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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股股上上演演疯疯狂狂过过山山车车
成交刷新世界纪录

周四(28日)沪指一度冲上
4986的高位，不少投资者甚至
期待沪指能够冲破5000点。然
而好景不长，28日上午10:40左
右，沪指开始经历震荡式下跌。
当日下午2 : 4 0，截至收盘的短
短20分钟内，沪指更是经历了
罕见的断崖式下跌，直降140多
点，报收于4620点，创4个月内
最大跌幅。

截止到收盘，两市共有900
多只个股跌幅超过9%，其中超
500股跌停，很多个股开盘的时
候涨停，收盘最后几分钟被砸
到跌停。如次新股星光农机，到

14点52分还是涨停，突然直线
拉下，2分钟后已经跌停，可谓
惨不忍睹。

在股市大震荡的同时，每
天的交易量也不断刷新着世界
纪录。2014年12月5日，两市成
交首破万亿，2015年4月20日沪
市成交破万亿，到5月26日深市
首次突破万亿。本周A股成交量
连续四个交易日破2万亿，其中
5月28日成交额达2 . 3万亿，刷
新世界纪录。

有数据统计A股获利情况，
今年1月—4月，全国人均从A股
获利1 . 4万元。炒股水平最牛的
要数上海和北京两地的股民，两
地人均获利高达15 . 64万元和
8 . 02万元，位居各地区人均获利

水平前两位。
然而“5·28”一役让A股市值

在一天内迅速蒸发40079 . 132
亿，股民人均一天亏损约2 . 49万
元。真是“辛辛苦苦小半年，一天
回到解放前”。

此次5月28日股灾很容易
让人想到2007年的5月30日的
股市暴跌。而两次股灾有很多
相似之处。2007年5月30日是阴
历四月十一日，2015年5月28日
是阴历四月十一日，而两次大
跌沪指跌幅都为6 . 5%。怪不得
有网友说：“难道大盘也来个致
敬前辈不成？”

有意思的是，前几天大盘也
表现了柔情的一面，在5月20日
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大盘最高冲

到4520点才开始回落。

多重因素致大跌

关于此次大跌的原因，有
多方面的因素。前期大盘涨幅
太大，不符合慢牛的节奏，存在
调整的需求。除此之外还有其
他方面的因素。第一，汇金年内
首次减持四大行，周二减持工
行建行逾35亿；第二，传央行近
期进行逾千亿元定向正回购；
第三，传银监会查银证配资；第
四，下周年内第七批新股发行，
尤其是像中国核电这样的巨头
上市，预计其冻结资金将达到
惊人的8万亿；第五，很多获利
盘看到大盘下跌之后，恐慌性

抛盘。
虽然经历了大的洗礼，但是

目前市场主流看法是，短期的暴
跌并不会改变中长期的牛市格
局。疯牛换挡要经历阵痛，但深
蹲才能起跳，才会越走越远。

2007年2月27日，沪深股市
也曾大幅下跌，各指数跌幅均
超过8%，其中上证综指和深成
指创近10年最大单日跌幅。个
股方面，当时两市1327只可交
易的A股中，有1 2 6 5只股票绿
盘报收，其中1072只股票跌幅
超过7%，800多只个股达到10%
跌 停 限 制 位 。两 市 共 成 交
2006 . 5亿元，创天量新纪录。而
沪指于那次大调整半年之后站
上6124点。

上周那些股事儿

上周股市行情可谓一路过
山车，周一到周三，三个交易日大盘
涨幅超过8%，每天都有300多只个股涨
停，沪指一路向上，一度站上4986点的高点，并
一次次向着5000点不断发起冲击。市场弥漫着强烈
的做多意愿，然而28日风云突变，上证综指遭遇历史性
暴跌，直落300多点，跌幅高达6 . 5%。创今年第二大跌幅！周五
上证高开低走下跌4个点，一路击穿4600点和4500点关口，直逼
4400关口，随后开始拉升，截至收盘沪指跌0 . 18点，盘中振幅将近6
个点，可谓过山车行情。

1·19惨案
A股6年内最大跌幅

今年最大的一次暴跌是2015

年1月19日，一天蒸发3万亿。此次
大跌时间比较近，对于很多股民
来说还是不愿提起的凄惨回忆。

1月19日，受监管层出手规范
券商两融和银行委托贷款业务影
响，加上宏观经济的不景气，A股
开盘即暴跌，上证综指盘中一度
下挫逾8 . 33%。

盘中19只券商股开盘即集体
跌停，在券商股的暴跌下，金融板
块全线告急带动权重股跳水，致
使1932只股票下跌，159只股票跌
停，成为A股6年最大跌幅，当日
被称为“1·19股灾”。

