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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客户违规操作被处罚

股魅

本报讯 164名客户因8月26日的交易行为触及监管“底线”，被中国金融期货交
易所（简称“中金所”）采取限制开仓1个月的监管措施。

中金所26日收盘后发布通知称，对152名单日开仓量超过600手、13名日内撤单次
数达到400次、1名自成交次数达到5次，共计164名（去除重复）客户采取限制开仓1个
月的监管措施。

据悉，中金所25日刚发布了《关于股指期货异常交易监管标准及处理程序的通
知》，次日就有人违反，可谓撞到了枪口上。

同日，中金所下发通知，提到个别公司或个人借助“多空宝”、“拍拍机”、“股指期货
吧”、“股指期货俱乐部”等形式，从事违法违规交易活动；要求各会员单位，严格禁止违
规配资业务，严格履行开户实名制审核义务，严禁客户出借、转让账户。 据澎湃

空空欢欢喜喜！！““双双降降””利利好好只只撑撑22小小时时
金融风险已降，强力救市难再现

央行宣布“双降令”之
后，很多股民激动地一夜没
睡着觉。2 6日一大早，不少
人就来到了齐鲁证券青岛江
西路营业部。连续几天的大
跌后，这里的人气冷清了许
多，随着“双降令”的利好推
动，不少人都趁着大早过来
抢个座位，来看看当天的大
盘走势。“上涨是肯定的了，
关键是涨多少。”有股民如是
说。

老张就是炒股大军中的
一员，最近6天已赔了40%，
看见央行降息之后，赌性十
足的他一大早就不顾老伴的

反对，拿出了两万块钱想着
进场抄底。

老张选中的是前期已跌
惨的沈阳机床，26日该股以跌
停价开盘，午后突然回暖，近
十分钟就从跌停到上涨2%。
老张终于忍不住，连续多次撤
单后在上涨0 . 5%的价格上买
入800股。谁料，下午2点，大盘
骤然暴跌，至收盘时，沈阳机
床再次跌停。

不到半小时的时间里，老
张又损失了近2000块钱。

26日，像老张这种冒险抄
底再次被套的股民比比皆是，
少则损失5%，多则损失20%。

26日下午2点，大盘经历
短暂回调之后，本应按照“预
定剧本”大幅拉升，但谁知股
指期货又扮演了一次“A股杀
手”的角色，急速暴跌之后，大
盘也跟着惨跌。

据中信证券济南分公司
的一名分析师介绍，自6月中
下旬以来，每次股指期货大幅
下跌之时，股市都会连带着出
现暴跌行情，这让本来与股市
走势关系并不明显的股指期
货成为了股民心中的“神棍”。
不少股民看到股指期货大跌，
就开始盲目抛盘，进一步增加

了股市的踩踏影响。
而在7月初、8月底两次股

市暴跌之后，外资、游资通过
股指期货做空中国股市的说
法也一直甚嚣尘上。

从上周四开始，不少股民
就呼吁“关闭股指期货”，但证
监会并未对此作出响应。

“不过可以确定，如果关
闭了股指期货，股市将出现立
竿见影的效果。”中信证券的
分析师说，７月底，证监会曾短
暂关闭ＩＥＦ５０的交易系统，没
有了股指期货的羁绊，当日股
市暴涨。

3个月内2次“双降”，股市
皆以下跌收场，原因何在？

“此次‘双降’有稳定资本
市场的意味，但主要目的并非
救市。”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
家徐高认为，今年六七月间政
府强力救市的最终目的是防
控金融风险，如今股市融资盘
规模已大大缩减，股市下跌对
金融体系稳定构成的威胁已
大大下降，政府出手干预股指
的必要性也因而大为降低。

“提振股市最有效的举
措，就是证金公司真金白银地
入市购买。但目前证金公司已
向汇金转移股票，其边际购买
意愿大为下降。所以，此次央
行‘双降’很难扭转股市的运
行趋势。”徐高说。

山东神光分析师丁冲也
认为，政策利好仅是延滞市场
继续调整的时间，对反弹所起

作用较为有限，恐慌性抛售仍
在作祟。“今天的盘面可以形
容为‘双降’政策让连续暴跌
的市场有了一丝喘息，但下降
趋势暂时没有发生变化，投资
者还需要一点耐心。”

“最近，银行理财产品通
过各种渠道进入股市，但是随
着股市大跌，不少银行为了保
护理财产品本金不受损失，选
择了将资金从股市中撤出来，
这样一来，会加重股市的踩踏
性。”中信证券的一名分析师
认为，在央行“双降令”下，银
行有了８０００亿元资金用于日
常的流动性开支，就可以放心
地继续将理财产品资金存放
在股市中。数据显示，尽管２６
日股市下跌，但是仅流出１００
亿元资金，这相比于前几日动
辄６００亿以上的资金流出，已
经好了很多。

各家银行官网的挂牌利率
表下面，往往会附有一条说明：
存款挂牌利率仅供参考，实际执
行利率以客户与分支机构最终
确认结果为准。

记者走访省城多家银行网
点发现，除了不同银行、不同期
限的存款利率有差别外，同一家
银行不同数额、不同渠道的存款
利率也有差别。

“我们挂牌利率虽然已经挺
高的了，但如果在柜台办理超过
1万元的存款，还会再有一定的
上浮。”齐鲁银行一位大堂经理
介绍，比如1万元以上的一年期
存款，就可享受2 . 6%的利率，要

