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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肖建生

今年的股市， 从2月到4月有过短暂
的上涨，但从4月19日开始，就一直跌跌
不休， 到10月11日， 已从3067.46点，到
2323.41点。 虽然10月12日上海和深圳两
个市场受中国证监会已基本批准在内地
推出跨境ETF（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消息的刺激而大幅上涨， 其中上海股市
上涨71.48点，但成交量并没有明显放大，
股市是不是从此由熊转牛， 还依然不能
确定。

那么，股市为什么长期低迷不振？ 股
市怎样才能走出熊市的局面呢？ 记者今
日采访了一些股民， 就这一问题进行探
讨。

股市 “跌跌不休 ”使
股民亏损累累

记者在采访中，感受最深的，就是今
年股市的不断下跌， 导致股民们亏损严
重。

在对100位股民的问卷调查中，记者
看到，资本亏损50%的为20人，亏损30%
到40%的为42人， 亏损10%到30%的为18
人，亏损10%以下的为12人，不亏不赚的6
人，只有2人赚了8%左右。

探讨亏损的原因， 其中亏损50%的，
主要是心态不好、频繁换股的股民。 这些
股民大多数赚钱心切，喜欢追涨杀跌，结
果不断被套，不断斩仓，造成严重亏损。

亏损30%到40%的股民， 基本上是4
月份股市下跌以来， 没有及时斩仓出局
的股民，这部分股民虽然有炒股的经验，
但因为没有对今年股市的走势作最悲观
的估计和预期， 以为在2600点左右有坚
强的支撑，所以没有及时退出股市。

亏损10%至30%的股民，很多是老股
民，虽然他们在3000点退出了，但在2600
点左右又重新杀入，结果被套亏损。

亏损10%以下的股民， 是9月份刚入
市的股民，一进股市就被套，造成亏损。

不亏不赚的股民， 是原来赚钱的股
民，在下跌时及时止损的老股民。 他们设
置的止损线是不亏本金，因而及时退出，
目前还在观望。

只有赚钱的两位股民， 刚刚入市2
天，买中了上涨的股票。

蒋先生是记者长期跟踪的股民，他
是老股民，他今年亏损了35%，是业绩最
差的一年。 亏损的原因，也是对形势没有
做最差的估计，以为2600点是底部，没有
及时退出。

股市低迷的走势， 使股市人气极度
悲观，虽然今天股市大涨，但因为前期已

经套牢，无法买卖，股民也只好在交易大
厅观望，还有资金进行交易的人很少。

成交量萎缩使大盘
不断下跌

当记者问到股市只跌不涨的原因
时，股民们都认为，直接的原因，是成交
量越来越小，股市根本涨不动。

拿上海证券市场来说 ，4月19日以
前，每天的成交量都在1600亿左右，最少
也没有少过1200亿， 最多时超过2000亿
元。 4月19日以后，成交量不断减少，虽然
6月份和8月份股指有过短暂的反弹，成
交量超过1000亿元之外， 一般都在1000
亿元以下。 进入9月份以后，成交量大幅
萎缩，没有一天超过1000亿元，最多的一
天才800多亿元，10月10日成交量最小，
仅有399亿元的成交量。 10月12日股指虽
然大涨，但上海市场的成交量也只有800
多亿元，说明进场的资金依然不多，观望
的气氛浓厚。

当记者问到成交量萎缩的原因时，
股民们一致的看法是，股市扩容太快，新
股发行太多，大盘严重失血，是市场低迷
的主要原因。

“股市都跌成这样了，管理层还在发
行新股。 ”蒋先生说：“国际金融形势不好
对中国股市当然有不利的影响， 但这不
是主要的原因。 就拿美国纳斯达克股指
来说， 也没有跌很多， 目前还有2500多
点。 为什么我国经济向好，股市反而跌得
比国际上股市还惨呢？ 主要是不断发行
新股，根本不考虑股市的承受能力。 ”

他举例说， 到9月底， 今年来有374

家公司在A股市场进行融资或者再融资，
合计募资6079.14亿元。 其中230家公司
发行新股， 合计募资2182亿元； 131家
公司进行了增发， 实际募资3339.8亿元；
13家公司进行了配股， 募集了400.49亿
元 。 前三季度 ， A股融资量已经达到
6000亿元。

“大盘现在这样低迷， 新股还在发
行，特别是大盘股还在大量发行。 ”蒋先
生说，“9月29日， 中国水电发行30亿股，
募集资金135亿元。 还有新华保险、中国
邮政、中国太保、陕煤股份、中交股份、国
泰君安、国信证券等等大盘股，共200多
家，正在等待发行。 这些都是已经公开了
的信息。 还有那些正在运作还没有公开
的新股发行，还不知道有多少。 大盘这样
抽血，股市怎么会涨呢？ ”

