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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家公司控股股东完成增持计划

广汽集团、晋亿实业、中牧实业、浙报传媒、首创股份、兰州民百、博

汇纸业等多家上市公司1月4日晚发布控股股东增持股份公告。

补4日见报头版图片稿签 李若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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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保监会指定披露保险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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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收益资产“啃”荒路在何方

新的一年来临，无论是机构还是散户，都要着手为未来这一年的资产配置

进行谋篇布局。 然而，从去年开始，众多投资者已经意识到“资产配置荒”这个

现实。 部分机构认为，事实上，“资产荒” 并非是没有资产，而是缺乏高收益低

风险的绝对收益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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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首个交易日A股“熔断”

□

本报记者 李波

2016年首个交易日， 作为熔断机制

的基准指数， 沪深300指数先后触发5%

和7%的熔断阈值， 股票现货和股指期货

市场于13时33分起暂停当日交易。 指数

熔断的同时，两市再现“千股跌停” 。

沪深两市4日早盘双双低开，之后快

速下挫，沪深300指数午后13点13分跌幅

扩大至5%，触发15分钟熔断机制，个股全

面暂停交易； 两市在13点28分恢复交易

后再度下探， 沪深300指数跌幅扩大至

7%，触发全天熔断，提前收市。

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3296.26点，下

跌6.86%；深证成指报11626.04点，下跌

8.20%；中小板综指报12374.22点，下跌

8.29%； 创业板指数报2491.24点， 下跌

8.21%。 沪深两市分别成交2409.29亿元

和3552.84亿元。

行业方面，29个中信一级行业指数

悉数下跌，跌幅均在4%以上。 其中，计算

机、电力设备和传媒指数跌幅较大，分别

为9.76%、9.41%和9.39%；银行、石油石化

和食品饮料指数跌幅相对较小， 分别为

4.39%、6.74%和7.13%。

135个Wind概念板块跌幅均超过3%。

其中，ST概念、 沪股通50和航母指数跌幅

相对较小，分别下跌3.58%、6.08%和6.32%；

智慧农业、 冷链物流和合同能源管理指数

跌幅居前，分别下跌9.86%、9.82%、9.73%。

股指期货全线大跌，沪深300期指主

力合约IF1601下跌6.75%，上证50期指主

力合约IH1601下跌6.22%，中证500期指

主力合约IC1601下跌7%。

外围市场上， 香港恒生指数低开低

走，收报21327.12点，下跌2.68%；日经

225指数下跌3.06%， 富时吉隆坡综指和

韩国综合指数跌逾2%。 欧洲市场表现同

样惨淡，截至北京时间18点，富时100指

数下跌2.40%，报6092.36点；法国CAC40

指数下跌2.82%，报4506.12点；德国DAX

指数下跌4.16%，报10296.38点。

汇市方面，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跌破

6.50关口，报6.5032元，较前一交易日下

跌96基点， 创2011年5月24日以来新低。

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跌破6.50关口，离

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跌破6.60关口。

分析人士指出， 人民币汇率贬值、大

股东解禁期限临近、 险资回撤风险抬头、

制造业PMI弱于预期等多重利空共振，促

使资金避险情绪升温，熔断机制加剧了非

理性抛售。断崖式大跌对技术形态和资金

心态构成重创，短期建议轻仓观望，等待

风险释放和恐慌情绪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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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牛市稳固 新兴货币隐现抄底良机

市场分析人士指出， 美联储在去年开启近十年来首轮加息周期，预

计今年将实现加息常态化。由于日本、欧洲继续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与

美国货币政策背道而驰，日元、欧元料将持续走软，美元牛市仍将稳固。

此外，部分新兴市场货币近几个月再现跌势，但已经接近“触底” ，如果

美联储货币政策稳定，可能促使前者触底反弹，出现抄底机会。

三大信号牵动后市

熔断挑战公募估值

和仓位管理

资金出逃避险

情绪修复需时日

空头大幅撤退

期指有望回归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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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岸人民币破6.6

贬值会否成全年基调

分析人士指出， 受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及美国开启加息通道等因素影响，

2016年人民币汇率仍存贬值压力，但预计贬值幅度不会太大，将持续在合理区

间内温和浮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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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外流+年初钱紧 降准预期再升温

4日银行间市场资金面意外偏紧。 尽管回购利率多数走低，但大行

供给收缩，场内融资较为不易，资金面在2015年最后一个交易日突然转

紧后并未因跨年而有所缓解。 市场人士指出，短期流动性迅速转紧受到

多重因素的作用，资金持续外流背景下，资金面转紧令央行投放流动性

的猜想再度升温。

制度变革发酵 新股“生态”谋变

□

本报记者 王小伟

从2016年1月1日起，新股发行将按照

新的制度执行。 券商人士预计，“旧规”与

“新规” 之间的“空窗期” 不会太长，不久

后将有新股获批发行。 随着全新打新制度

实施， 以及注册制等多项制度改革的发

酵， 业内人士认为，A股市场的新股“生

态” 或将发生变化，全年新股市场或在制

度巨变中迎来供需关系的转向，在这过程

中“打新” 和“炒新” 收益有望逐步回归

合理。

新股供求或现转向

市场人士指出，新股发行制度修改完

成并开始施行或意味着IPO在2016年将

正式启动，背后也体现了管理层希望尽快

恢复资本市场融资功能的意愿。

申万宏源指出， 注册制正式推出之

前，IPO不会停下脚步， 即2016年第一季

度，IPO仍将分批发行。

券商人士分析指出，1月1日开始实

施的新股发行改革是我国IPO市场采用

询价制度以来的第六次重要调整，本次发

行制度的完善重点围绕解决巨额“打新”

资金扰动、提升信息披露管理、简化程序

缩短周期、加大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和强

化中介机构监管五方面的问题。这将是迈

向注册制过程中的关键一步，同时也将使

新股供求关系发生重要变化。

国泰君安相关人士指出，随着新规的

实施，（下转A0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