期中国为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制定的战略以

及中国经济各项数据和趋势， 就会作出正确判断。

上海美国商会今年发表的报告显示，约95%的受访

企业计划加大或维持在华投资。 这是300多位美国

企业家的选择。 我相信，聪明的投资者都会作出同

样选择。

在回答关于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等问题的提问

时，习近平指出，当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方

向就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

发挥政府作用。 简言之，就是“看不见的手” 和“看

得见的手”都要用好。

股市涨跌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一般情况下政

府不干预。政府的职责是维护公开、公平、公正的市

场秩序， 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

益，促进股市长期稳定发展，防止发生大面积恐慌。

前段时间，中国股市出现了异常波动，这主要是由

于前期上涨过高过快以及国际市场大幅波动等因

素引起的。 为避免发生系统性风险，中国政府采取

了一些措施，遏制了股市的恐慌情绪，避免了一次

系统性风险。 境外成熟市场也采取过类似做法。 在

综合采取多种稳定措施后，市场已经进入自我修复

和自我调节阶段。 发展资本市场是中国的改革方

向，不会因为这次股市波动而改变。

2014年，我们蹄疾步稳推进各项改革，80个重

点改革任务基本完成， 此外有关部门还完成了108

个改革任务，各方面共出台370条改革成果。今年以

来，我们已经推出了70多个重点改革方案。 9月15

日， 我们讨论通过了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

支持沿边重点地区开发开放若干政策措施、加快完

善价格机制、鼓励和规范国有企业投资项目引入非

国有资本等改革方案。 我们今年确定了100多项重

点改革， 还要继续出台一批重大经济改革举措，把

有利于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的改革举措

往前排，将在财税、金融、开放、司法、民生等领域集

中推出一些力度大、措施实的改革方案。

中国这一轮改革是全面改革，力度之大前所未

有，经过努力，一些多年来难啃的硬骨头啃下来了。

这些改革是真动了奶酪、动了真格。 改革必然会触

及一些人的既得利益，改变一些人的工作和生活状

态，当然会有难度，不然就不叫改革了。 所以，我说

过，改革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改革关头勇

者胜。 同时，改革要扎扎实实干，想入非非不行，哗

众取宠不行，蜻蜓点水也不行。开弓没有回头箭，我

们将继续坚定不移实现改革目标，风雨无阻，勇往

直前。

在回答关于人民币汇率、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

等问题的提问时，习近平强调，中国一直在完善人

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这次完善人民币汇率中

间价报价就是其中一步，加大了市场决定汇率的力

度。当前，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复杂，做市商对人民币

汇率走势预期明显分化，使得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和

市场汇率出现了较长时间的偏离。完善中间价报价

使中间价形成更加参考外汇市场供求关系，从机制

上防止中间价和市场汇率持续大幅偏离。 8月11日

中间价报价完善以来，偏差矫正已初见成效。 从国

际国内经济金融形势看，人民币汇率不存在持续贬

值的基础。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会继续朝更加

市场化的方向迈进。

中国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就提出了实现资

本项目可兑换的目标。 20多年来，中国一直在朝着

资本项目可兑换方向努力。（下转A02版）

发改委：

全年经济增速有望保持在7%左右

□

本报记者 刘丽靓

发改委22日发文指出，下半年我国经济将继续运行在合理区间，整体平稳

的态势不会改变，全年经济增速有望保持在7%左右。在经济增长总体平稳、市场

供需状况基本稳定的情况下，就业岗位将持续增加，物价总水平温和上涨，全年

经济发展主要预期目标可以实现。

今年以来，国内外经济发展环境极为错综复杂，我国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正

在经历深刻调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困难和挑战明显增多。发改委认为，分析看

待中国经济形势，既要纵向比较，也要横向对比；既要看增速变化，又要看结构变

动和动力转换；既要观察运行状况，更要把握发展走势。 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的大背景下，既要跟踪短期经济运行情况，更要关注结构优化和动力转换对中长

期可持续发展的促进作用。

发改委指出，结构调整之所以取得积极进展，很大程度上在于改革攻坚力度

不断加大，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进一步发挥。今年以来一大批带有顶层

设计性质的综合性改革方案相继出台，特别是在简政放权、投融资体制改革、财

税金融价格改革、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国有企业改革、生态文明体制建设等

方面，陆续推出重大改革举措，将持续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活力动力。

发改委认为，积极因素和有利条件仍然较多，全年经济发展预期目标能够

实现。

总的来看，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比较平稳，增速换挡比较平顺，结构调整和动

力转换稳步推进，发展水平逐步向中高端迈进，符合宏观调控与发展预期。 从下

一步走势看，经济发展环境更趋复杂，国内外影响经济平稳运行的不稳定不确定

因素有所增多，经济下行压力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但经过多年来的实践，我

国政府已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宏观调控经验，在政策上也有较大空间和较多手段，

企业适应市场竞争和创新发展的能力不断增强，随着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各

项政策措施进一步落实和完善，经济有望保持平稳运行态势。（下转A02版）

615家公司三季报业绩预增

截至22日，1029家上市公司披露三季报预告。 其中，近六成公司预计前三

季度净利润将出现正增长。农林牧渔、轻工制造、电气设备等行业均有六成以上

公司预告净利润增速优于半年报。

制图/王力

洪城水业重组案拆解与重构

作为地方国资改革样本，洪城水业的重组具有一定前瞻性。 此次重组并不

是一次简单的资产注入和上市公司主业的再包装，而是代表地方国资的实际控

制方整体战略调整的开始，后续存留更多资产运作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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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将推同时投资于境内外市场的QDII基金全国股转系统发布优先股业务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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