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24日，方正证券长沙留芳岭营业部，空荡荡的营业厅里，一名市民孤零零地坐在那
里看着满屏绿色的股票走势图。当天，沪指创近8年来的最大单日跌幅。 记者 李健 摄

部分国家和地区24日
陆续发布相关措施和言
论，对股市下跌表示关注。

韩国：韩国央行表示，
正在密切关注外部风险，
并承诺在必要情况下采取
措施来稳定市场。

菲律宾： 股票交易所

因技术原因暂停交易。
印度：印度官员就股市

下挫发表讲话，表示印度股
市下挫短期令人不安。

台湾：台湾“行政院”
召开救市会议， 不排除在
必要时启动国安基金救市
机制。

多个国家和地区拟出手

满眼都是跌：沪指濒临跌停，全球股市竞跌，大宗商品崩盘

全球金融危机“七年之痒”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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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灾】
年线失守，逾2200股跌停

周一早盘沪指大幅低开
3.83%，之后一路狂泻，午后指标
股护盘失败， 最终沪指收跌
8.49%， 为近8年来的最大单日
跌幅，退守至3200点一线，同时
将年线跌穿。两市成交量严重萎
缩，合计成交刚过6000亿元，上
涨股票数量仅10余只， 逾2200
只股票跌停。

期指全线跌停， 部分甚至在
早盘开盘不久便直接杀跌至跌停
板。不过，让人感到意外的是，IF、
IC合约多方出现了主动加仓。

【股民】
4成股民看跌2000点以下

用了70天， 沪指从5178点
到了3200点， 已经抹去了2015
年的全部涨幅。沪指今年曾最大
涨幅为60.08%， 深成指最大涨
幅65.34%。

所有憧憬“4000点是牛市
起点”的入场股民，能全身而退
的恐怕不多，对于后市的行情也
陷入极度悲观的状态。据凤凰网
调查显示，近四成股民认为A股
将跌至2000点以下， 近三成股
民认为A股将跌至2500点。

然而， 在2200余只股票跌
停的走势下， 很多股民并未能反
应过来， 而且是想割肉都没法实
现。部分股民表示，周二开盘将立
即下单割肉， 而部分亏损已较大

的则选择卧倒不看股票账户了。

【后市】
将惯性下跌，不宜抢反弹

随着全球股市暴跌，A股市
场的最后一根稻草被压垮，后市
走熊的可能性已非常大。

“大盘不仅跌破年线，还留
下一个多达百点的向下跳空缺
口，完全屏蔽了挣扎向上的想象
空间。”方正证券王沛垠表示，此
外， 大盘月线连续3个月收阴几
成定局， 也几乎成为熊市的标
志。

虽然上周末管理层释放出
养老金入市的消息，但该消息更
多是对投资者的安慰，并非实质
性地马上介入。基于周一大盘大
幅暴跌， 周二势必还将惯性下
跌，王沛垠建议投资者不宜进场
抢反弹而应降低仓位。

九德鼎盛预计市场在3200
点一线形成一个短期拉锯，若后
续量能依然不能改观，则应防止
市场再次破位关键点、品种重心
下移的趋势形成。

一些私募机构和名嘴也站
出来“喊话”。著名私募人士但斌
明确表示，越是股灾的时刻机会
越大，当然你要保存现金，保存
现金才会在泡沫破裂的时候活
下来。

此前大呼“地球顶”来了的
英大证券李大霄在此次暴跌后
表示，3000点也许是地平线，优
质股票才是投资人的诺亚方舟。

1973 年 、1987 年 、
2001年的股市崩盘、1980
年的美国衰退、1994年的
债市危机、2008年的次级
债危机……如果将这一些
时间点联系在一起的话，
不难发现， 全球金融危机
似乎也存在“七年之痒”。
而如今， 新一轮的危机似
乎又近在眼前。

道富银行宏观策略师，
自诩为“风险先生”的Fred�
Goodwin，从花旗集团经济
意外指数所呈现的周期性
情况发现，目前该指数再一
次处于历史高点水平，暗示
未来市场情况将出现恶化。

而从“风险先生”提供

的一张金融市场最具有价
值的“七年之痒”图发现，
全球金融危机似乎也存在
“七年之痒” 的规律，在
2008年次级债引发的股市
崩盘之后， 这一次的危机
将会从新兴市场开始么？

