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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市场惊涛骇浪中，
停牌成为众多上市公司的避风
港。

据巨潮网数据显示,截止到7
日22点10分,超过500家上市公司
申请周三停牌(包含继续停牌),即
今日将有超过1200家上市公司股
票停牌,两市停牌股票占比将超过
40%。分析人士认为,此规模的停牌
潮为A股历史所罕见。

如此大面积的停牌潮，在中
国资本市场历史上从未遇到过。
记者查询多家停牌公司公告后发
现，对于停牌原因基本语焉不详，
公告中多用“筹划重大事项”等来
表述。

接近深交所的一位知情人士
表示，如此多的公司发布停牌公
告，让交易所应接不暇。另外一位
知情人士对腾讯财经透露，目前

“有正常理由的依然可以停牌”，
如若没有正常理由，将驳回其停
牌申请。

何以判断停牌理由是否正
当？这位人士表示，《证券法》和相
关交易规则中都有规定。

记者查询发现，股票停牌一
般有以下原因：1 .上市公司有重
要信息公布时，如公布年报、中期
业绩报告，召开股东会，增资扩
股，公布分配方案，重大收购兼
并，投资以及股权变动等；2 .证券
监管机关认为上市公司须就有关
对公司有重大影响的问题进行澄
清和公告时；3 .上市公司涉嫌违
规需要进行调查时，至于停牌时
间长短要视情况来确定。

不过，一些停牌的股票，复牌
后并不一定能够逃掉补跌的命
运。前期在市场震荡时停牌的露
笑科技，复牌后即遇到连续跌停；
遭遇同样命运的还有明星股万达
院线，其在停牌后，曾被一些投资
者认为错过了5月和6月初的牛市
行情，7月3日复牌后，已经连续3
个交易日一字板跌停，目前其跌
停价上尚有11 .94万的封单。

据中新社等

四四成成上上市市公公司司停停牌牌避避股股灾灾
A股现史上最大停牌潮，深交所拟驳回不正当申请理由

救救市市有有策策略略：：先先大大后后小小先先易易后后难难
救市不可能全盘皆救，目前操作上远离创业板

周二大盘继续下
跌走势，向下探底格局
仍在继续。沪指盘中一
度跌破3600点大关，但
随后在两桶油以及银
行板块的带动下有所
回升。而创业板除去停
牌股之外出现了事实
跌停的状态，下跌趋势
仍未打破。

分析认为，市场再
度出现了千股跌停态
势，恐慌情绪延续。监
管层救市第一步拉大
盘股，但小盘股却全线
跌停，出人意料地出现
了分化，可谓始料未
及，虽然大盘有所企
稳，但市场仍处于弱势
态势之中，故操作上远
离创业板，跟紧国家队
的步伐。

本报记者 刘相华 姜宁

周二股市开盘后，沪深两
市双双低开，沪指持续震荡下
跌，其间跌破 3600点，最后时
刻“国家队”再次出手，银行
股、基建股强力护盘，收盘后两
市逾1600股跌停，创业板内仅
8股上涨。但在蓝筹股带动下，
沪指重回 3 7 0 0点，但仍下跌
1 . 29%。

7日上午开盘后，股市大幅
下跌，虽有“两桶油”护盘，但仍
难掩指数大跌的命运，至中午
时，沪指跌破3600点，创业板全
军覆没，以东方财富、乐视网为
首的龙头股跌停，仅有几只个
股处于上涨状态。

午后，在“国家队”的拉动
下，银行股、基建股大幅拉升，

中国铁建、中国交建、中国银行
连续涨停，包钢股份经历了从
跌停到几乎涨停的“大悲大
喜”。虽然在下午2点之后，经过
蓝筹股的大量救市，大盘指数
极力回拉，避免了太难看的走
势，但是，大盘指数仍出现了
1 . 29%的下跌，1600多只股票
跌停，700多只股票停盘，上涨
的股票寥寥无几。

“目前市场正在筑底过程
中，在市场未明显企稳的情况
下，预计资金将继续从中小盘
个股流出，建议近期投资者勿
盲目抄底，可逢低适当配置沪
市权重个股。”中信证券的分
析师告诉记者，近期监管层救
市力度不断加大，上周末的利

好后市逐步发挥出威力，但此
时市场赚钱效应并未有所体
现，在管理层不继续出台政策
干预的情况下，预计市场将继
续筑底，建议投资者近期观望
为主。

分析近几日的走势可以发
现，虽然近期救市策略不断，但
市场仍然出现了恐慌杀跌，创
业板今日更是跌停。现在市场
确实出现了“国家队”的身影，
但更多的是被套在高位的基
金、公私募以及强力游资。可想
而知，如他们被套，很可能将通
过做空期指来对冲风险，所以
目前可以说政策底部到来，但
若想在短时间内收复高地，绝
非易事。

市场继续筑底，建议观望为主

随着市场连续无抵抗下跌，
救市终于升级到了国家层面，一
揽子救市组合拳也是在上周末
成功打出，股民都能看到国家维
稳股市的决心和态度，但市场似
乎并不买账。那么问题就来了，
从周一开始，连续两天救市，结
果却是连续千股跌停，只见到了
银行、两油的蹿升，于是很多期
盼救市的股民想不明白了，怎么
越救市反跌了呢？