高于2 . 4%的挂牌利率，比基准
利率上浮1 . 486倍，这几乎就要
达到一年期利率1 . 5倍的上限
了 。“ 降 息 之 前 一 年 期 就 是
2 . 6%，为了稳住客户，对于万元
以 上 的 存 款 我 们 还 是 执 行
2 . 6%。”该经理说。

“如果通过网银办理存款业
务，将会按照银行官网公布的利
率执行。以一年期存款为例，网
银转存按挂牌利率上浮14%，而
在柜台办理可以上浮20%。”一
位建行的工作人员介绍，挂牌利
率是总行公布的，各地分支机构
还有一定的自主权。

“如果数额较大，利率上浮

程度也可以更高，比如30万元起
购的大额存单就能直接享受1 . 4
倍的上浮。”建行上述工作人员
说，存款利率限制的逐渐放开，
对客户来说是个好事，存款也可
以货比三家。

利率市场化的推进也加剧
了银行之间的揽储竞争，记者采
访的多家银行一线员工都表示，
以前顾客来咨询存款利率，只需
报一个数字就行了，但现在有挂
牌利率、柜台利率，尤其是一年
期以上存款利率放开限制之后，
对于存款数额较大的客户，经行
长签字认可，还能获得更高的商
议利率。

随着降息消息的发布，各家
银行都于8月26日一早在官方网
站上更新了各自的存款挂牌利
率，不同银行之间也出现了阵营
的划分。

央行公布的基准利率为半
年期1 . 55%，一年期1 . 75%，两年
期2 . 35%。工农中建这四家国有
行公布的利率步调一致，半年期
为1 . 8%，比基准利率上浮1 . 16
倍；一年期为2 . 0%，比基准利率
上浮1 . 14倍；两年期为2 . 5%，比
基准上浮1 . 06。从上浮程度来
看，已经放开上限的两年期存款
利率反而上浮的程度不大。

以齐鲁银行和日照银行为
代表的城商行，利率上浮程度要
明显高一些。挂牌利率分别为：
半年期2 . 16%，比基准上浮1 . 39

倍；一年期2 . 4%，比基准上浮
1 . 37倍；两年期3 . 12%，比基准
上浮1 . 33倍。

几家股份制银行公布的挂
牌利率在前两个阵营之间，以一
年期存款利率为例，民生银行为
2 . 25%，上浮1 . 29倍；渤海银行
为2 . 2%，上浮1 . 26倍。

银行为了吸引存款，期限越
长往往利率越高。然而目前不同
银行采取了不同的利率上浮区
间，这就造成不同存款期限的利
率发生倒挂，比如城商行半年期
利率就要高于国有行一年期的
利率。如果比较同一时限下的存
款利率，以10万块钱存一年为
例，城商行可以拿到2400元利
息，而国有行则为2000元，相差
400元。

央行25日罕见祭出“双降令”，被不少股民视为给A
股的一剂强心针。然而26日，股市高开0 . 53%、10点半起暴
涨100点后，让进场抄底的股民猜中了开头，蒙瞎了结尾。

又是下午两点，又是骤然跳水。或许真像很多分析师
所说的那样，股市下跌趋势一旦形成，不密集地出利好已
难以刹住车。

本报记者 姜宁 刘相华

迷信“双降”抄底，又赔了10%

股指期货再次扮演“A股杀手”

“双降”未救市，但救了流动性

一年期以上存款利率放开，加剧银行揽储大战

城城商商行行利利率率上上浮浮，，步步子子挺挺大大

柜台办理比网银转存更划算

城商行半年利息高过国有行一年

8月25日，央行
在宣布“双降”的同
时，还决定放开一
年期以上定期存款
的利率浮动上限，
这意味着一年期以
上存款已经进入利
率市场化阶段。26日
记者采访省城多家
银行发现，不同银
行之间的存款利率
水平已经产生了分
化。

本报记者 张頔

26日，济南的一家国有银行打出了利率上浮的宣传条幅。 本报记者 张頔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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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再放出1400亿
本报讯 26日，央行发布公告，以利率招标方式开展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

（SLO）操作，规模为1400亿元，期限为6天，加权平均中标利率为2 . 30%。
SLO是央行货币政策工具箱中的一员，作为公开市场常规操作（正回购、逆回

购、央票等）的必要补充，在银行体系流动性出现临时性波动时伺机使用。
“央行此时释放1400亿SLO，意在外汇占款流出背景下，积极通过多种公开市

场操作工具使用平抑资金面，反映在降准释放流动性出来之前，先用短期流动性投
放工具稳住资金面。尽管SLO释放流动性期限偏短，一般不足1周，这次是6天，但此
举可以为27日1200亿到期的逆回购减压，且央行可能会考虑适当延长明日逆回购
期限。”民生证券认为。

央行此番慷慨解囊，或许是因为25日的降准要等到9月6日才执行。 据澎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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