单日暴跌近300点， 跌幅高
达8.49%，年线也被强势跌破。如
此惨烈的走势，给市场放出的信
号，就是熊市来了。

此前，股灾过程中，管理层
几乎动用了一切有利于市场稳
定的调控政策，然而仅仅维持了
一个多月， 最终还是破位下跌。
这对于市场信心的杀伤威力，已
远远超过了“股灾”。

从技术角度来看，有着“牛
熊分界线”的250日均线被跌破，
从历史经验来看，一旦确定跌破
该线，则意味着熊市来了，当然
目前还不能排除短期内收回该
线；如果接下来的几个交易日不
能涨至4000点以上，那就意味着
月线三连阴，同样意味着长期熊
市来了；此外，在向下趋势中出
现100多点跳空缺口， 如无法快
速补缺，那也意味着熊市趋势基
本确立。

从国际市场来看，一方面全

球各主要市场均在近期步入下
降通道，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一触
即发；另一方面，大量的避险资
金正在流入近期走势强劲国际
黄金市场中。这些外围因素虽然
不是直接作用于A股市场，但其
带来的负面影响却不容忽视。

基于这些判断， 我们认为，
投资者在市场尚不能明确看到
见底信号前， 切不要轻言抄底，
而持股的投资者应尽量减少损
失，保留资金。在当前市场行情
下，应该以“现金为王”作为投资
策略。

当然，我们不能排除在暴跌
后，国家出台一些强硬的救市措
施， 使得市场短期内实现反转，
但市场不相信眼泪，你损失的资
金，市场不会赔，而且市场的趋
势一旦确立，即使国家救市也无
法从根本上扭转，只有当市场达
到真正的底部，才会伴随着救市
政策见底。

熊市可能真的来了

麓山侃财

时隔7年金融危机再来?

年份 事件

1973���石油危机/股市崩盘
1980���美国经济衰退
1987���股市崩盘
1994���债市危机
2001���9.11事件/股市崩盘
2008���次贷危机/股市崩盘
2015���新兴市场/股市崩盘？

救市行动

崩盘啦！8月24日，A股遭遇近8年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大盘
一度重挫近9%，接近跌停状态，最重要的“牛熊分界线”250日
线毫无悬念被跌破，如无法快速收回并站稳，那这就意味着牛市
正式结束，进入熊市状态。 ■记者 黄文成

悲催的一天
8.24

【全球股市】
A股： 沪指以8.49%创

下8年多最大跌幅。
香港： 恒生指数下挫

5%， 其相对强弱指数创出
1987年股市崩盘以来最低
水平。

台湾： 盘中一度下挫
7.5%，创史上最大单日跌幅。

日 本 ： 日 经 225 跌
4.61%，失守19000点关口。

菲律宾：在暴跌7%时，
股票交易所因技术原因暂
停交易。

印度：SENSEX指数跌
幅5%，创6年来最大跌幅。

德国：DAX指数跌3%，
自年内高点下挫21%，已进
入熊市。

英国： 伦敦富时100指
数跌破6000点， 为2013年
来首次。

美国： 美股盘前跳水，三
大交易所股指期货暂停交易。
道指开盘后狂泻1000点。

【大宗商品】
国内大宗商品全线大

跌，橡胶期货领跌。全球大
宗商品市场崩盘，布伦特原
油和美国原油回到2008年
2009年金融危机前的水
平。

【金银商品】
国内黄金期货、白银期

货及现货以收跌为主，仅黄
金现货较抗跌。

【外汇市场】
人民币汇率大部分时

间维持稳定，但北京时间16
点左右突然出现抛盘，离岸
人民币汇率贬值0.7%至
6.5左右， 并推动在岸人民

币即期汇率突破
6.4。

危 下折潮
孱弱的市场之下，分

级基金“下折潮”再起。24
日100多只分级基金B份
额跌停，此外，证保B、证券
股B、证券B、同瑞B、国金
50B、工业4B、中证90B等
均触发下折。

提醒： 下折引发的赎
回或将再度增加券商股的
抛压，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机 破净潮
A股暴跌，“破净潮”

卷土重来， 破净股增至23
只。24日北京银行、 工商
银行、 光大银行等多只银
行股加入破净股行列。而
上周一仅农业银行1只股
票破净。

提醒： 可关注基本面
优质、 业绩增长预期明确
的破净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