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在苏黎世发表演讲时指出，中瑞自贸协定成果丰富。 这是一个高水平、内容广泛的协定，不仅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而且包含了环境保

护、劳工就业、知识产权、市场竞争等新时期的新议题。 双方同意给予对方绝大多数产品零关税或低关税待遇，并推进服务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进程。 新华社/图文

中瑞自贸协定谈判结束 绝大多数产品零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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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楼市回暖

“两房”股价大翻身

A4

“龙舟水” 一周冲走

广东逾11亿财富

基金公司上市号角吹响 半数盈利数据达标

监管层

3

个月内两度表态鼓励和支持基金公司上市，使得资本市场最大的买方之一———基金公司上市的议题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 证券时报

记者统计显示，近

40

家基金公司主要财务数据符合主板上市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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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基金T+0遭遇垫资瓶颈

迅速发展的货币基金

T+0

业务让基金公司亦喜亦忧。 喜的是货币基金

T+0

业务蓬勃发展，规模膨胀且留存率提高；忧的是

T+0

业务赎回资金

由基金公司垫资，随着货币基金规模膨胀，可能会发生基金公司无力垫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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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永基金改头换面

涉嫌非法集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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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Our Eyes

赚钱的熊市与合格的市场

证券时报记者 贾壮

美国传奇新闻评论家李普曼在他

那本著名的《公众舆论》中这样描述

人类认识与真实世界的复杂关系，

“回望过去可以发现， 我们在认识周

遭环境时是如此的迂回曲折， 它带给

我们的信息时快时慢， 而我们总是信

以为真，以为环境就是这个样子。 ”

如果上帝多给李普曼一些时日，

让他有机会来看看中国的 A 股市场，

他也许会为自己当年的论断找到一个

新的例证，并为此而沾沾自喜。

人们提到 A 股市场，无不摇头皱

眉，用句东北话来概括，那就是“黑傻

子迈门槛———熊到家了” 。 中国足球

很烂，中国股市特熊，几乎是和牛顿第

一定律一样，没人可以证伪。但这是真

实的世界吗？

看股指，A 股的确是熊得很没脾

气，但看个股，A 股上市的股票好像没

有想象中的那样差， 来自证券时报数

据部的统计显示， 从今年年初到 5 月

24 日， 沪深两市 72.5%的股票上涨，

36.69%的股票涨幅超过两成。 将一个

超过七成股票上涨的市场定性为熊

市，显然是有些意气用事。

在股评家看来， 这是一个需要使用

“轻大盘、重个股”策略来炒股的市场环

境， 作为一批与散户投资者关系最为紧

密的机构投资者，公募基金抓住了机会，

按照中国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三级分

类标准， 纳入统计口径的 328 只标准股

票型基金今年以来的净值增长率达到了

15.39%。

也就是说， 很多投资者在熊冠全球

的 A 股市场中赚钱了，他们的财产性收

入增加了， 他们的投资者权益得到了保

障。 现在，市场甚至出现了结构性泡沫，

截至 5 月 24 日，A 股的非金融股票整体

市盈率达到 20.25 倍， 纵比历史尚处低

位，横比同行已领先。

一些人赚了点钱，就能恢复 A 股的

名誉吗？ 别的人不太好说，48 元买入中

国石油股票的股民肯定不会同意。 谁让

这样的股民高位站岗呢？ 是不合理的制

度安排。细看证券市场，还有诸多的改革

任务亟待完成，市场的广度需要拓宽、市

场的活力需要增强、 市场的环境需要优

化、市场的秩序需要规范。如果不推进这

些方面的改革，即便重回 6124 点，也很

有可能是一枕黄粱。

股指的涨跌有很多影响因素，它甚至

能和女士们的裙摆长短扯上关系，再精密

的计量模型，也很难给每个因素都赋予权

重进行定量分析。 在推动证券市场制度建

设的过程中， 既不能忽略其对股指的影

响，又不能因担心下跌而裹足不前。

合格的市场指数不会一直上涨，不

合格的市场指数一定会下跌。 股指是观

察市场是否合格的一个窗口， 但能否合

格最终还是要靠制度建设， 而推动改革

的时间窗口永远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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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战投减持中资银行

