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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情突然变脸 股指大跌逾6%

AA股股市市场场再再现现““千千股股跌跌停停””

本报济南8月18日讯（记者
刘德峰） 日前，山东省质监局联
合省环保厅颁布实施《山东省环
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污水处理
用微孔曝气器》（简称“限制标
准”）和《化学消氧法曝气器清水
充氧性能测试方法》（简称“测试
标准”）。采用新标准的污水处理
企业，曝气系统能耗将降低30%，
出水水质也将更加优质。

如果按照新出台标准对进入
全省市场的曝气器进行规范，比
较国家现有环保产品技术要求标
准限值，将至少使我省曝气系统
能耗降低30%。按照工业污水吨
水耗电量1 . 0-1 . 2度、城镇生活
污水吨水耗电量0 . 2-0 . 35度计
算，则可分别降低0 . 33度和0 . 10
度。工业和市政污水分别按500、
1220万吨/日污水处理量计算，我
省污水处理厂日电耗将降低287
万度，约可节约标煤33 . 63万吨/
年，减少废气排放量33 . 65亿立
方米/年、减排SO25385吨/年、
NOX990吨/年、烟尘6 . 8万吨/年。

本报济南8月18日讯（记者
韩笑 通讯员 孔进） 记者从
山东省财政厅获悉，截至2015年7
月31日，山东省累计审核通过“黄
改绿”黄标车8840辆，补贴兑付金
额11082 . 04万元，16市（不含青
岛市）黄标车“黄改绿”补贴兑付
工作已全部启动。

山东省去年9月在全国率先
出台了柴油黄标车“黄改绿”财政
补贴政策，对符合条件的国Ⅱ标
准柴油黄标车，通过加装尾气净
化装置实现颗粒物排放达到绿标
标准的，财政予以补贴。按照“黄
改绿”的改装价格，政府和车辆所
有人各承担50%。其中政府承担部
分原则上不超过同时段、同车型
的黄标车提前淘汰补贴标准，财
政部门将补贴直接兑付给车主。

本报济南8月18日讯（记者
张頔） 8月18日，央行在公

开市场展开了1200亿元7天期
逆回购操作，在人民币汇率走
低、资本外流的背景下。业内认
为，货币环境有望持续宽松，降
准也已为时不远。

8月18日，外管局公布的统
计数据显示，2015年7月，银行
结售汇逆差2655亿元人民币

（等值434亿美元），综合相关数
据测算，7月热钱流出的规模约
1300亿美元。此外，上周人民币
中间价报价制度改革带来的汇

率暴跌，也会进一步促进资本
外流的速度。

国信证券宏观研究报告
认为，人民币贬值势必会对流
动性产生紧缩作用，而当这一
作用不断深化后，必然需要中
央银行的对冲操作来进行平
抑。8月18日，央行公开市场进
行1200亿7天期逆回购操作，
而且当日有 5 0 0亿逆回购到
期，两者相抵后当日实现资金
净投放700亿元，这也成了今
年2月9日以来最大的单日注
资。

在央行的货币政策工具箱
里，逆回购算是一种短期的流
动性调节工具。然而只要人民
币的贬值预期依然存在，货币
市场的流动性就要受到收紧影
响。结合近期的宏观经济形势，
7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6%，
低于预期，显示工业生产持续
低迷，未来工业仍有下行压力。
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回落，房地
产投资制造业投资未见抬头，
基建投资回落，因此稳增长不
会退出，只会加码，而且思路会
更加务实。

民生银行研究院院长黄
剑辉表示，在经济增速下行压
力仍然较大的情况下，下半年
央行仍将以“稳增长”作为第
一政策目标，然而降息空间已
经不大，但降准仍存在较大空
间，同时也是对冲人民币贬值
预期下资本外流的有效手段，
预计9月份降准概率较大。此
外货币政策还会与财政政策
配合，努力激发实体经济的融
资需求，包括地方政府债务扩
容和放宽房地产企业融资条
件等。