除了新股不断发行之外， 新股发行
的市盈率依然很高， 那些中小板发行的
股票，市盈率依然高达50倍以上。 股民们
说，证券市场这种竭泽而渔的政策，把股
市当成上市公司的提款机， 完全打破了
市场的供求关系， 破坏了证券市场正常
的运行机制。 在这样的情况下，股市除了
下跌，实在没有第二种选择。

谈到股市成交量严重不足的问题，
股民们认为， 除了新股发行过快的原因
之外，还有流动性严重不足的原因。

股民王先生说，由于国内通货膨胀，
消费指数居高不下， 国家采取了稳健的
货币政策， 紧缩了银根， 压缩了信贷规
模，提高了银行的准备金率，使得企业资
金出现了紧张的局面。 很多上市公司的
大股东纷纷抛售股票，以获得现金流。 光
银河证券公布的数据，9月的第三周，就

有1111亿的资金转出了证券市场， 尤其
是9月23日， 当日就净转出了931.5亿，这
显示目前参与二级市场的保证金已经十
分的匮乏。

股民们说， 一方面新股大量发行抽
血，一方面资金在大量退出市场，导致股
市不断向下寻求市场的底部， 很多新股
一上市就跌破发行价。

例如， 华锐风电发行时发行价高达
90元， 但其自挂牌之日起股价从未超过
发行价，中签者无一幸免。 6月实施了10
送转10股派10元的方案， 但依然没有挽
回颓势，目前只有22元多，按复权计算不
到45元，还不到发行价的一半。 今年以来
上市的234只新股里有127只跌破发行
价，超过一半。

记者从公开的信息上看到， 国庆节
之前长城汽车等4只新股发行上市，按开
盘价计算，41家询价参与网下配售的证
券机构 ， 若按开盘价计算 ， 共亏损约
2610.14万元。 仅仅9月份几个交易日，就
有235家参与配售新股的证券机构，亏损
总额至少达到4亿元以上。

严格控制新股发行
让股市恢复元气

在目前流动性严重不足的情况下，
如何让股市走出低迷状态？

股民们一致认为， 管理层应该严格
控制新股发行， 让股市得到休养生息的
机会。

蒋先生说：“美国股市100多年才有
2000多家上市公司， 而我国股市只用了
10多年的时间， 就上市了2000多家上市
公司， 我国这种大跃进式的新股发行模
式如果不改变，股市很难健康发展。 要改
变目前股市低迷的状态， 不停发新股是
不可能的。 ”

记者还就四季度的股市走势与股民
进行了交流，他们认为，股市现在已经跌
到了 2300多点 ， 相当于 2000年以前的
1300多点的水平， 已经具备了反弹的空
间，只要管理层采取措施，严格控制新股
的发行， 四季度股市反弹应该是有希望
的。 但如果新股继续大量发行没有节制，
那么， 股市也只好继续向下寻求新的底
部。

王先生说：“从正常情况分析， 在目
前的指数点位， 股民不应该继续杀跌卖
出股票。 因为股市确实已经进入了底部
区域。 但目前经济形势还不是很明朗，新
股发行速度依然没有减缓的迹象， 货币
紧缩政策也没有明显的松动， 等等这些
因素都说明， 四季度要出现大的反弹行
情的可能性不大。 ”

金价9月末遭遇“滑铁卢”，国际黄金价
格在4个交易日里狂泻200多美元，9月26日
收盘价更是跌破每盎司1600美元。面对动荡
的走势，黄金真的安全吗？ 作为一个普通投
资者，哪些黄金投资误区必须看清，哪些投
资机会应该抓住呢？

进入10月， 第一个交易日10月3日因希
腊未能达成减赤目标， 该国处于违约边缘，
避险情绪急剧升温， 现货黄金周一大幅收
高，盘中最高达到每盎司1663.90美元。 至10
月7日，此间金价震荡频繁。10日欧元区传来
利好消息，德国及法国已经开始就实施共同
的一揽子措施解决债务危机展开工作，并承
诺在G20峰会之前出台详细的救援计划，市
场担忧情绪减弱，疲软美元推动黄金价格走
高。12日受三方评估团暗示希腊将获得援助
款影响，早盘金价回落后在每盎司1660美元
边缘震荡，似乎前期大跌之后，黄金已经进
入相对稳定的区间。