5年获利超270亿美元

随着高盛出清工行股份，国有大行已进入“后外资战略投资者时代” 。

统计显示，2008 年底以来， 约 9 家境外战略投资者减持所持中资银行

股份，累计套现 493.62 亿美元，获利达 272.83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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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目前对股市仍存唱空和批评的声音，但今年以来的多项市场数据显示

股市投资者信心增强

人民日报记者 许志峰

个股表现抢眼 今年以来

超过七成股票上涨

2013年的股市已运行近 5 个月。

今年 A 股市场是强是弱？ 从不同的角

度看，得出的结论也许完全不同。

以主要指数的表现而言，与全球

其他主要市场的风生水起相比，A 股

市场略显平淡。 今年 1 月至 5 月 21

日，上证综指涨幅只有 1.59%，而同

期道琼斯工业指数上涨 17%、 日经

225 指数上涨 48%、德国 DAX 指数上

涨 11%。

手上持有股票的不同， 也决定着

投资者现在的心情。今年以来，市场风

格明显偏向成长型的中小市值股票，

使得中小股票涨幅遥遥领先于大盘蓝

筹股。 截至 5 月 21 日，以传统行业大

盘蓝筹股为主要成分股的沪深 300 指

数上涨 3.64% ， 上证 50 指数下跌

0.36%， 而沪市剔除上证 50 成分股后

的其他股票整体上涨 7.5%，深市中小

板指数上涨 20.99%，创业板指数涨幅

更是高达 50.39%。

投资者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期

待， 使得市场结构性差异更多地体现

在行业分化上。据统计，新兴战略行业

上市公司今年股价涨幅居前，电子、信

息服务、医药生物板块分别上涨 42%、

40%和 26%； 一些产能过剩的传统行

业跌幅较大，采掘、有色金属、黑色金

属板块分别下跌 9%、8%和 5%。

正因为此， 在很多股票创出历史

新高的同时，也有类似 *ST 远洋这样

不断刷新上市以来新低的股票。 这种

“天上地下”的差别，无疑会对不同投

资者的收益水平带来重大影响。

不过，就总体而言，今年股市基本

保持了稳中有涨态势。得益于宏观经

济调控措施保持稳定， 市场资金面

整体较为宽松等因素， 在经济总体

企稳回升但又充满不确定性的背景

下， 今年上证综指运行在 2160 至

2445 点这一区间， 没有大起大落；深

证综指稳步上涨，涨幅达 16.97%。 尤

其是个股的大面积上涨， 与去年形成

鲜明对比。 年初至 5 月 21 日，沪深两

市 74%的股票上涨，37%的股票涨幅

超过两成，而 2012 年有 54%的个股下

跌。 由此可见，今年的个股赚钱机会

明显增多。

市场趋于活跃 日均成交

金额较去年增幅超四成

2009 年以来股市持续低迷，使得

“熊市思维” 一直主导着市场情绪。因

此，对股市一直不乏唱空和批评的声音，

但从今年以来的实际交易情况看， 市场

信心已有明显回升， 这直接表现在市场

趋于活跃，投资者信心增强上。

成交量直接反映市场的热度。 今年

以来，股市成交量大幅上升，前 4 个月累

计成交 13.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9%；日均

成交 1865 亿元， 较去年 1295 亿元的日

均成交额增加 570 亿元，增幅为 44%。 5

月份以来，股市日均成交量持续放大，特

别是 5 月 16 日至 21 日，维持在 2200 亿

元以上。

市场赚钱机会的明显增多， 也带来

了投资者交易热情的上升。 今年参与二

级市场交易账户占比上升。前 4 个月，参

与二级市场交易的 A 股账户占期末全部

A 股有效账户数的比例， 平均为 14.6%，

较去年月均 12.6%的参与交易账户占比

提高 2 个百分点。

(下转 A2版)

数月前遭媒体曝光、涉嫌非法集资的国永基金如今仍在陆家嘴金融区

繁华地段进行宣传。 与前几期宣传相比， 此次宣传仅将年化收益由

“24%”改为“12%” ，管理机构则改成同一控制人旗下的润昌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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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基金业社会化媒体

使用情况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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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证及巨潮指数系列

中上协：减少地方政府干预

设立并购产业基金

在上周六召开的第七届中国上市公司市值管理高峰论坛上，中国上市

公司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安青松透露， 为了改善国内企业发展环境、

促进企业转型，中上协向国务院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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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建议，其中有

3

条建议与并

购重组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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