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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1家公司逾六成业绩预喜

沪深两市共有1211家公司发布了2015年业绩预告， 其中业绩预喜公司

（包括预增、续盈、扭亏、略增）有759家，占发布业绩预告公司数量的63%。 这

表明，2015年上市公司业绩增长仍是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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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惊魂一周：

谁剁小票谁买蓝筹

不计成本地剁小票、买蓝筹，这几乎成为

过去几个交易日机构的一致性动作。 小票泡

沫还能维持多久？蓝筹行情能否在2016年再

次演绎？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机构的恐慌与

困惑都出现了极度放大。

地方两会陆续召开

基建投资成稳增长首要抓手

□

本报记者 刘丽靓

新年伊始，省级地方两会陆续召开，目前

已有河北、福建、宁夏、新疆4个省区召开了

地方两会。 从这些省区两会公布的政府工作

报告来看，着力稳增长、扩大有效投资、加快

重大项目建设是今年的首要任务。 业内人士

认为，今年稳增长政策将显著加码，推动实体

经济企稳回升，基建投资将是主要发力点，全

年基建投资实际增速有望超预期上行。 除轨

道交通外，海绵城市、综合管廊等领域将成为

基建投资的重要方向。

各地布局基建投资

河北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今年着力稳

增长，促进经济运行稳中向好，发挥投资的关

键作用。 抓好“三个一百” 省级和2000项市

级重点项目，力争全年完成投资6000亿元以

上。 精准对接国家“7+4” 重大工程包，用足

用好国家专项建设基金。

报告强调，确保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政策

措施落地见效，推进重点领域率先突破。 加

快京沈客专、唐曹铁路、首都地区环线等项

目建设，开工建设京唐、京霸、廊涿城际和白

沟支线。 精准承接非首都功能疏解，加快推

进北京新机场临空经济区、曹妃甸协同发展

示范区、 渤海新区等省级重点平台建设，支

持各地因地制宜打造不同层次、各具特色的

协同发展基地和产业园区。 全力做好冬奥会

筹办工作， 扎实推进场馆建设前期工作，力

促京张高铁崇礼支线等尽早开工，加快赛区

低碳电力供应、医疗卫生等配套服务设施建

设，按照奥运标准全面推动张家口城乡面貌

改善。

福建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注重从

供给侧发力，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积极扩大

有效需求，增强对稳增长的拉动力。 今年要

实施产业龙头促进计划， 加快重大项目建

设。 今年将完成基础设施投资7300亿元，抓

好铁路、高速公路、轨道交通、机场、港口等

重大项目，加快公共停车设施、地下综合管

廊、 污水垃圾处理等城市公用设施建设，完

成工业投资8300亿元。推进海绵城市建设试

点， 全省在建地下综合管廊超过50公里，加

快解决城市内涝和“马路拉链” 问题。 抓好

地铁、城市道路、公交场站、公共停车泊位、

休闲慢道等建设， 新建公共停车泊位2万个

以上。

在宁夏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中， 扩大有

效投资， 增强经济发展后劲被排在今年重点

工作的首位。 报告提出，要抓好50个重点项

目；实施14个基础设施项目，完成投资200亿

元；实施23个产业项目，完成投资500亿元；

实施13个社会民生项目，完成投资150亿元。

对于这些项目，要建立台账，倒排工期，督查

考核，确保进度和质量，从而带动全社会完成

投资3880亿元以上。 紧扣国家政策走向，谋

划一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支持区长远发展

的重大项目，争取更多进入国家重大工程包。

拓宽项目融资渠道， 发布政府与社会资本合

作（PPP）项目清单，每个县（市、区）实施

1-2个示范项目，引导社会资本投向市政、交

通、生态等领域。增加政府产业引导基金规模

至20亿元，吸纳等多社会资本，争取母子基

金总规模80亿元以上。

新疆自治区主席雪克来提·扎克尔近日

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表示， 充分发挥有效投

资对稳增长调结构的关键作用， 提高投资有

效性和精准性。 加强交通、水利、能源等基础

设施和产业项目建设， 安排自治区重点项目

440项， 其中新开工60项， 完成投资3000亿

元。实施新一轮农网改造升级工程，落实丝绸

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行动计划， 抓紧推动

重大标志性工程落地， 并加快北中南三大通

道和南北疆大通道建设，积极做好中巴、中吉

乌铁路前期工作。

其它一些省份近期也明确了今年重点项

目投资计划。 根据陕西、江西、河南、福建、安

徽、江苏、河北、浙江和四川等9个省份发布

的今年重点项目投资计划， 其总投资规模超

过14万亿元。

2016年云南省综合交通建设工作会议

提出， 云南全面启动交通基础设施五年大会

战。 到2020年，全省公路网总规模达到25万

公里， 公路水路建设完成投资5000亿元，其

中高速公路建设投资3800亿元，国省道改造

投资510亿元，农村公路投资550亿元，水运

建设投资140亿元。 今年综合交通建设要完

成投资1330亿元。其中公路、水路1000亿元，

铁路300亿元，机场30亿元。

从各省份推出的2016年重点投资项目

来看，轨道交通仍占据首位，新型城镇化、生

态环保等基建项目也成为重点投资对象。

稳增长料显著加码

华泰证券认为，基建是2016年稳增长依

赖的重点。 近年基建投资的主要制约因素是

地方政府债务存量规模增长、财政压力较大，

而政府当前正在发力。 随着国家预算投入增

长，明后年债务置换还将大举推进，解决地

方财政融资存量问题， 并引入PPP模式解决

融资增量问题。 此外，发改委批复的基建项

目、工程包、专项规划体量巨大，基建将成为

明年稳增长的重要砝码。 （下转A02版）

全球股市风雨飘摇 避险资产再受追捧

新年以来全球股市市值蒸发近3.2万亿美元，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主要

股指全线重挫，资金涌入美债、日元、黄金等传统“避风港” 。 机构认为，投资者

应对今年投资回报率下滑做好准备，在缺乏明确提振因素的情况下，市场情绪

短期内难以恢复。

A04�基金/机构

22家私募

跻身“百亿俱乐部”

