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2 重点 2015年6月28日 星期日 编辑：龚海 美编：许雁爽 组版：韩舟>>>>

利率调整后股市涨多跌少

调整时间 利率 次日

2015年5月10日

2015年2月28日

2014年11月22日

2012年7月6日

2012年6月8日

2011年7月7日

2011年4月6日

2011年2月9日

2010年12月26日

2010年10月20日

0 . 25% 3 . 05%

0 . 25% 0 . 78%

0 . 25%（存） 0 . 4%（贷）

0 . 25% 1 . 01%

0 . 25% 1 . 07%

0 . 25% 0 . 58%

0 . 25% 1 . 14%

↑0 . 25% ↓0 . 89%

0 . 25% 1 . 90%

0 . 25% 0 . 07%

↑1 . 85%

一年期存款利率逼近历史最低

央行宣布6月28日起降
息0 . 25个百分点，定向降准
0 . 5个百分点。

降息后，人民币存贷款
基准利率调整表

①活期利率 0 . 35%

②定期存款
三个月 1 . 60%
半年 1 . 80%
一年 2 . 00%
二年 2 . 60%
三年 3 . 25%

③各项贷款
一年以内（含一年） 4 . 85%
一至五年（含五年） 5 . 25%
五年以上 5 . 40%

④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
五年以内（含五年） 3 . 00%
五年以上 3 . 50%

中国的一年期基准存款利率
历史最低值出现在2002年，当
时的存款基准利率为1 . 98%。

股股市市跌跌太太惨惨，，““央央妈妈””看看不不下下去去了了
罕见“双降令”颁布，7000亿流动性利好周一股市

“降息降准是为了救市。”周六下午央行十年来首次在同一天宣布降息降准，著名经济
学家马光远第一时间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这已是央行年内第三次降息，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降至2%，逼近历史最低位。
这对两周来已大跌1000点，投资者信心已处于崩溃边缘的证券市场来讲，确实是一件

好事。去年11月21日，央行降息，银行和券商板块引领了牛市的到来；今年3月份降息后，创
业板巨量拉升，开启了神创板；5月的再次降息，扛住了4月底以来的股市大回调。而这一
次，央行再向股民伸援手。

27日下午，中国人民银行
决定，自6月28日起对部分金融
机构实施定向降准，对“三农”
或小微企业贷款达到定向降准
标准的金融机构降低存款准备
金率0 . 5个百分点；降低财务公
司存款准备金率3个百分点。同
时，自6月28日起下调金融机构
人民币贷款和存款基准利率，
各0 . 25个百分点。

就在央行刚刚发布降准降
息双降令没多久，27日晚，记者
从青岛市多家大型银行处了解
到，相比于前几次降息降准后

的激动心情，这一次，银行业平
静了很多。“起码是从今年开
始，习惯了这种货币手段的调
整，我们是不会有太多关于存
贷款利率方面的变动了，其他
银行也差不多。”青岛农商银行
一位高层负责人表示。

去年11月21日晚间，央行
时隔两年再次开启货币调控手
段，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从3%
降至2 . 75%，此后陆续进行了2
次降息和3次降准，但相比于以
往，本次央行将降准和降息同
时进行，实属罕见。就在此前，

股市顶部效应越来越明显，央
行相关负责人却表示暂时不会
使用货币政策手段刺激股市。
如今不到半个月，央行就选择
在股市暴跌的第二天，通过降
息降准释放流动性，如此“出尔
反尔”着实耐人寻味。

“央行降息意在救市。”经
济学家马光远说，照常规，央行
通过其他货币工具提供流动性
后，不会立即降准降息，一般会
等到7月中旬半年报公布后，而
本周六紧急降息降准，原因只
能是央行为拉升股市。

华泰证券分析人士表示，
央行此次降准保守估算可以释
放基础货币1200亿元以上，乘
数效应下放出总资金量空间可
达6000-7000亿元，有利提振股
市信心。

降息后，中信证券山东分
公司分析师认为，证券市场的
阶段性回调引发巨量的投资恐
慌情绪，加上国外资本的做空
效应，造成太多资金流出股市，
牛市见顶的说法在股民中疯
传，这对原本只想阶段性回调
的证监会来说是无法接受的，

央行降息很大程度上帮了股市
的忙，不出意料，周一股市会出
现一定涨幅。

瑞穗证劵总经理沈建光分
析，“降息降准如果被延误，市
场悲观情绪恶化，将形成更多
的融资盘爆仓，现在已经有九
成融资接近爆仓预警，如果任
其风险暴露，将出现连锁反应，
其后政策再出手，防止金融动
荡的难度就会加大。”

马光远一针见血地说，周
六宣布紧急降息降准的原因只
有一个，就是为了防止周一股

市崩盘，向市场认错。
兴业证券的分析师也表

示，降息降准同时推出，首先表
达了政策对于“股灾”的及时给
力的维稳态度，“多杀多、融资
盘杠杆强平”的负面循环有望
缓解。其次，每次急跌暴跌市场
恐慌之后都会出现反弹，这次
也不例外。但反弹的参与难度
比上半年明显要大。第三，暴跌
结束并不意味立刻进入“疯牛”
暴涨阶段，“大尖顶”调整后，较
长一段时间的市场将呈现指数
箱体震荡而个股行情分化。

