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观察

2017.2.4��星期六 编辑 杨斯涵 图编 言琼 美编 刘湘 校对 汤吉A03

本报2月3日讯 今日， 农历新
年后的首个工作日， 省国土资源厅
召开全体干部职工大会， 明确了
2017年七大重点工作：一是要强化
资源有效供给， 全力促进经济平稳
增长； 二是大力加强耕地保护与建
设，坚决守住耕地红线、维护粮食安
全；三是实施超常规政策措施，从确
保移民搬迁用地、 确保产业发展用
地等多方面扛起脱贫攻坚的责任；
四是强化责任担当， 统筹推进国土
资源领域重点改革； 五是加强测绘
地理和信息化建设； 六是践行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实现国土资
源更好惠民利民； 七是落实全面从
严治党责任， 加强班子队伍和党风
廉政建设，为建设湖南绿水青山、金
山银山双赢模式提供资源保障与服
务。

■记者 潘显璇 通讯员 彭小云

本报2月3日讯 今日8点30分，
省发改委召开新春团拜会，副省长，
省发改委党组书记、 主任谢建辉就
今年的重点工作进行了动员部署，
明确了责任分工，提出具体要求。

谢建辉强调， 今年将召开具有
重大而深远意义的党的十九大，也
是贯彻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的第
一年，谋划好全省发展改革工作，深
入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
细化落实“三个着力”、“四大体系”、
“五大基地”、“五个强省”，全委干部
职工要有进一步强化担当、 主动作
为、攻坚克难的意识，撸起袖子加油
干， 以优异的工作成绩迎接党的十
九大胜利召开。

■记者 姜润辉

本报2月3日讯 按照中国
人的传统， 往往希望在农历新
年头一天讨个好彩头， 因而投
资者总是期待迎来“开门红”，
预示全年行情走好。然而，今年
春节后首个交易日却以一根阴
线收盘。

2月3日，两市成交清淡，在
周期股和金融股的拖累下，大
盘震荡收跌。 沪指终结5连阳，
深成指盘中再度跌破万点大
关。场内多数资金无心恋战，两
市成交量对比上一个交易日明
显萎缩。

A股开门遭遇大幅调整

春节前， 沪指走出了五连
阳的反弹行情， 连续收回多条
短期均线。按照费布拉奇数列，
2月3日为重要短期时间窗口，
确定大盘方向的节点。

然而当天上证综指下跌
0.60%， 深证成指下跌0.47%，
创业板指下跌0.50%。 此时，沪
指并未延续前期上涨趋势，反
而选择向下调整， 或预示短期
趋势将面临下跌。

在指数震荡回落同时，两市
量能相比节前有大幅萎缩，总成
交量不足3000亿元，其中沪市险
些破1000亿元大关。从技术面来
看，沪指上方60日均线以及3150

点一线压力仍然较重，短期预计
有效突破的概率不大。

全球股市春节期间普跌

A股春节休市期间， 全球
股市经历了一波小幅下跌。受
特朗普正式就任美国总统之后
快速颁布的一系列新政影响，
从1月27日至2月1日，美股道指
累计下跌超过1%，连续两天出
现过百点的下跌，跌破20000点
大关。

2月2日， 道琼斯工业平均
指数下跌5.96点， 报19884.98
点，跌幅为0.03%；纳斯达克综
合指数下跌6.45点， 报5636.20
点， 跌幅为0.11%； 标准普尔
500 指 数 上 涨 1.30 点 ， 报
2280.85点，涨幅为0.06%。泛欧
STOXX600指数跌0.3%；英股
富时100指数涨0.47%， 法股
CAC-40指数跌0.01%， 德股
DAX指数跌0.27%。

不过，2月3日，欧洲股市开
盘普遍高开高走， 出现止跌迹
象。其中，伦敦金融时报指数近
几日已出现反弹走势， 周五更
是在盘中的涨幅达到0.5%。从
此趋势来看， 全球股指经历春
节期间的调整后， 有望迎来阶
段性的反弹。

■记者 黄文成

本报2月3日讯“今年
春节期间， 国际金价总体
还算平稳。”今天是节后开
工第一日， 看着电脑上的
国际金价K线图，市民周先
生说。 记者查询发现，1月
27日至2月2日， 国际金价
累计上涨2.2%。“损失也不
是很多。”周先生表示，“既
防范了风险， 也过了个踏
实年， 不用再天天查行
情！”原来，为了防范春节
期间国际金价剧烈波动，
像周先生一样， 很多投资
者春节长假开始前就把手
上的黄金抛掉， 轻仓或者
空仓过年。

