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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魅

2007年2月27日
↓8 . 84%

2007年5月330日
↓6 . 50%

2007年6月4日
↓8 . 26%

2008年1月22日
↓7 . 22%

2008年10月27

日 ↓6 . 32%

2009年8月31日
↓6 . 74%

2013年6月24日
↓5 . 30%

2014年12月9日
↓5 . 43%

2015年1月19日
↓7 . 70%

2015年5月28日
↓6 . 50%

A股近10次暴跌

5·28暴跌，又是6 . 5%

牛市格局不变
让利空先飞一会儿

适度调整

让市场走得更远

“儿童节礼物

都跌没了”

5月28日，沪深两市共有500多只个
股跌停，2000多只个股收跌。

有大V在微博发帖，“谁手里没跌停
的股票，在下面留个言。”只见回复者寥
寥无几，而且点开，你会发现，大多回复
的是：我没开户，所以我没有跌停。据说，

“今天手里要是没一两只跌停的股票，出
门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

其实，下午两点半，每个人眼睛盯着
盘面上自己那一堆封死在跌停板的股
票，内心却在咆哮：不要装死，快起来啊
快起来！

关于暴跌，有说是基金经理或投行失
恋的原因：现在的私募经理或投行追女朋
友招数都变了，原来可能送车，送包包，现
在只会问一句：手中拿的什么股票？然后
第二天将这只股票拉个涨停。再问女孩：
喜欢这种感觉不？够不够？然后继续拉涨
停。如果被女孩甩了，咳咳……故事大家
都知道了。

有人说，“看到大家的股票下午大
跌，我很高兴。我的股票下午就没跌，因
为上午就跌停了！”也有人表示，“看到股
票下跌刹不住车了，果断把网线拔了，然
后我的股票就不再跌了。”

就是因为暴跌，许多小朋友可能连
个六一都不能好好过了。一个孩子5月28

日的日记：上午10:30，爸爸说，儿童节出
国旅行计划没了；下午1:30，爸爸说，儿童
节礼物也没了；下午3:30，妈妈说，爸爸不
见了。

据说，28日15点过后，很多人悄悄把
“股市那么好，我想去炒股”的辞职信撕
了，并且以百倍的热情，投入到了已略显
生疏的工作中。 据澎湃

２８日，上证综指暴跌３２０多点，跌幅
６．５％。分析人士认为，获利盘回吐、新股发
行在即、汇金减持银行股传闻和券商收紧
融资杠杆等多重因素导致暴跌，适度调整
有利于市场健康。

“沪深各大股指经过一周多的上涨，
再次积累了不少获利盘，适逢下周中核电
等新股批量发行，投资者心态骤然微妙，
市场波段性地回档是正常的。”中信证券
投资顾问高翔说。

南方基金观点也认为，两个多月来，
上证指数连续上升５０％，基本上没有经
历过像样的调整。本次调整将充分消化
获利盘的压力，有利于行情走得更远，中
期牛市格局不变。

高翔则认为，从行情发展的逻辑看，
一方面经济仍面临较大压力，保增长政
策仍在持续加码，另一方面资金面仍然
宽松，社会资金搬家入市的趋势未改，适
当调整反而会使牛市走得更稳更长。

据新华社

牛市日记

新闻分析

为何暴跌？ 汇金35亿元减持等利空诱发大跌

一如八年前的5·30行
情，A股连续的疯狂过后，政
策再次成为了市场的左右
手。汇金公司场内减持工行
和建行逾35亿元，诱发了周
四A股的大暴跌，两市双双大
跌超6%，跌停个股达到了540
只，跌幅在5%以上的也有
1599只，真可谓是尸横遍野。

“这就是牛市中的整
理，只需2-3天就能把你过
去几周、甚至几月的努力化
为泡影。”一位市场投资人

士不无感慨地说。
根据港交所披露的公

开信息，汇金于5月26日在
A股场内减持工行和建行，
金额分别为16 . 29亿元和
19 . 06亿元。同日上证所大
宗交易显示，工商银行和建
设银行的卖家均为中国国
际金融有限公司北京建国
门外大街营业部，买入均为
机构席位。

汇金公司密集减持四
大行的信息，也在28日下午

得到了证实。
那么汇金公司为何在此

时出手？这家国家出资设立
的国有独资公司意欲何为？
对此，国金证券银行业分析
师马鲲鹏指出，汇金减持是
银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启动的
信号。银行混改最大的难题
是国有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不
能下降。本次汇金减持意味
着这一对混改最大的限制已
经松动，银行业混改和综合
化经营的大幕即将拉开。

