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短评]

在经历了长达7年的熊市之

后，中国股民迫切地期待着一场

轰轰烈烈的牛市到来。然而，在

此次“ 神话”的背后，却是大量

包括融资融券在内的杠杆资金

在“ 兴风作浪”。

依靠融资杠杆进来的资金，

在行情上涨时会加速上涨、在行

情下跌时会加速下跌，杠杆资金

只要见到风吹草动就会出现撒

腿就跑的情形。巨量资金过度依

赖融资杠杆，而经济基本面难以

支撑快速上行的“ 疯牛”行情，

如果后续资金跟进不足，一旦出

现触发下跌的因素，股指回落的

速度也会像上涨一样惊人。

事实上，9日当天股市的暴

跌已经暴露了此次“ 神话”的脆

弱———任何影响到市场流动性

的 消 息 都 能 将 整 个 市 场 陷 入

“ 断崖式”下跌的风险之中。

暴涨暴跌的股市不是一个

健康的股市，而一个靠杠杆资

金来创造“ 神话”的股市更让

人担忧。

如一句电影台 词 ，“ 出 来

混，迟早要还的。”借来的钱终

究要还。在这场疾风骤雨的“ 牛

市游戏”中，最后来接盘的人也

将成为最大的“ 冤大头”。

当前，我国资本市场改革

正进入攻坚期，需要一个稳定

发展的股市支持，而缺乏基础

支持的暴涨暴跌，伤害的不仅

是广大中小股民的利益，更不

利于我国资本市场改革的稳步

推进。中国股市不能靠杆杠资

金来创造“ 神话”。据新华社电

股市不能靠杠杆来创造“ 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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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本报讯 记者 沈梦雪 昨日，

全 球 最 大 P2P网 贷 平 台 Lendi ng

Club正式宣布在纽交所上市，成

为全球首家上市的P2P平台。这一

消息，无疑给国内的P2P平台打上

了一针兴奋剂。据不完全统计，目

前 国 内 大 大 小 小 的 P2P平 台 有

2000家，活跃平台则在200家左

右，一些早期成立并已初具规模

的P2P平台也同样已经做起了自

己上市的准备。

上市为国内P2P带来新启示
在中国，从201 3年起P2P业务

也出现了爆炸式的发展。对此，

Lendi ng Club的联合创始人，同时

也是目前在国内运营的P2P平台点

融网的创始人之一苏海德认为，就

Lendi ng Club的上市，能给国内

P2P行业发展带来四点启示。

“ Lendi ng Club上市证明，

P2P是最有前景的互联网金融形

态之一。至今Lendi ng Club已经

成功完成50亿美金的放贷量，与

银行的业务体量相比，还是非常

微不足道。也因此，Lendi ng Club

这次会进行公开募资，并计划将

这些资金用于技术、市场、产品等

多个方面，去和越来越多的中型

商业银行竞争，抢夺客户。其次，

一定要尊重监管，这是P2P行业有

前景的基础。第三，平台起步走得

慢一些，对于互联网企业和新的

商业模型，不能再套用旧有的衡

量公式。第四，P2P平台和银行可

以合作共赢，P2P不是在和银行竞

争，而是为银行提供更好的技术，

让客户更清晰了解投资回报。”

互联网成为金融业核心载体
虽然在海外，P2P已经有了比

较成熟的商业模式，但拍拍贷CEO

张俊认为，很多运营模式还无法

完全适用于国内。

“ 国外与国内的金融体系背

景不一样。在中国，P2P模式存在

的价值在于服务并覆盖那些在传

统金融渠道无法获得融资的个人

与小微企业，并通过对这些人群

的借款标的进行投资从而获得收

益。而国外模式的核心价值在于

通过高效的服务来提供差异化的

低成本的服务，帮助信用卡的客

户进行债务重组或再贷款。另外，

目前在国内民间个人征信系统非

常薄弱，这就导致国内众多P2P平

台在无法实现用户风险分析管控

的处境下纷纷采取了与第三方担

保和线下小贷公司合作的方式，

但这种方式所衍生的道德风险和

与真实用户信息的脱节，更扼杀

了民间征信数据的积累和风控的

建设。”

不 过 ， 他 也 指 出 ，Lendi ng

Club 的上市势必引 起 新 一 轮 的

P2P投资热潮，各路资本已经在

蠢蠢欲动。“ 眼下虽然国内P2P

业务还有各种问题，特别是缺少

监管、行业出现鱼龙混杂的现

象，但我们可以预见，未来互联

网必然会成为金融行业的核心

载体。”

全球最大P2P公司
昨在美上市

A股进入日交易额“ 万亿

级”时代，靠“ 借钱炒股”放大

收益，却成为不为多数人所知的

“ 新玩法”。记者调查发现，部分

银行、信托正成为散户“ 借钱炒

股”的资金根源，近期火热的行

情甚至催生了种 种“ 配 资 公

司”，一些散户的资金杠杆比已

达9至1 0倍：相当于只花1 块钱，

能炒1 0块钱的股票。

杠杆上的股市：
花1元钱能炒10元股

不少老股民对股市天量成

交也感到疑惑：这么多钱究竟从

哪里来？

在记者多日走访中，不少一

线股民给出了这样一个答案：杠

杆。从融资融券到伞状信托，从

杠杆基金到游走在“ 灰色地带”