央央行行超超千千亿亿逆逆回回购购 降降准准为为时时已已不不远远
资本外流压力之下，700亿净投放创半年来最大单日注资

截至收盘，上证综指下跌了
2 4 5 . 5 1点至 3 7 4 8 . 1 6点，跌幅
6 . 15%；深证成指下跌6 . 56%至
12683 . 86点；中小板指和创业板
指分别下跌了6 . 46%和6 . 08%，分
别收于8514 . 90点和2504 . 17点。
沪深两市成交额分别为7224 . 67
亿元和6672 . 74亿元，有1500只个
股跌停。

山东神光媒体分析师丁冲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称，周二股市大跌
的主要原因是前期游资炒作国企
改革概念股获利回吐。

“前期受市场追捧的国企改革
概念股当天大幅回调，多个龙头个
股集体跌停，市场关于国企改革的
炒作或者会告一段落，获利盘抛售
动能较大。前期领涨两市的国企改
革概念股反而成了这次暴跌的领
头羊和导火索。”丁冲说。

其实，从上周开始，大盘在
4000点下方已盘整了6个交易日，
其间涨跌交错，量能没明显变化。

不过丁冲认为，“周二的跳水虽
然凶猛，并不是绝望破位，反而有望
成为新机会的开始。”丁冲认为沪指
再回到3700多点，已经来到国家队
的托底成本区间，国家队再出手护
盘的时机又已具备。而除了国企改
革，股市震荡期间，其余多数个股的
反弹幅度一般，获利盘并不丰厚，持
续杀跌力度并不具备，因此周三股
指有望在3700点左右企稳。

对于后市，丁冲认为，今年10
月将召开十八届三中全会，《十三
五规划》将发布，强政策题材，必成
接下来资金追逐的焦点，局部的赚
钱效应该存在。

“所以，类似‘7·27’的长阴大
跌之后，市场将再次迎来机会。需
注意的是，这个机会，不只指数，而
是即将轮换走强的新题材、新热
点。”丁冲说。

国泰君安也最新的研报指
出，本轮市场的行情仍集中在行
业趋势好的传媒农业领域，以及
性价比高，近期有明确催化剂的
电力及零售和受益于财政政策
发力预期，市场认识尚不充分的
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及通信(光纤
光缆)。

此前有媒体注意到，机构
投资者新开信用账户一栏首次
出现0开户，引发市场热议。

18日，中登公司接受采访
时表示，经核实，“0开户”为数

据错误，机构实际新增信用账
户数为322个。据中登公司官
网已披露的7月最新版本，7月
新增个人信用账户5 . 48万，较
6月下滑69 .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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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日收
盘后，一位股民
在用手机查看
当日股市行情。
当天股指重挫
逾6%，两市1500

只股票跌停。
(资料片)

“久盘必跌”，这
句市场谚语再次得
到验证。18日，盯着
绿汪汪的大盘，不少
股民摇头叹气，失望
之情溢于言表。周一
还对冲击4000点满怀
信心，即使是在证金
公司称“将一般不再
入市操作”表态之后，
沪指仍冲高至3994 . 5
点。不过周二股市突
然 变 脸 ，逆 转 大 跌
245 . 51点，千股跌停
的悲剧再度上演。

本报记者 刘相华

8月17日，根据中国基金
业协会发布数据，如果剔除新
基金带来的规模增量，整个7

月份，开放式股票型和混合型
基金净赎回规模约达到9420

亿份，净赎回比例达28 . 69%。
偏股基金单月遭遇接近万亿
份净赎回和接近三成的净赎
回比例，这在公募基金史上是
绝无仅有的。据澎湃

据wind资讯统计显示，从
8月17日数据来看，沪市两融
余额达8969 . 90亿元，深市达
4958 . 01亿元，两融余额7连升。

在此时间窗口，银河证券

发布公告称，自本周一起恢
复提供融券业务。这是继月
初沪深交易所修改两融规
则以来，首家恢复融券业务
的证券公司。

2、两融余额7连升，银河证券恢复融券

3、基民逃亡，7月偏股基金遭近万亿净赎回

1、7月新增个人信用账户下滑69 .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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