经过2015年的洗礼，规模上百亿的证券

类私募由年中的28家下降至年末的22家，

但较2014年整体新增15家。 业内人士表示，

2015年下半年以来的股市大幅调整导致部

分私募机构业绩缩水和客户赎回。

题材热点复苏 沪指重上3000点

□

本报记者 徐伟平

经历了开年后的极端走势后， 本周股指继

续惯性下探，但跌势较此前放缓，止跌信号逐步

出现。 在日K线收出五连阴后，昨日沪综指强势

反弹，重返3000点之上。 此前作为杀跌“重灾

区” 的“中小创” 更是上演逆转好戏，成为反弹

急先锋。行业板块全面回暖，题材热点也全线复

苏，普涨格局凸显。

上证综指昨日惯性大幅低开， 直接失守

2900点关口，距2015年8月26日的2850.71点的

阶段低位仅一步之遥。 其后， 在权重股的推动

下，大盘展开反弹。午后“中小创”品种反攻，沪

综指亦受其带动， 逐级震荡走高并收复3000

点，收报3007.65点，上涨1.97%。 与之相比，深

市主要指数的表现更为强劲。 深证成指上涨

3.67%， 收报10344.94点； 创业板指数上涨

5.59%， 收报2175.01点 ； 中小板指数上涨

3.63%，收报6842.09点。

股指反弹带动沪深两市个股普涨， 告跌品

种总数不足百只。 不计算ST个股和未股改股，

两市超过130只个股涨停。

与前一交易日相比， 当日沪深两市成交温

和放大，分别为2180亿元和3342亿元。

行业板块方面，28个申万一级行业板块全

线飘红，申万国防军工、计算机、传媒和电子指

数的涨势强劲，分别上涨5.94%、4.98%、4.50%

和4.44%。 涨幅靠后的基本是权重蓝筹板块，申

万银行、交通运输和非银机构指数涨幅较小，分

别上涨0.52%、1.68%和2.07%。

题材热点也全面复苏，135个Wind概念板

块全部迎来上涨，网络安全、人工智能、生物识

别、智能穿戴、锂电池等9个概念指数的涨幅超

过6%，另有15个概念指数的涨幅在5%以上。本

周市场领涨的核心逐步开始过渡至业绩预期向

好、符合政策推动的“中小创” 成长股当中，这

些股票的走强对于市场的人气恢复以及赚钱效

应的回归起到重要作用。

分析人士认为，在连续大幅下挫后，市场自

身存在修复性反弹的需求，但从成交来看，近期

市场交投尚不活跃，成交较此前显著缩量，资金

观望情绪较浓，这使得筑底之路将更加漫长，指

数很难就此开启直线拉升模式。 在技术性反弹

过后，股指料步入缓慢的筑底之路。

A08�货币/债券

抗跌也是跌

转债高估值待解

在近期A股大幅调整过程中， 转债体现

出一定的抗跌特征。分析人士表示，抗跌仍是

跌， 纯债行情如火如荼导致转债机会成本上

升， 而相对抗跌致使转债本已偏高的估值溢

价进一步走阔。 在A股回报预期下调及供给

逐步释放的情况下， 高估值仍是制约转债的

达摩克里斯之剑。

A02�财经要闻

中上协：市场对大股东减持

存在过度解读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董秘委员会座谈会认

为，从统计数据看，上市公司大股东的减持压

力并没有市场解读的那么大。 即使是股指持

续上涨的去年上半年， 大股东减持股份的上

市公司也仅有600多家， 在全部上市公司中

占比不足1/4，减持股份约300亿股，仅占上

市公司可流通股份的0.76%。

两周来逾130家公司追加股份锁定期

□

本报记者 王维波

截至中国证券报记者发稿时，14日共有49

家上市公司的大股东表示近期不减持公司股

份，至少有46家上市公司公告大股东或高管当

日进行了股份增持，其中多家公司大股东发布

了新的大股东增持计划。今年以来，超过130家

公司的大股东或高管自愿追加所持股份的锁

定期。

14日共有49家上市公司发布公告称，大股

