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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开启“巨亏”模式：

上上三三周周跌跌掉掉去去年年GGDDPP的的三三成成
本报记者 王钊

14个交易日跌掉

去年GDP的三成

中国股民习惯自嘲为韭菜，
因为韭菜割完一茬又一茬，就像
新股民刚入市经常被套一样，出
了这个股票很可能又在下一个
股票被套，然后割肉离场。

小王是个85后，普通上班
族。2015年1月份入市，当时大盘
3000多点，抱着玩玩的心态入
市，小王开始投入1万元资金。刚
开始小王什么都不懂，连沪深两
市几点开盘都不知道，更不用说
基本的k线图代表的意思，后来
虽然经历涨涨跌跌，但随着整体
牛市的增长，小王的营收也不断
增加，随即他在股市的投资也追
加到20多万。

但是小王最近很郁闷，因为
它手中的股票跌得很厉害。小王
怎么也想不明白半个月前还波
澜壮阔的牛市在短短十四个交
易日就出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
变化。

7月3日周五收盘，沪指跌
5 . 77%，报3668 . 92点，成交6481
亿元，周跌幅12 . 07%，为历史第
三大周跌幅。深成指跌5 . 25%，成
交5051亿元；创业板跌1 . 66%，成
交1283亿元。两市共1420只股票
跌停。

在A股市场，从6月15日到7
月3日收盘，中国股市沪指从6月
15日的最高点5178点一路跌至
3686点，下跌28 . 8%；深成指下跌
32%；创业板下跌33%。三周暴跌
已经使中国股市市值缩水20 . 27
万亿元，而2014年我国国内生产
总值为63 . 6万亿元，三周跌去的
市值相当于我国去年国内生产
总值的三分之一，相当于希腊去
年GDP总量的13倍。

根据中登公司的期末持仓
人数5076 . 6万(截至2015年6月
26日)进行计算，近三周累计人
均亏损41 . 30万元。按照2014年
全国人均年平均工资49969元计
算，每个股民近三周约亏掉8年
工资，股民“损伤”惨重。若不是
近期两市还有500多只股票停
牌，估计会更加惨不忍睹。

小王在经历两个跌停板之
后，6月30日“割肉”离场，“虽然
没卖在当天的高价，因为6月30
日当天指数拉升5个多点，很多

股票都反弹，有些股票直接从跌
停到涨停。但是还好那天卖了，
要不然损失会更惨重。”

管理层频出利好

市场反应效果差

6月26日股市大跌以来，央
行和证监会就一直没有停止救
市。利好消息一个接一个。

6月27日消息，央行决定6月
28日起，有针对性地对金融机构
实施定向降准，金融机构一年期
贷款基准利率下调0 . 25个百分
点至4 . 85%；一年期存款基准利
率下调0 . 25个百分点至2%；其他
各档次贷款及存款基准利率、个
人住房公积金存贷款利率相应
调整。

监管层及证券公司在释放
维稳资金入市方面也祭出了多
个大招。7月1日晚间，证监会连
续推出提前发布券商两融业务
管理办法、拓宽券商融资渠道、
降低A股交易结算收费三大政
策。其中，修改后的《证券公司融
资融券业务管理办法》中，取消
投资者维持担保比例低于130%
应当在2个交易日内追加担保物
且追保后维持担保比例应不低
于150%的规定，允许证券公司与
客户自行商定补充担保物的期
限与比例的具体要求，同时不再

将强制平仓作为证券公司处置
客户担保物的唯一方式。

7月2日晚中国证监会新闻
发言人张晓军2日晚间回应称，
证监会决定对涉嫌市场操纵，特
别是跨市场操纵的违法违规线
索进行专项核查。同时证监会开
始彻查股指期货做空账户。央行
行长周小川在人民银行举行学
习研讨会上强调，将坚持稳中求
进的工作总基调，不断完善货币
政策调控框架，实施稳健的货币
政策，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
金融风险的底线。

虽然利好不断，但是市场并
没有按照股民期待的那样有好
的表现。沪指在过去的三周跌幅
创22年最大跌幅。

6月29日大盘跌幅3 . 34%，两
市共有1067只股票跌停；7月1日
大盘跌幅5 . 23%，870只股票跌
停；7月2日大盘跌幅3 . 48%，1475
只股票跌停；7月3日大盘跌幅
5 . 77%，1420只股票跌停。这中间
仅有6月30日大盘大涨5 . 53%，跌
停家数比较少。每天基本所有板
块飘绿。而在五月份，股票跌幅
超过5%已经算是大跌。仅仅一个
月，A股冰火两重天。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个股表
现简直是“惨绝人寰”。多数股票
在最近的6个交易日中斩获5个
跌停，多数股价被腰斩。