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对这
波调整认知甚少的误区。这一
波调整，因为高杠杆资金的强
平，已触发了流动性危机，目前
的情况是场外资金不愿进场接
盘，场内被套资金出不来，这就
是市场连续杀跌无抵抗的根本
原因。

当看清了这波调整，也就
明白，即使国家调用各方力量
全面救市，也不可能瞬间见效，
而只能通过一个持续救市过
程，率先把市场稳下来，改变杀
跌无抵抗的恶性循环，然后再

考虑牛市的重新企稳。那如何
先把市场稳下来呢？

就目前来看，这次的救市
策略是这样的：第一步，先稳大
盘指数，只有稳住了指数，融资
盘才会避免恶性踩踏，等于打
掉了空方的援军。而最有效的
稳指数策略，相信大家也都知
道，就是拉升权重龙头；第二
步，再稳中小创指数，避免中小
个股的多杀多恶性踩踏，策略
类似稳大盘指数，只是此类拉
升的是中小创龙头而已；第三
步，稳重点行业，即拉升对应的
重点龙头，唤起赚钱效应，引导
市场的企稳。

因为在目前的杀跌环境
下，救市是不可能同时全盘皆
救的，只能分轻重缓急，先大后
小、先易后难。所以，此时的救
市，不是一个静态的，而是动态
的持续过程。

比如，为何这两天银行和
两油在强势拉升，因为目前正
处于稳指数的第一阶段，在指

数稳住前，必会集中力量优先
拉升权重龙头。当然，既然是救
市，是不可能只拉中石油和银
行的，等中石油和银行拉高之
后，救市资金会转而拉升其他
还在相对低位、易于拉升的权
重股，所以，在银行、两油后，保
险、煤炭开始接力，还有地产、
有色等，凡是对指数贡献大的
权重，只要指数没稳住，都在救
市资金的枪口之下。

这也算是当下特有的盈利
机会。当然，对于多数股民来
说，现在的问题是满仓被套。其
实这一波下跌，无论是好股票，
还是坏股票，目前跌幅基本都
在60%-70%，差别不大，但止跌
后的企稳反弹，个股却是不可
能同步的。

比如说 2008年那波大熊
市，个股跌幅都在70%-80%，差
别不大，但当时的白马股龙头
贵州茅台，仅到2011年就回到
了6000点以上的位置，而多数
个股却一直深套。

先稳大盘，再稳中小创

股魅

7日，济南一家证券公司大厅，一名老股民掩面，不忍直视大盘的悲惨景象。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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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牌手续

并不复杂

相关链接

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在市
场风云突变的情况下火线停牌，
持有停牌股票的投资者也纷纷
调侃其为“良心公司”。有微博网
友戏称，“停牌的股票都是业界
良心！”还有网友调侃，“这波行
情过去再入市时，一定记着要买
那些在这几天曾经停牌过的股
票，只有这些才是良心企业，才
是真正为广大散户着想的。”

在股价大跌时，上市公司真
的能“任性”地停牌避险吗？广东
合邦律师事务所肖锦阳律师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近期上市
公司停牌大部分都是以“拟筹划
重大事项”为由，但近期市场行
情不好，公司的停牌很可能与当
前的市场行情有关，面对自家股
价非理性持续暴跌，部分公司选
择了停牌以躲避。

肖锦阳告诉记者，上市公司申
请停牌的手续并不复杂，交易所审
批即可。目前停牌在交易所权限最
长是三个月，超过三个月需要证监
会同意。停牌长短取决于停牌的原
因，其中部分停牌事项有时间限
制，部分停牌无时间限制。

肖锦阳说，交易所对上市公
司股票停牌的目的，是解决投资
者信息不对称问题。特别突出了
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不及时、涉
嫌违法违规、股价异动等异常警
示性停牌。停牌后，只要上市公
司按要求披露信息，公司股票就
可以复牌。若因公司未及时披露
信息导致停牌时间较长，交易所
及其他监管部门会采取措施督
促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使公
司股票尽快复牌。 据羊城晚报

2015年7月7日，必将写入
A股历史的一个黑暗时刻，不
是因为创业板指数下跌5 . 69%，
而是因为该指数的100只成分
股中有50家公司停牌，其余 46

只股全部跌停，仅有智飞生物
(-0 . 05%)、汇川技术(-9 . 83%)、乐
普医疗 ( - 9 . 8 3% )和汤臣倍健
(-9 . 84%)四只股票没有跌停。

(宗禾)

创业板仅有
四只股没跌停

有投资者说，私房钱藏鞋
底还备注给老婆买化妆品这手
法太小儿科了，还是藏股市最
安全，不仅老婆找不到，现在连
自己都找不到了。不过，如果你
在沪指5000点买入中石油以及
四大国有银行，恭喜你，在暴跌
到3700点时，你现在反而赚钱
了。 (宗禾)

5000点买中石油
3700点解套了


	A06-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