是历史重演吗？ 仅仅是牛市走太快，监管层想慢下来

任何一个经历过牛熊
转 换 的 股 民 都 不 能 忘 记
2007年5月30日凌晨的往
事。当日，受财政部上调证
券交易印花税税率1‰至3
‰影响，沪深两市双双遭受
重挫，上证指数暴跌281 . 84
点，跌幅同样达到6 . 5%。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不
同于2007年的市场环境，这
轮牛市属于改革牛+资金牛。

“从资金角度，经济基
本面的复苏，需要依赖货币
政策的宽松，降息周期也早
已开启，引流国际投资者的

步伐也正按部就班地在走，
往长期看，资金层面仍是牛
市的最强支撑。”一家投资
咨询机构的负责人对记者
表示，从监管层角度来看，
目前过快的牛市步伐，是不
符合国家意志，“因为2015
年的头等大事是注册制，由
于牵扯证券法的修改，最快
也得年底才能推出，这就要
求，这轮牛市至少要能持续
到年底，以助力注册制的改
革，至少从监管层的角度，
是这么希望的。”

冷静的投资者会发现

当大盘在4月越过4000点
后，监管层的风险提醒就不
断升级，并短暂制造出了
4572点这个地球顶，只是，
在赚钱效应的驱使下，逐利
的资金仍在博弈新高，这就
必然导致了资金与政策博
弈的特殊阶段，然后，就是
大家所看到的一幕，大盘逼
近了5000点后，汇金减持适
时出手。

“将其简单梳理，相信
你就会明白，周四的暴跌，
实质就是监管层调控的结
果。”上述市场人士说。

会连续暴跌吗？ 历史数据显示，暴跌后一般迅速收复失地

“我们依然坚定认为牛
市尚未终结。本轮牛市三大
主逻辑货币宽松、居民财富
重配、改革预期均未发生改
变。”民生证券首席策略分
析师李少君依然坚定认为。

牛市仍在路上，不过，一
定不要忘了初衷，监管层所
希望的是走慢牛、走长牛，类
似530式的连续暴跌，是绝不
容许出现的，因为这波牛市
叠加了资金杠杆，融资盘超
过了2万亿，一旦碰触到了强
行平仓线，那可就是真真切
切的灾难了，牛市的根基必
遭受破坏。所以，这么来看，
在周四的暴跌后，预计政策
将再转向维稳，持续杀跌的
预期将会被遏制。

沪上一位投资人士对
记者表示，周四暴跌之前的
市场，可谓热得过火，连续
两天涨停个股在380只左
右，在行情涨势如虹之际，
市场上却是一片恐高声，

“即使还在做多的，也是短
线应对而已，并做好了随时
撤的准备，都有点小怕怕。”

因此，这不可能是牛市
的顶，长线上，改革与资金
双轮助推的牛市基础仍十
分牢固，短期所面临的只是
获利盘集中回吐的风险，预
计4400-4500点就能构成有
效支撑。“下半年重点关注
有密集政策催化的两大主
线：中国制造2025，国企改
革。”李少君表示。

大盘暴跌之后怎么走？
在1996至2008年间，沪指26
次下跌超过5%，不过在第
二个交易日中仅4次出现下
跌。

其中最典型的是1996
年12月17日，在沪指暴跌
9 . 44%之际，第二天沪指走
出高达7 . 42%的涨幅；而隔
年 2 月 1 8 日 ，沪 指 暴 跌
8 . 91%，第二天沪指大幅拉
升7 . 58%。

最近的例子是2015年1
月19日，沪指大跌7%之后
迅速收复失地，连续三日上
涨两百多点。

统计显示，在26个沪指
暴跌的次日，其中有四次隔
日沪指涨幅超过6%。

历史
总是惊人
相 似 ，
2007年的
“530”行情
昨 日 再 次
上 演 。5 月
2 8日，A股
市场哀鸿遍
野，上证指
数 冲 至
4986 . 50点高
位后“一泻千
里 ”，下 挫
321 . 4点，暴跌
6 . 50%。8年之
前的这时，受
财政部上调证
券印花税税率
影响，上证指
数暴跌281 . 84
点，跌幅同样达
到6 . 5%。中国股
市的神奇之处
就在于：你总是
会两次踏入同一
条河流。

44994433 .. 7744

44662200 .. 2277

本报记者 刘相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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