欧洲化解债务危机的最新努力，美国最
新略有好转的就业数据，或将帮助金融市场
实现进一步的强势攀升。 但是，金融市场的
流动性困境并未获得实质性解决，故应谨慎
对待短期金价的反弹。 我们认为，金市短期
内不具备快速回升的条件，短期震荡在所难
免，可能更多是一个横盘中立的状态。 本周
金价保持震荡行情，1685美元区间的阻力非
常重要，若本周无法冲破或将大幅回落。 从
黄金价格走势图来看，前期金价涨势太过猛

烈，存在着投机泡沫，此轮暴跌是黄金价格
快速回归价值的过程，将为金价长期走稳奠
定基础。

往上，短期内金价上挡的第一压力在1680
美元附近，第二压力在1700美元附近，最强压
力在1730～1750美元一线。往下，若跌破1600美
元，考虑到基本面情况仍然对金价构成强有力
的支撑，黄金长期仍旧看好，操作上建议踩点
在1550美元至1600美元之间择机建立多单。

由于近期金银价单日波动较大，故存在
较好短线过渡机会。 对于个人黄金投资者，
更应该坚持波段和区间操作，即某一阶段黄
金回调至相对低位时， 分批分阶段逢低买
入。 然后待黄金上涨至阶段性历史高位时，
果断抛出，适时获利了结。 或者当金价创历
史新高时，大胆看空，待回调至相对低位时
再大胆买入。

从销售数据看市场。 今年截至9月30日，
我行长沙分行销售实物黄金209.1公斤，成交
金额7697万元；黄金延期业务24.73吨，总成
交金额逾百亿元。不可否认，中长期黄金仍是
避险的重点。在实物黄金中，由于金饰的成本
较高，且回购时面临很高的折价，因此投资时
不建议选金饰。相对而言，实物黄金金条均采
用99.99%真金打造， 可成为保值升值投资者
收藏及馈赠的首选。另外，黄金白银T+D业务
具有全天10小时交易时间、 采取保证金模式
等优势， 可成为风险承受能力较强且有时间
看盘的投资者们新的投资渠道。

■财经聚焦
■理财顾问支招

股市由熊转牛？

10月12日， 股民在安徽阜阳市一家证券营业部内关注股市行情。 当
日， 沪深股市强劲反弹， 上证综指和深证成指分别以2420点和10425.93点
报收， 较前一交易日收盘大涨3.04%和3.58%。 新华社发

两湘股12日封涨停
12日A股走势令人喜出望外， 两市股

指罕见地大涨超过3%， 涨停个股超过30
家。 湘股方面， 有天舟文化 （300148）、 尔
康制药 （300267） 两股涨停 ， 分别报收
15.13元、 20.48元。

受益于传媒娱乐板块近几日来抢眼表
现， 尤其是12日午后该板块再度发力， 天
舟文化冲至涨停。 尔康制药10月11日晚间
发布利好称： 预计今年前三季度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500-9000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150-165%。

南岭民爆延期复牌
南岭民爆 （002096） 11日晚公告延期

复牌。 南岭民爆称， 目前与神斧民爆的整
合方案正在进行， 方案已获得湖南省国资
委的预核准。 南岭民爆承诺， 将加快进行
重组相关工作， 并于10月20日披露重组预
案并恢复交易。

南岭民爆称， 由于此次重大资产重组
的交易方湖南神斧民爆集团有限公司下属
公司多达21家， 业务规模较大， 分布较广，
参与各方难以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预评估和
预审计及尽职调查工作。 同时， 神斧民爆
股东多达15家， 方案尚需和股东充分沟通，

工作量大， 难以在今年10月13日前完成披
露预案的相关工作。 因此， 南岭民爆决定
将于10月13日起继续停牌。

科力远获产业技术
研发资金500万

科力远 （600478） 10月10日晚间公告
称， 其全资子公司湖南科霸汽车动力电池有
限公司收到长沙市财政局下发的 《关于下达
2011年中央财政补助第一批高技术产业发展
项目产业技术研究与开发资金的通知》， 获
得产业技术研究与开发资金500万元。 目前
科霸公司已于9月30日收到该笔资金。

另， 科力远因筹划重大资产购买事项，
自今年8月16日起停牌。 后因重大资产重组
预案仍在完善中， 科力远公告称， 经申请，
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预计在10月28日前
召开董事会披露重组预案后恢复交易。

（整理 陈淦璋）

当前看金价：

短期内震荡，关注1680美元压力线
兴业银行长沙分行贵金属交易分析师 钟婷

■财经资讯

10月12日，一根久违的长阳拔地而起，给长期低迷
的股市注入了一针“兴奋剂”，反弹？ 还是反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