东或高管承诺追加半年或一年不减持公司股份

的期限。 智慧能源、九九久、华天科技、洋河股

份、云南城投等9家公司发布公告称，公司大股

东或高管将在今后一年内不减持所持公司股

票。 其中，智慧能源称，其控股股东远东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承诺：此前未曾减持智慧能源股票，

2016年度亦不会通过集合竞价系统、大宗交易

系统、 协议转让等方式减持所持有的智慧能源

股票，以实际行动体现对上市公司的坚定信心，

切实维护和提升投资者利益。公告显示，远东控

股集团持有公司股份1,490,084,782股， 占公

司总股本的71.54%。

中元华电、雷柏科技、比亚迪、中材科技、

友阿股份、宁波华翔等40家公司发布公告称，

公司大股东将在今后半年内不减持所持公司

股份。

创业板C28俱乐部14日发出的《关于各成

员公司以实际行动稳定资本市场的倡议》表

示， 作为中国创业板首批上市的28家企业，深

知稳定的资本市场符合市场各方利益， 持续良

性发展的资本市场符合长期看好中国经济转型

的每一家上市公司的根本利益。 28家企业倡

议，以实际行动减轻投资者的担心，继续发挥稳

定资本市场的中坚作用。

截至中国证券报记者发稿时，14日至少

有46家上市公司发布公告称， 公司大股东或

高管当日增持了公司股份。 这些增持行动或

者是原先增持计划的继续， 或者是通过当日

增持完成了原先的增持计划。 部分公司当日

发布了新的大股东增持计划。 如金融街发布

公告称，公司大股东北京金融街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累计增持公司股份达到2%。 金融街

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看好公司发展前景，本

次增持完成后， 未来将在依法合规的前提下

继续增持公司股份。

恒顺众昇14日晚发布公告称，公司实际控

制人、董事长贾全臣将于1月14日开始，计划

在未来12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允许的方式 （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和大

宗交易） 增持本公司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

股） 流通股份， 累计增持不低于公司总股本

0.1%不超过公司总股本2%的股份 (即不低于

76.6525万股，不超过1533.05万股)。 增持所需

资金由贾全臣自筹取得，主要是基于对公司未

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及对现有股票价值的合理

判断。

制图/韩景丰

两融余额或止步九连降

两融余额连续第九个交易日下降， 但随

着昨日行情的反弹，市场人气被重新激活，预

计两融连续回落的态势将暂停。 市场底部震

荡期间，两融也将随着行情而波动。

A07�市场新闻

A09�衍生品/期货

中国需求能否提振

大宗商品“驱熊入牛”

在大宗商品低迷之际， 中国依然是全球

市场需求的“救世主” 。日前公布的中国海关

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原油、 大豆和铁矿石

等进口创纪录，铜进口创历史次高。有分析师

认为，2015年大宗商品价格不断下挫， 多个

商品价格甚至跌破2008年金融危机低点，

中国逢低大量买入， 表明经济增长动力依然

不错。反过来，这也将支持大宗商品加快“驱

熊入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