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30日 晴间多云
攻至3900点会震荡

股市气象站

29日早盘，大盘还凉风
习习，午盘的气温却直线上
升。许多投资者很纳闷为什
么会有这样的走势，气象员
就和大家来聊聊。

首先国家队不会减持，
如果减持，大盘会直接跌至
3000点以下， 其下跌动力
可以让中国股市再出现一
次股灾。 管理层替我们顶
着，投资者有什么好怕的？

本周的后几天大盘会
以震荡向上为主，预计短线
指数有机会上攻到3900点
附近并开始震荡。

■据和讯网

在上一轮暴跌“快熊”
行情中， 证监会曾调查恶
意做空的机构投资者和个
人投资者。 一位投资者曾
于7月3日接到证监会核查
电话，他对媒体表示，当日
接到证监会相关稽查人员
电话“很意外”，证监会只
向他简单询问为何集中高
买低卖一只股票， 是否恶
意做空等。

据介绍， 该投资者曾
全仓一只股票。 由于行情
急转直下，为了止损，他在
上一轮暴跌行情中集中抛
售了这只股票。 对于为何
能“惊动”证监会，他表示
“自己也不清楚，可能是因
为集中抛售一只股票”。

此前7月10日，证监会
新闻发言人邓舸在回应何
为恶意做空时表示， 跨市
场跨期现操纵就是恶意做
空。

故事

集中抛售者
被电话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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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巨震600余点后，大盘离“股灾”前低点仅160点。如再创新低，势必
极大打压市场信心，则牛市危矣。在此危急时候，29日，沪指在尾盘实现大逆
转，守住了3500点“救市底”。市场能否再接再厉，持续发力反弹？后市投资者
又该采取什么样的投资策略呢？

核心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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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V逆转，A股企稳了吗
7月29日，果然是多空对决的一天，上

半场空方领先；下半场，多头出奇兵，追平
并反超。当天沪深两市呈现V型走势，午后
指数上扬，涨逾3%，逼近3800点位，而创业
板指涨超4%。 值得注意的是，14点20分左
右，出现了巨量买盘涌入，从而推动市场实
现大逆转。

【盘面】
买盘涌，现逆转

7月29日， 早盘沪深两市四大指数纷
纷高开，随后震荡回落，尾盘救市资金再次
进场护盘，并成功收复失地。

从同花顺Level-2即时多空比数据来
看， 在14点17分左右时， 委买盘为13398
万，委卖盘为5075万，多空比为2.64，再次
刷新近期高点， 显示抄底资金不断进入市
场，市场信心也渐渐转暖。

绝对主力是中航光电， 军工股都听它
的。 该股虽然已涨了一倍有多， 但还是很
牛，带动整个航天军工板块全部涨停。

但制胜的还是互联网+， 两大核心股
票乐视网和东方财富双双快速涨停， 让整
个互联网+沸腾。

方正证券王沛银表示， 大盘从午盘即
将跌破3600点到下午最后一个半小时上
涨126点， 其中以央企为背景的个股上涨
最为耀眼， 可以判断这次对大盘力挽狂澜
是国家队再次出手相救。

最终， 在多方共振下， 大盘实现大逆
转，暂时守住了3500点这个被认为是“救
市底”的重要点位，同时还站上了3700点，
并向3800点发起了攻击。

【解盘】
情绪市，不好玩

7月28日，盘中最低跌至3537点，距离
此前“股灾”期间的低点3373点近160点。如
继续杀跌，那么创新低的可能性很大，所以
29日当天的涨跌非常关键， 而最终在尾盘
实现大逆转，如若持续反弹，“W”底将成型。

日信证券黄亮指出， 市场再度出现大
幅波动的时候管理层维稳的态度非常坚
决，央行也是第一时间表态力挺股市，可以
判断导致沪指逆势反转的主导力量依然是
以证金公司和各大券商为首的国家队。

上海证券报一位高级编辑在朋友圈分
析认为，关键的日子，多方能够反败为胜，
牛市希望还在。 当前行情处于大是大非的
临界区域，才会有一下子“抢钱”式上涨，一
下子又疯狂杀跌的情绪转变。 但如此剧烈
的情绪变化要尽快改变，否则，这个市场谁
也不敢玩。