中小板的久其软件股价从6
月5日的最高价112 . 76元，一路
下跌至7月3日的最低39 . 01元，
跌幅超过65%，但这并不是两市
跌幅最大的个股。创业板的次新
股全信股份，由5月29日的最高
点208 . 99元，一路下跌至7月3日

收盘，股价为60 . 51元，跌幅71%，
领跌A股。

最近在多空大战的影响下，
市场也开始迷失方向，6月30日
大盘暴涨，很多股票由跌停到涨
停，7月1日大盘暴跌，一些股票
由涨停到跌停。

利好频出

为何失效？

当被问到为什么不早点“割
肉”离场的时候，小王满脸的无
奈。“还是太侥幸了。我虽然股龄
才半年，但是大跌也经历过，5·
28大跌的时候我手中的股票也
都跌停了，但没几天又涨上来
了，而且涨势还不错，但是没想
到这次跌起来没完，一直在等反
弹，结果反弹没等到，等来的是
一个跌停板接着一个跌停板，你
稍微犹豫股票就跌停了。”

而前几天刚开始大跌的时
候，网上很多股友群里都在讨
论抄底的事情，随着前期抄底
的被深套，抄底的声音也越来
越弱。小王说：“而近期很多股
友借利好政策抄底，我也抢反
弹，我在6月26日跌停价买了国
金证券，觉得他是证券里面的
超跌股，应该会有所表现，但是
没想到虽然周末有利好的影
响，国金证券还是周一跌停，周
二一早割肉离场了虽然也是卖
在当天的低价，但国金证券也
是周三周四两个跌停。本来想
抄底，结果抄在了地板上，却没
想到还有地下室；抄在地下室
的，没想到下面还有地窖；抄到
了地窖的，没想到下面还有十
八层。”

7月3日股市继续暴跌，近期
抄底的都被深套。现在谈论抄底
的声音也越来越弱，很多股民感
叹，你永远不知道底在哪。

A股半月的下跌，使股民平
均亏损将近40多万。当问到小王
的综合收益时，小王挠了挠头不
好意思地说：“我现在已经空仓
了，之前最多的时候收益能有5
万多，但是最近这几天的大跌，
使账户缩水严重，不仅收益没有
了，现在本金还被套几个点。还
好我跑得快，要是跑得晚，本金
也会被套得更多。”

小王说他这还算是好的，在
一些股票群里很多股民不仅收
益没有，本金也被深套其中，不
知什么时候能够解套。

当问到还会不会再入股市
时，小王说：“到今天半年赚的钱
在几天的大跌中虽然又都还回
去了，但继续杀入股市是肯定
的，现在不知道什么时候是底，
要等到股市企稳再说。现在最重
要的是要看好自己的本金。”

针对股市下跌，近段时间
管理层利好频出，那么市场为
何不予理会呢？市场弥漫着各
种做空的内幕说和阴谋论，在
这我们就不点评了，但有分析
指出利好不及预期，股民信心
不足是造成利好失效的主要因
素。

首先利好对于市场恐慌虽
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并未达
到投资者期望的预期，比如降低
印花税，投资者信心有继续恶化
之趋势。而投资者心中一旦再次
恐慌，短期之内难以完全消除，
这使得元气大伤的市场短期之
内也难以恢复。

其次，配资盘和融资盘的疯
狂出逃，去杠杆促使了大盘下跌
速度的加快。前期融资仓获利太
大，当股市大跌的时候这轮杠杆
牛市带来的盛宴也是以一个杠
杆式的杀跌终结，容易形成恐慌
情绪。

第三，新股发行并未减缓，7
月3日有10只新股发行，给市场
的资金带来一定的压力。从7月3
日开始至7月10日，又将有28只
新股发行，将又一次对市场的资
金面构成考验。另外，证监会在7
月1日公布了江苏银行IPO获批
的消息，据说其融资额可能会大
于国泰君安，大盘股发行的消息
对于当前身处弱势的市场构成
了不利的因素。

从6月15日到7月
3日收盘，短短半个多
月，中国股市从5178
点 到 3 6 8 6 点 ，下 跌
28 . 8%，14个交易日中
国股市市值缩水20 . 27
万亿元，相当于我国
去年国内生产总值的
三 分 之 一 ，相 当 于
2014年希腊国内生产
总值的13倍。中国股
民也在这场没有硝烟
的股市战争中，累计
人均亏损40多万元，

“损伤”惨重。

面对股市一片“绿”，许多股民损失惨重。

6月26日，股民们经历了一波惨痛的剧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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