2007年5月30日
一跌重挫千点

谈到股市单日最大跌幅，
2007年占的个数比较多。2007年6

月4日，沪市跌幅达8 . 26%；2007年
5月3 0日，沪市单日跌幅6 . 5%；
2 0 0 7 年 2 月 2 7 日，沪市跌幅达
8 . 84%，但影响较大的是5月30日
的大跌。

2007年5月30日，财政部宣布上
调印花税，从1‰提到3‰。当日，沪
指开盘跳空低开近5个点，收盘下
跌6 . 5%。短短一周内，沪指重挫近

千点，从4300点一路狂跌至3400点，
大部分股票连续遭遇多个跌停，众
多投资者猝不及防、损失惨重，历
史上称“5·30事件”。

经过“5·30”大跌之后，沪指
最终又上涨至历史最高点6124

点，但更多是蓝筹股带动的指
数型行情，众多中小盘股其后
盘整甚至下跌，大部分投资者

“赚指数不赚钱”。

2001年7月30日
一跌跌出五年熊市

2001年7月30日，又是一次“黑
色星期一”。这场股灾与国有股减
持有关。2001年6月中旬，财政部推
出国有股减持方案，股指出现见顶
迹象。7月24日，国有股减持在新股
发行中正式开始，股市开始下跌。
直到7月30日，沪深两市创下两年
内最大跌幅，上证综指下跌5 . 27%，
深成指下跌5 .21%。

2001年上半年，沪指创下当年6

月份的历史新高2245点。与此同时，
市场掀起一场“中国股市市盈率是
否太高”的大讨论。当时，为了充实
社保资金，国有股开始减持，进一
步引发了投资者的“用脚投票”。再
加上国内经济增速下滑、银广夏造
假事件等原因，最终引发了A股在
当年7月底出现崩溃式下跌，导致

一场长达五年的熊市，其间再也没
有见到2245点，直到2005年998点历
史大底后才重回上方。

到10月19日，沪指已从6月14日
的2245点猛跌至1514点。当年80%的
投资者被套牢，基金净值缩水了
40%，而券商佣金收入下降30%。

1996年12月16日
大盘接近跌停

1996年上证综指从1月19日
的512点最高涨至12月19日的1258

点，不到一年的时间，累计涨幅为
140%。而深成指的涨幅更是超过

300%。当年10月起，管理层为了抑
制股市的快速上涨，连续发布了
后来被称作“12道金牌”的各种规
定和通知，但行情依然节节攀升。

12月16日，《人民日报》刊发
特约评论员文章《正确认识当前
股票市场》。文章中给股市定性为

“最近一个时期的暴涨是不正常
和非理性的”，这一天恰逢周一。
当天，沪指跳空低开105点，最终
收于1000点，重挫9 . 91%，深成指
下跌10 . 08%，当天两市绝大多数
股票跌停。次日，沪指再度暴跌
9 . 44%，深成指跌幅达9 . 99%。

短短的9个交易日内，沪指便
从当年的最高点跌至855点，最大
跌幅30%。

1987年10月26日
恒生指数跌幅33 .33%，破世界纪录

全球股市最大跌幅的纪录是
由港股创造的，发生在1987年。
1987年9月30日恒生指数期货创
下4021点新高，后一直在高位持
续徘徊。10月16日星期五，恒生指
数曾下跌超过100点后于下午反
弹，收市3783 . 20，下跌45 . 44点。晚
上美国道琼斯指数大幅下跌，触
动计算机程序沽盘，引发全球股
市连锁式下跌。

10月19日星期一，恒生指数
开市已下跌120点，全日收市共下
跌420 . 81点，收市报3362 . 3，跌幅
11 . 1%。晚上美国道琼斯指数大幅
下跌508点。10月20日清晨，联交
所主席李福兆咨询了财政司、金
融司及证监专员后，宣布10月20

日至23日股市及期市停市四天，
以便清理大量未完成交收。

10月26日星期一，恒生指数
开市后15分钟已跌去超过650点，
全日下跌 1 1 2 0 . 7点，跌幅高达
33 . 33%，是有史以来全球最大单
日跌幅；期指更下跌1554点。当日
期交所主席湛佑森宣布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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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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