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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垄断行业”国企将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增量试点

A5~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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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程 途

“
三国杀”续：春节红包大战 利用与被利用的博弈

A

数聚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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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中国的钱都流去了哪里

东北三省逆势调增经济增长预期

A2

外资抄底

住房公积金信息化管理
“
一年底线”

A3

月 27 日，沪股通曾出现高达 44.85 亿元的资金净流入，创近 5 个月来新高。

A4

港交所最新数据显示，一向先知先觉、精准抄底的外资已经开始悄悄进场抄底。 1

B

外资沪港通入场 A 股正在筑底？ ——
—A7

旺民长富被举报业绩造假 十亿投资全打水漂 B3
“
水十条”细则或年内出台 万亿治水盛宴开启

B14

超额配售
某证券公司港股分析师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扩大融资规模，属于行使超额配股
权的“副作用”，稳定涨幅过高或者破发的股价、起到护盘作用，更是超额配售的原因之

C

一。 但从目前在港股上市的中资银行的表现看，即使行使了超额配股权，一些城商行也没
能逃脱破发的命运。

跨境电商命门凸显 网易考拉现自营危机

C3

一位北汽电动车主的烦恼

C9

D

郑州银行超额配售拼规模 中资行港股“补血”不易——
—B1

海南楼市
又到了一年一度海南旅游和地产最火爆的季节。 海南现状如何？“
一半是海水，一半
是火焰”。 受访的业内专家这样评价海南楼市。 一方面是各大新项目如火如荼地开工上

十花汤董事长金蝉脱壳 巨额欠款不知去向

D1

马，另一方面是库存压顶及被加速淘汰出局的中小房企。

海南楼市：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B9

“
两轮”甲子

致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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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2 月 15 日休刊，2 月 22 日（总 2148 期）恢复正常出版，敬
请关注。
祝广大读者节日愉快！
本报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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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股市的监管水平迫在眉睫
2016 年 A 股市场走出了一个
“
开门绿”，不到一个月沪指的跌幅就

全恢复，监管政策和监管方式应该格
外注意市场的一举一动，可惜监管部

资金入市， 及早平衡市场的供需矛
盾，A 股市场很有可能会走出一个与

率和实施紧缩政策对美国股市可能
是致命一击。 如果把将近 20 年美国、

轻美联储加息带来的负面影响，中
国的货币政策宽松是必然之路；另

动性还未彻底恢复， 市场还在休养
生息的阶段， 而且增量资金并未全

超过 20%， 中国股市绿化率大幅蔓
延，市值快速蒸发逾 10 万亿元，股指
跌破了上次股灾的最低点位，一个刚
出生不到一礼拜的熔断机制被迅速
叫停，投资者信心几近崩溃。 对此，中
国证监会主席肖钢借 2016 年全国证
券期货监管工作会议深刻总结反思
股市异常波动的经验教训，他认为这
次股市异常波动充分反映了我国股
市的不成熟，不成熟的交易者、不完
备的交易制度、 不完善的市场体系、
不适应的监管制度等，也充分暴露了
证监会监管有漏洞、 监管不适应、监
管不得力等问题， 必须深刻汲取教

门并未意识到和预料到 A 股市场的
这一轮巨幅调整，事先并未对限售股
“
解禁令”采取分流措施，直到市场暴
跌之后才倒逼证监会对大股东和董
监高减持行为进行规范，如果事先能
有所预判和采取防范，A 股市场也不
至于再次出现雪崩式的暴跌，不至于
让宏观层面陷入被动的决策。 尤其在
人民币贬值预期下，国内资本已经有
了外逃的迹象，结果人民币计价的股
票资产价格暴跌反而加强了一些人
腾挪资金外逃的决心，导致人民币汇
率和股市价格出现双杀，这让整个市
场陷入了恐慌。

目前实际情况不一样的行情，会让人
民币贬值的压力和宏观决策的难度
减小。
如果仔细研究全球市场，会发现
美国股市其实先于 A 股市场开始调
整（比 A 股市场早两个交易日下跌），
道指这轮下跌超过了 10%，纳指这轮
下跌超过了 13%，而 A 股后来居上跌
幅近 20%，从而完全掩盖了美国股市
下跌的真相，反而将人民币汇率和 A
股推入了一个非常不利的境地。 其
实，早在美联储降息时就有观点认为
“
A 股不用担忧美联储加息”，反而美
联储的紧缩政策会导致美股下跌，兑

日本和中国的股市走势与货币政策
及流动性的走势图叠加起来时，发现
股市上涨未必与货币政策放松和流
动性宽松强相关，但每当货币政策紧
缩和流动性收紧时，股票市场的熊市
则与之相伴。 另外，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的数据显示，1959~2003 年，19 个
主要工业国家的股票市场总共有 52
次泡沫破裂，其中每一次下跌都与货
币政策收紧息息相关。
除非美国经济好到无可挑剔和
能够保证高速增长， 否则也很难逃
避货币政策紧缩带来的新麻烦，现
实的美国经济数据并不理想。 尤其

外， 为了避免中国境内资本的大量
流出和改变人民币的贬值预期，提
高人民币资产价格的吸引力是不二
选择， 这样一来提振股票市场信心
和营造市场吸引力至关重要， 如果
在股市和人民币资产价格上能够获
得收益， 人们就不会轻易选择为了
汇率和美联储的 25 个基点而大量
逃出中国市场， 如果中国股市具有
投资吸引力， 相信中国市场反而会
吸引进来一些追求
“避风港”的境外
资金， 就会从根本上改变和扭转流
动性不足的局面。 但当时也不能太
过乐观，毕竟 Ａ 股市场刚刚经历了

面进入，“解禁令”压力不轻，需要决
策层高度重视中国股市的矛盾和问
题， 尽快从深层次去解决制度隐患
和改革影响市场化的规则，让 Ａ 股
市场尽快恢复信心和重现吸引力，
为留住和吸引资本进来营造环境。
可惜的是，A 股市场这次并未赶
上这一有利节奏，反而比美股跌得更
惨。 现在监管部门应该深刻反省反
思，提高监管能力非常必要，否则不
但在关键时刻把握不了有利时机，反
而会让相对优势失去，让宏观决策更
加被动。 当务之急，A 股市场改变监
管水平已经迫在眉睫。

训，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资本市
场稳定健康发展。
对于此次股市暴跌，监管部门确
实应该深刻反思，A 股市场本来就是
这么一个不成熟的市场环境，投机氛
围严重， 并且 A 股市场在半年前刚
刚经历了一场雪崩，市场信心还未完

其实，这场股灾很有可能是可以
避免的，如果监管部门能够及早地判
断
“解禁令”等市场不确定性风险带
来的潜在影响， 就应该及早对大股
东、董监高减持和限售股采取分流措
施，如果能够再采取一些积极的维稳
措施，完善市场基础制度，吸引增量

换美元的套利资金有可能会寻找新
的避风港，Ａ 股市场应该想方设法
提高吸引力。 可惜监管部门不给力和
A 股市场掉了链子，反而 A 股成了全
球最恐慌的市场，并结结实实地掩盖
了美股下跌的主要原因。
逻辑非常简单，美联储告别零利

处于历史高位的美国股市吸引力打
了折扣， 已经不具备吸引长期资本
滞留美国的能力，如果仅凭加息 25
个基点和汇差只会吸引一些短期套
利资金和一些高危市场流出寻找避
风港的短期资金， 这样一来就会对
中国的影响减弱。 其次，中国为了减

伤筋动骨的大调整， 市场信心和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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