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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昨日 A 股大漲，華泰證券分
析師劉英指出，這是政策面和
技術面合力的結果。技術面上
，A 股連續九周下跌，非常罕

見，也就醞釀着技術性的反彈。基本面
上，溫總理於近日中央金融工作會議上
表示要協調發展一二級市場，即意味着
今後不僅要重視融資，也要重視投資。
溫總理亦表態提振股市信心，令做好力
量增強。

55隻個股漲停
另從資金面上看，分析人士稱，去

年 12 月份新增貸款及 M2（廣義貨幣供
應量）同比增速均超出預期，致使信貸
持續放鬆預期升溫。東北證券分析師沈
正陽指出，上周末期間公布的高於預期
的貨幣供應量，以及人民幣貸款增速數
據，對股市構成了支撐。

兩市昨日終迎來揚眉吐氣的一天，
主要股指均大幅上漲超 2.5%。截至昨日

收盤，滬綜指收報 2225.89 點，漲 2.89%
；深成指收報 8946.08 點，漲 3.61%。兩
市合計成交 1155.6 億元人民幣，較上個
交易日放大約五成。個股普漲，下跌個
股僅23家，兩市有稜光實業、時代科技
等55隻個股漲停。

中小股鹹魚翻生
盤面顯示，煤炭板塊大漲逾8%，有

色、水泥漲幅逾 5%。房地產板塊漲逾
4%。而上周暴跌的中小盤股、創業板股
也鹹魚翻生，創業板綜指、中小板綜指
漲逾3%。同時，鋰電池、觸摸屏、太陽
能、多晶硅、新能源、低碳經濟等概念
板塊漲幅逾4%。

對於後市，廣發證券分析師李博相
對謹慎稱，昨日一天上漲不代表 A 股趨
勢性好轉。首先，滬綜指跌破2300點後
，之前的底部成為了後市反彈頂部，反
彈面臨2300點的重要阻力；其次，近期
政策面暖風頻吹，市場信心有所恢復，

但制約 A 股好轉的根本性因素未發生根
本改變， 「改革新股發行制度」的喊話
還只是停留在宏觀層面，並沒有很細的
、明確的政策推出，需要等待明顯的政
策信號。

首季度上看2500點
他續說，春節後的2至4月份，歐債

危機會進入新的爆發期，加劇向更壞的
階段發展；內地一季度是經濟最困難的
時期，在經濟還未見底時，中央經濟工
作會議已對貨幣政策主基調進行定調，
微調不代表全面放鬆，因為銀行體系的
資金很緊張。

華西證券首席策略分析師曹雪峰較
樂觀指出，目前市場築底特徵明顯，儘
管滬綜指2200點有一定壓力，但隨着市
場圍繞該點位繼續震盪，若持續幾個交
易成交繼續放大，則行情還有進一步展
開的可能，一季度滬綜指上看2500點左
右。

內地股市經過長達九周的連續下跌，
並跌至十年前的水平後，昨日終於在國務
院總理溫家寶有關提振市場信心的言論影
響下，出現大幅反彈。滬綜指大漲近3%，
創三個月最大單日漲幅。業內人士認為，
大市短期有繼續衝高的可能，但2300點附
近將面臨上漲阻力。

本報記者 毛麗娟

對

溫總理言論提振市場

三個月

內地股市先跌後反彈，市場憧憬
A股見底，港股跌過近300點後，收市
時倒升272點，單日波幅達到562點，
早段造淡的倉位全軍盡墨。內銀、零
售股受惠政策而造好，招行（03968）升
4%。分析指出，恒指強大阻力位 100
天線得而復失，後市短線宜先觀望。

全日倒升272點
國務院總理溫家寶開腔要求提振

A 股市場信心，投資者預期內地將陸
續推出措施穩定股市，滬深股市顯著
上揚 2%至 3%，致使淡友未能進一步
「質低」港股。恒指昨日低開 4 點後

，最多跌 290 點，指數在上午 10 時過
後逐步收復失地，收市前更由跌轉升
，全日最多倒升291點，見18884點，
收市時升272點，報18865點。即月期
指收 18920 點，升 270 點，高水 55 點
。國指重上萬點關口，升 238 點，收
10225點。主板成交475億元，較上日
增加37億元。