“在当前时点，央行祭出降
准和降息大招有利于在情绪面
上稳定市场信心，我们认为，货
币宽松逻辑并未出现改变，场
外资金仍然宽裕，市场急跌局
面已然过去，接下来有望在蓝
筹股带动下震荡走强。”齐鲁证
券分析人士建议股民，在风格
方面逐渐转换到蓝筹板块，行
业配置方面建议关注受益于此
次降准降息政策及估值水平相
对较低的金融、地产板块，主题
方面继续关注国企改革。

而就在降息降准之前，交

通银行行长牛锡明也适时透露
了关于交通银行混改的相关方
案，包括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大
型商业银行治理机制，以及深
化商业银行内部经营机制的改
革和实施商业银行经营模式的
转型与创新等方面。

此前，交通银行在6月初经
历了两次涨停之后，股价飙升
至9元以上，包括交通银行的内
部人士都认为在混改的动力
下，交行每股股价将涨至12元
以上，但是由于前一阶段市场
上的恐慌情绪影响，杀跌情绪

下交行的股价在两周内下跌幅
度超过20%，此番央行周六祭出
大招，不少证券公司对交行等
一系列银行改革概念股表示了
浓厚的兴趣。

不过，仍有不少金融界人
士认为股民对降息要稳妥冷静
对待。英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李大霄认为，央行降准降息，目
的是应对年度中期流动性压
力，维持货币市场的宽松环境，
利于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利于
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对经济增
长有重要的稳定作用。

若非
选 在“ 6·
26”暴跌的
第二天，央
行此次降
准降息就
不会有那
么大的新
闻意义。周
六“加班加
点”公布双
降令，其稳
定股市稳

定投资者情绪不言而喻，但过度
解读政府对股市的关注和呵护，
则会进一步误导投资者。爱宝第
一时间与本报财经智库有关专家
进行了交流，特别从微观层面讨
论这一政策对股市的影响。

央行专家只说这次货币政
策调整体现了对宏观经济运行
和金融稳定的充分权衡，但有一

点可以肯定的是，管理层不希望
股市暴涨暴跌，既不愿看到一头
失去控制的“疯牛”，也不愿看到
因惊恐万分而频频上演“踩踏事
故”，一个稳定健康的股市才有
利于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

不过，股市的运行方向并
非管理层说了算，而是各方力
量作用的结果，因此，对这一次
货币政策对股市的影响，普通
投资者不要过分乐观。这次降
息降准封杀了大盘大幅下跌的
空间，可以稳定部分投资者情
绪，但别忘了，股市有自己的运
行规律，价格偏离了价值就回
归，挤出泡沫的过程是必须的。
可以预料，短期内流出的资金
不会马上进入股市，牛市虽未
改，但个股正在分化，业绩好、
估值低的股票会有好的表现，
那些自己玩概念、讲故事的公
司还是会被理性投资者抛弃，

其股价仍会进一步下跌。
作为普通投资者要有心理

准备，必须调低收益预期，适应慢
牛。爱宝在此提醒普通投资者，一
是要注意学习，什么也不懂就进
入股市，如同赤膊上阵；二是千万
别玩杠杆，不要轻易融资融券，一
旦失手就血本无归；三是降低投
资预期，在无风险利率下行时，一
年有30%至40%的收益也不错；四
是对没有业绩，只有概念和故事
的股票要谨慎；五是做好本职工
作比炒股重要，要适度配置，不要
让股市下跌影响了自己的心情
和生活。

未来降准、降息是否还会继续出现？民生证券固定收益分析师
李奇霖表示，降准、降息还会继续出现，降准预计一至两次，降息预
计一次，但可能会配合其他结构化货币政策。

海通证券固定收益分析师姜超预计，目前实际贷款利率高达
8%左右，远超7%的GDP实际增速，预示未来潜在降息空间仍大。但
持续降息后地产销售有望继续改善，加之积极财政稳步发力稳定
基建投资，经济有望于四季度逐渐见底企稳，预计年内继续降息的
空间有限，更多的降息或留待来年再开启。

华创证券宏观研究主管钟正生则认为，货币政策已竭尽所能，
财政政策需实质发力。货币政策宽松基调未变，缓解了市场的犹疑
态度和紧张情绪。但目前从“宽货币”向“宽信贷”传导不畅的问题
仍然没有有效缓解。对此，货币的供给端显然已经不是一个硬约
束。货币的需求端才是未来一段时期信贷能否扩张，经济能否企稳
的关键。而在私人部门不愿加杠杆的背景下，政府部门加杠杆显然
是个不得已而为之的举措。 据澎湃

本报记者 姜宁

政策解读 意在救股市，银行很淡定

虽虽有有央央妈妈援援手手，，更更要要适适应应慢慢牛牛

操盘解析 券商建议后市关注蓝筹板块

事件影响 释放7000亿，牛市不转向但会放缓

新闻分析

降息降准或再次出现

本报财经评论员
周爱宝

“双降”救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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