【看市】
言企稳，还太早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股灾”过后
大盘虽稳住了阵脚， 但反弹背后也出现了
三个反常现象： 上涨并未得到量能放大的
配合，两市总成交仅1万亿元左右；尾盘拉
升有突袭性质并非为发动大行情； 反弹未
及前日大阴线实体的三分位。因而，一两日
的反弹，尚不足以确定市场企稳。

黄亮表示，4000点以下依然是构筑市
场中期底部的区间平台， 会出现多次的反
复和震荡，不排除多次探底。

方正证券王沛银认为，此轮牛市的上
涨逻辑在于国企改革和人民币国际化的双
轮驱动。这轮牛市逻辑没有变，但经历了这
样一轮降杠杆去场外配资盘的股灾后，个
股会出现结构性分化。

上述上海证券报编辑认为， 这样的一
两天反弹， 还远远不够。 如若进入横盘整
理，只会反复强化长期向淡的趋势。

■记者 黄文成

鉴于市场依然存在众
多不确定性， 尚难言已企
稳止跌， 因此结构性行情
依然将是市场主题， 那么
哪些板块机会最大？

方正证券王沛银表
示， 结构性机会不会因为
大盘的走弱而消失， 择股
重势，中线关注国企改革、
一带一路。 板块方面可以
关注军工、航空航天、机械
等板块。

黄亮建议4000点下方
控制好仓位以短线反弹操
作为主， 重点关注以下板
块，一是近期机构密集调研
的板块，这些板块在行情确
立以后往往能够走出强势
的独立行情，如环保、医药、
新能源等；二是关注具有估
值优势的蓝筹股，这些板块
的下跌空间基本已被封杀，
具有较高的安全边际，如银
行、券商、地产等；三是在市
场大跌过程当中证金公司
大幅加仓的个股。

操盘

择股重势
航天军工是主角

香港交易所 29日表
示，因应上海证券交易所及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就
A股交易及结算费用作出
调整，将于8月3日起，调整
沪港通北向A股交易收费
比率。

港交所表示，香港及国
际投资者经沪港通进行的
A股交易，当中经手费由之
前 的 双 边 成 交 金 额 的

0.00696% ， 下 调 至
0.00487%； 过户费由原先
按双边成交股份面额若干
比率计算，改为按双边成交
金额计算，而有关比率亦由
原先的0.06%改为0.002%。
不过，证管费、交易印花税
及其他费用则维持不变。

据悉，有关变动仍有待
香港证监会批准。

■据新华社

行动

港交所下调沪港通北向A股交易收费比率

中航资本发布公告，
鉴于全资子公司中航投资
涉嫌违规减持“中航黑豹”
被证监会立案调查， 免去
杨圣军中航资本总经理职
务， 暂由公司董事长孟祥
泰兼任。 要求中航投资积
极配合证监会开展相关调
查工作， 公司继续坚定不
移地做好维护资本市场稳
定的各项工作。

■来自财联社

中航资本
总经理被免职

随着配资清整工作的
收尾， 有关第三方交易系
统的重建工程也在展开。8
月起，证券业协会（下称中
证协） 将启动对券商接入
外部信息系统评估认证的
申请， 而外部信息系统对
券商交易的接入业务将重
新启动。

“多数券商的交易软
件都是同花顺或大智慧这
种第三方系统， 这一类交
易并没有受到清理影响，
只是各家券商对相关的接
口服务进行自查并向协会
报备评估。”一家北京国资
旗下大型券商营业部负责
人指出。“新的系统接入与

杠杆资金没有关系了，如
果几个配资软件还提供分
仓、 平仓等为配资提供便
利的功能， 这类系统将无
法通过券商的合规和协会
的评估。 如果发现了场外
配资，除了相应的接口、账
户将会被清理， 券商和营
业部层面也要受到处罚。”

■据21世纪经济报道

8月券商外部系统重接不涉杠杆资金

■制图/杨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