投資者憧憬內地 A 股否極泰來，
安碩 A50（02823）交投急增 48%，至
11.7 億元，再次成為最活躍股份，股

價升 2.9%，報 10.56 元。標智滬深 300
（02827）則升 3.5%，收 28 元。同樣
具備反映 A 股表現的內險股，平安
（02318）升3.3%，收50.35元。

內地12月份貸款增幅超預期，市
場猜測監管部門會再放寬銀根，內銀
、內房股被炒一轉，招行（03968）股
價升4%，收16.1元。獲匯金增持的中
行（03988）、工行（01398），股價
分別升3%、2%，收2.95元、4.84元。
內房股，雅居樂（03383）升 5%，收
6.99元，恒大（03333）升3%，收3.13
元。

被證券界指稱為今年當炒的家電
股，繼續有升幅。內地媒體報道，商
務部正與相關部委研究制定家電下鄉
和以舊換新的接續政策。海爾電器
（01169） 升 近 6% ， 收 8 元 ； 創 維
（00751）升 3%，收 3.2 元。家電零售
股，匯銀家電（01280）升6%，收0.65
元；國美（00493）升 4%，收 1.97 元
。不過，分析警告，由於內地空調庫
存偏高，產量又見回落，所以對相關
股份不宜過分樂觀。

其他股份方面，上周五發出盈警

的碧生源（00926）股份遭斬倉，股價
急瀉32.8%，收0.84元；而發出盈喜的
大成生化（00809）則升 8%，收 1.62
元。

分析員指出，恒指 100 天線是非
常重要的心理關口位。自恒指去年 6
月份跌破後，大市呈一浪低於一浪的

形態，且受制於100天線以下，先後5
次升至接近該水平時，便結束反彈浪
，指數掉頭向下走。港股昨日一度升
穿100天線（位於18867點），最高見
18884點，可惜收市時未能企穩。因此
，散戶宜先行觀望，皆因恒指或重複
歷史，有機會大幅向下尋底。

海通國際（00665）子公司海通
資產管理獲監管機構批准發行的
RQFII產品將搶閘於本月11日（星期
三）推出，行政總裁林涌昨日表示，
該基金初期會全部投資債券，至今已
獲多家機構投資者認購，因此將原定
12 日開始的首次認購期提前至 11 日
。交通銀行香港為獨家銷售，首次認
購費最低為1%。

林涌昨日於記者會上表示，今次
獲批的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
（RQFII）新產品，規模為 9 億元，
與同業所獲的規模一致。聯席董事總
經理章宜斌表示，自本月6日獲批後
，已經得到包括本港、日本、韓國、
歐洲及美國在內的多間機構投資者表
示有興趣。他稱，申請額度爆滿後，
將可以申請追加額度。他認為，目前
整體 200 億元人民幣的額度，在試點
完成後將繼續增加。

他透露，目前至少有 4 家大型機
構將分別認購 2000 萬至 3000 萬美元
，而海通對機構投資者要求的入場門
檻為1000萬元人民幣。他續說，散戶
反應同樣熱烈，而入場費為1萬元人
民幣。另外，機構投資者及散戶的年
度手續費分別為0.8%及1.2%。

資產管理債券投資董事孔維鵬表
示，鑑於市場各種不穩定因素，該產
品推出初期將全數投資於債券，包括
內地國債、央行票據及高評級的企業
債。日後，將會根據市場作出動態調
整，包括對股票的投資。他認為，上
半年投資債券的收益會較好，惟基於
監管要求，不方便透露新產品的回報
率。

國泰君安（01788）日前宣布推
出的同類產品，則表示回報率介乎
4.5%至6.5%。市場普遍估計，扣除相
關費用後，回報率介乎 3%至 4%。章
宜斌認為，最近各證券公司推出的

RQFII 產 品 ，
確實存在較嚴
重的同質化問
題。

隨着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和全國證券期貨監管工
作會議的閉幕，A股新一輪的改革方案已逐漸清晰
，核心就是解決困擾A股市場的制度性缺陷問題，
即不能片面強調融資，還要重視二級市場的投資功
能，使二級市場投資者充分分享中國經濟增長的成
果。

對此，首要的問題就是改革新股發行制度。目
前市場的現狀是，場內資金已極為緊張，但新股擴
容卻只見加速不見放緩；新股紛紛高價發行的同時
，卻是上市首日頻頻破發，且新上市公司業績變臉
增多。對此，按照以前的慣例，監管層往往會採取
停發新股的方式來提振市場信心，該舉措雖然短期
有效，但無助於解決最根本性問題，最後矛盾越積
越深。