的“ 配资公司”，散户“ 借钱炒

股”途径花样繁多。

作为带“ 杠杆”的银行理财

产品，伞状信托可实现“ 借钱炒

股”。以云南国际信托发行的某

理财产品为例，其投资对象为证

券市场。散户作为一般级出资人，

仅动用1 00万元的资金，就可以再

从银行“ 借得”900万元的优先级

资金，银行收取固定利息。

据了解，类似的高杠杆信托

产品不在少数，北京国际信托、

中海信托、四川信托等均有发行

相关产品。近期以来伞状信托以

及与之类似的杠杆基金等产品

均大受追捧。

一家名为“ 增财易”的“ 配

资公司”销售人员就告诉记者：

股民提供不同数额的保证金，可

申请借出1 万元—50万元的资金

用于炒股。月息为1 .5%左右。目

前，仅在主流搜索引擎搜索“ 炒

股配资”关键词，就有上千家活

跃的“ 配资公司”在招揽散户。

杠杆上的个股：
天量成交巨幅波动或常态化

“ 利用融资杠杆买入股票，

是A股本轮行情最大的新特征。但

这也意味着，大盘在行情上涨时

会加速上涨，在行情下跌时也会

加速下跌。”对外经贸大学公共

政策研究所首席研究员苏培科

说。数据显示，仅仅在1 2月9日和

1 2月1 0日，上证指数盘中均大幅

波动，一些个股上演“ 涨停变跌

停”“ 跌停变涨停”的罕见景象。

“ 杠杆上的牛市”将何去何

从？一些专家、法律人士表示，在A

股长期走熊的背景下，资本市场

的复苏有助于扩大社会财富、拓

宽融资渠道，没有必要人为压制

市场行为，但散户不应贸然“ 借

钱炒股”，尤其是通过非正规渠

道融资，可能会扩大自身风险。

证监会发言人近日表示，近

期坐庄、操纵股价等违法违规行

为有所抬头；投资者不要被卖房

炒股、借钱炒股言论所误导。富国

基金指数投资首席分析师章椹元

认为，从原理看，在上涨行情中，

杠杆产品的设计有助于其赚取远

高于跟踪标的的收益。但这些“ 新

玩法”波动性更强、风险更高。一

旦大盘震荡，跌幅也会成倍放大，

投资者应重视风险。 据新华社电

连续天量成交

“ 谜一样”的A股巨资从哪里来？

“ 只花1元钱能炒10元股？”
———散户“ 借钱炒股”现象调查

11月底以来，伴随着股指的上行，A股单日成
交新高被不断改写。12月9日，A股更是创下逾1.2万
亿元的新“ 天量”。成交天量的背后，巨额资金的来
源成了一个“ 谜”。

大量买入来自个人投资者
记者从第三方数据平台获

得的信息显示，从1 2月1 日至9

日的八个交易日中，超大单和大

单净卖出资金1 800多亿元，而同

期小单净买入资金1 500多亿元。

这意味着此轮罕见的行情

中，资金实力雄厚的各类机构可

能总体上呈现卖出行为，而拿过

资金接力棒的正是个人投资者。

根 据 统 计 ，1 2 月 份 以 来 ，

QFII、RQFII、社保基金等各类长

期投资机构净买入量占比较小，

法人机构逢高减持基本呈现净

卖出状态，基金中私募基金买入

占比较大。

不过，即便是投资基金类机

构以净买入为主，但是净买入资

金量也远不及散户。近期大量的

买入资金来自于个人投资者，其

中又以1 0万元以下的中小投资

者居多。

来自证监会的统计也验证

了这一判断：1 1 月24日至1 2月4

日，一般法人机构在二级市场净

卖出1 252亿元，各类专业机构投

资者合计净买入309亿元，自然

人投资者净买入659亿元。

融资炒股造就“ 杠杆上的牛市”

“ 与以往的历次行情不同，

本轮行情中成交量的巨幅放大

与各种形式的融资密切相关，甚

至可以说是一轮‘ 杠杆上的牛

市’。”光大证券首席分析师滕

印说。

来自沪深证券交易所的统

计显示，截至1 2月8日，沪深两

市融资余额已高达9080亿元，短

短一周内猛增576亿元。按照这

一速度，年内融资余额突破万亿

元规模几成定局。而这个数字在

201 3年末仅为3435亿元，在本

轮行情启动前的4月末也刚刚超

过了4000亿元。

“ 使用融资杠杆的投资者中

个人投资者占比较大，其中以投

资规模在1 0万元以上的中户和大

户为主。”一位券商人士说。

事实上，还有更多的途径

在为股市“ 加杠杆”。华泰证券

认为，银行理财资金通过与信

托产品的配资、与券商“ 两融”

的收益互换等方式入市，成为

本轮市场上涨的主要推动力。

另有业内人士估算，商业银行

理财资金池借道伞形信托“ 曲

线入市” 的规模可能高达1 500

亿元至2000亿元。

此外，伴随线上配资平台和

线下配资公司的出现，庞大的民

间资本以“ 借钱炒股”的方式源

源不断流入股市，也在一定程度

上放大了股市的“ 杠杆”。

警惕“ 去杠杆”导致“ 踩踏”
在华泰证券看来，推动本轮

A股上涨的资金是带杠杆的，因

而对下跌具有“ 自循环的加速

效应”。债市调整带动股市资金

开始撤出，从而导致股指大幅下

挫。如果央行没有释放流动性来

应对，股市很可能继续受到冲击

而调整。“ 从这个角度而言，未

来央行的态度将决定短期市场

调整的幅度。”

经历过多轮完整牛熊周期

的业界人士和股民，恐怕仍对

2007年A股由历史高点回落时的

惨烈状况记忆犹新。

对于当下的A股而言，具备

助涨助跌特性的“ 杠杆”加入，

将令泡沫破灭后的风险成倍放

大。对此，投资者应有足够的警

惕和心理准备，慎防“ 去杠杆”

过程中的“ 踩踏效应”。

新华社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