黄金价格
上涨仍有压力

截至2月3日17时30
分 ， 国 际 金 价 报 收 于
1213.20美元/盎司。

对于金价未来走势，黄
金分析师表示，国际金价从
去年12月下旬至今已持续
上涨了一个多月，1月下旬
出现短暂回调，目前已涨到
了1200美元/盎司以上，技
术风险开始显现。 另外，受
到美国新总统上任很多老
政策面临修改的影响，使得
美元指数和国际金价都处
于比较敏感的时期，有分析
人士指出，“目前，对黄金价
格影响最大的还是美国的
利率政策，尽管市场认为美
联储3月份加息的可能性不
是很大，但今年两次加息的
几率还是很高的。 因此，从

基本面看，黄金还是面临很大
压力。”

担心金价
市民轻仓过年

国内长假期间包括股
市、债市、金市在内的投资渠
道全部关闭系统， 而同期国
际市场则正常开市， 因此会
造成一些投资品种“内外有
别”，尤其对于“全球连通”的
黄金市场而言， 往往出现国
际市场大幅波动， 国内市场
假期按兵不动， 假期后一开
市也随之大幅波动的情形。

4个月前的国庆黄金周
就是这样， 尽管中国金市休
市， 但国际金市则是血雨腥
风，金价跌幅将近5%，而面
对大跌， 多数国内投资者则
束手无策， 因为国庆黄金周
上海金交所休市无法交易。

2016年春节期间也是如
此， 不过当时的情形正好相
反———国际金价在中国长假
休市期间持续大涨了7.05%，
而休市中的中国金市价格未
变， 以致很多投资者趁着长
假到金店疯狂扫低价金品赚
上一笔。

有了连续两个小长假里
中国金市休市， 但国际金价
出现大震荡的经历之后，很
多投资者开始在这个春节长
假之前变得谨慎。 记者了解
到， 担心国际金价长假期间
出现大幅波动， 与周先生一
样， 不少黄金投资者抛掉了
黄金，轻仓甚至空仓过年。

■记者 蔡平

场内资金无心恋战，A股开门红泡汤
大盘震荡收跌沪指，终结5连阳，深成指盘中再度跌破万点大关

上班第一天动态

2月3日，央行全线上调逆回
购中标利率10个基点：中国央行
进行20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
中标利率2.35%， 此前为2.25%；
进行100亿元14天期逆回购操作
中标利率2.5%， 此前为2.4%；进
行200亿元28天期逆回购操作中
标利率2.65%，此前为2.55%。

国债闻讯大跌，10年国债
期货主力合约早盘大跌近
1.4%。此前在1月末，央妈的“麻
辣粉”（MLF）涨价了，当日央行

MLF中标利率上调10个基点。
华创证券屈庆团队此前评

价“麻辣粉”涨价时称，央行对
经济基本面有信心， 加息周期
已经在路上， 可能下一个就是
公开市场利率的加息。 九州证
券邓海清则指出， 央行的货币
政策从宽松周期到收紧周期、
从隐性逐渐走向显性。 未来将
符合“货币市场隐性加息→
MLF利率上调→公开市场操作
利率上调”的路径。

春节首个交易日后，A股将
休市两天。 对于投资者来说，当
前还处于春节的节奏中，因而周
五出现了不足4000亿元的超低
成交量， 这也在意料之中的事。
在外围股市春节期间普跌的影
响下，A股自然也难独善其身，
因此“开门红”落空也不足为奇。

对此，广州万隆指出，据统
计，过去15年(2002年-2016年)，
春节后A股大概率上涨———春
节后5个交易日，上涨概率80%，
平均涨幅1.6%！可见，节后红包
并不是空穴来风， 高达八成的
上涨概率表明市场下周具有更
高的可操作性， 投资者也不必
为今天的阴跌而自乱阵脚、失
去方寸。

中航证券也表示， 沪指短
期阻力在3170点一线，年前最后
一天和周五最高点都暂时没有
突破该阻力，表明短线的压力仍
然存在，不过反过来说周五的调
整也没有那么可怕， 跌幅超过
5%的股票并不多， 说明市场整
理依然处于良性；目前低估值次
新股走势尤为强劲，时间已进入
2月份， 次新股炒作窗口即将来
临， 该板块炒作有逐步升温趋
势，投资者需重点跟踪。

中证投资也认为， 市场量
能的不济意味着资金尚未大举
入场， 节后刚刚开市尚不具备
大行情， 真正的行情演绎需要
等到下周， 届时交易时间较为
充裕，行情才能得以开展。

后市调整空间或有限

链接 央行再度出手“加息”债市重挫

金价

为防金价波动
投资者抛掉黄金轻仓过年

省发改委：
新春团拜划定责任分工

省国土资源厅：
明确今年七大重点工作

·春节上班第一天

鸡年A股“低调”开局，沪深股指缩量回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