從郭樹清上任中國證監會主席近三個月的表態
和行動來看，他堅定地走市場化改革的道路，不可
能將市場的融資這個最基本的功能予以停掉，而是
着眼於考慮如何發行才能更符合市場情況，使市場

各參與方獲得合理收益。
證監會主席助理朱從玖在8日的演講中透出一

些政策意圖。他指出，證監會正在研究存量發行、
增加網下認購比例、改進監管制度，研究取消現行
制度中涉及公司價值實質性判斷的內容等五大措施
，抑制新股熱。但從根本上說，發行制度未來改革
的重心必須指向新股審批制度。上周有消息稱，創
業板再融資的初審權將移交深交所，這或被視為郭
樹清推進發行市場化的第一步。

如果說新股發行改革意在理順一級市場融資功
能，退市改革則將極大地恢復股市的資源配置功能
，並引導股民用腳投票，彌補現有投資理念的缺陷
。郭樹清昨日在一個會議上強調，以優化市場優勝
劣汰機制為導向，積極推進退市制度改革，逐步形
成市場化和多元化的退市標準體系。目前，退市制
度改革已決定在創業板先行先試，等相關改革明確
後，主板、中小板退市改革也需要加快推進。

與此同時，監管層已採取措施鼓勵上市公司主

動分紅，提升股東回報。包括新修訂的主板、創業
板、新三板年報披露準則，均將披露公司分紅政策
、利潤分配情況作為明確的要求提出。這將改變企
業重融資、輕回報的意識，加強分紅並形成合理的
收益預期，為股市繁榮提供條件。此外，監管層近
來還加大了對內幕交易、市場操縱、欺詐上市等行
為的打擊力度，給市場創造了一個公平、公正的交
易環境。

對於引入資金入市，證監會亦已做出了清晰的
布置：一是擴大 QFII 的投資額度，證監會負責人
在上個月初就對外透露，未來兩個月的審批額度將
為過去兩年的總和；二是實施RQFII，首批額度為
200億元，未來還會適時擴大；三是推出新的規章
制度，鼓勵產業資本入市增持，預計今後還會有相
關優惠措施出台；四是鼓勵社保基金、企業年金、
保險公司等機構投資者增加對資本市場的投資比重
，近期已有消息稱，這些資金開始逐漸入市；
五是積極推動全國養老保險基金、住房公積金
等長期資金入市，預計最快年內會形成初
步方案，並會進行相應試點。

拯救A股方案漸清晰 范季生

▲行政總裁林涌（左）表示，今次申請滿額後
將可申請新的額度，旁為資產管理部聯席董事
總經理章宜斌 本報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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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3月18日兩會結束後的記者招待會上，人們期待溫總理就股市問題發言，但
總理沒有直接談論股市。會後，他在與記者們握手時，有記者問道： 「股市暴
漲暴跌，政府有何對策？」 溫總理堅定而微笑着回答： 「政府密切關注！」
在新華網交流線上，溫總說， 「政府的責任就是要建立一個公開、公正、透明
的市場環境，堅決打擊操縱股市等違法犯罪行為。同時我還要告訴大家，決定
股市好壞的是經濟的基本面，是企業的效益。所以至於哪一隻股票好，這要由
股民自己來判斷。但是我對於中國的經濟有信心，對中國的企業發展有信心，
因而對中國的資本市場也有信心。」
在十一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上，溫總提出 「積極擴大直接融資」 ， 「完善多層
次資本市場體系，擴大股權和債券融資規模，更好地滿足多樣化投融資需求」
的要求，資本市場要為經濟發展大局多做貢獻，掌握工作的主動權，尤其需要
堅持 「穩定」 、 「平衡」 發展的基調。

溫總在英國《金融時報》發表文章表示，中國已成功遏制通脹，目前的整體物
價水平是在可控制範圍內，且可望穩定下降。

在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上，溫總表示，要深化新股發行制度市場化改革，抓緊完
善發行、退市和分紅制度，加強股市監管，促進一級市場和二級市場協調健康
發展，提振股市信心。

港股V型反彈 波幅近600點

滬指大漲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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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過近 300 點
後倒升

上
海
證
券
交
易
所

上
海
證
券
交
易
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