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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指昨迎六年来最大单日涨幅
两市近1300只股票涨停，三大期指主力合约全涨停

■B02
逾千只私募上半年跑赢大盘

青年报资深记者 吴缵超

本报讯 一系列稳定市场
的政策开始显现效果，昨日A股
出现了探底强势回升的行情。
沪指收复3700点，大涨5.76%，
创出了六年以来的最大单日涨
幅，两市近1300只股票涨停，三
大期指主力合约同封涨停板。

沪指早盘一度下跌近4%，
最低下探至3373.54点，9点45
分过后企稳，之后一路拉升，盘
中连续收复 3400 点、3500 点、
3600点、3700点关口。早盘下
挫的金融等权重股午后全线上

扬，两桶油盘中大幅震荡，中国
石油从跌逾9%，收盘拉至涨逾
5%，中国石化早盘一度跌停，收
盘大涨 6.25%。沪指昨日收盘
报 3709.33 点，涨 202.14 点，涨
幅 5.76%，成交 6733.11 亿元；
深成指报收 11510.34 点，涨
469.45 点 ，涨 幅 4.25% ，成 交
2775.81 亿元。两市合计成交
接近1万亿元，近1300只股票
涨停，仅*ST 成城与*ST 松辽 2
只股票下跌。

创业板昨天上市交易的
194家公司集体涨停，创业板指
数上涨 3.03%，报 2435.75 点。

由于多数公司停牌，实际上创
业板指数已经涨停。中小板指
数收盘报7677.21点，涨3.37%，
交易中的个股除宁波银行涨
9.31%外也全线涨停。

相当多的停牌股昨天没有
机会参与市场的大涨，而今年5
月29日起停牌的长春燃气，躲
过了前段日子的下跌，昨天复
牌正好赶上大盘反弹，开盘跌
停，午后直线上扬，收盘大涨
7.52%。浙江东日 6 月 16 日停
牌，前天复牌跌停，昨天也借势
大涨8.79%，基本回到了停牌前
的价位。

中国人民银行已根据中国
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的需求
向其提供了充足的再贷款。同
时，还将根据证金公司需求，继
续通过多种方式向其提供流动
性支持。

证监会已于8日决定，由证
金公司提供充裕资金用于申购
公募基金。证监会发言人表
示，证金公司出资申购公募基
金，为基金公司提供流动性，旨
在充分利用市场机构的专业优
势，增强投资者信心，保障公募
基金行业平稳运行，切实发挥
专业机构投资者稳定资本市场
的作用。

公安部会同中国证监会进
行分析研判，部署全国公安机
关依法打击证券期货领域违法
犯罪活动。

公安部要求，各级公安机
关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密切
配合有关主管部门，进一步严
密防范、依法打击证券期货领
域违法犯罪活动，对涉嫌内幕
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编造并传
播证券期货交易虚假信息、操
纵证券期货市场等犯罪案件要
坚决依法查处，对恶意卖空股

票与股指涉嫌犯罪的线索，要
会同有关主管部门迅速展开调
查、依法处理，全力维护资本市
场正常秩序，切实保障广大投
资者合法权益。

银监会出台允许银行业金
融机构对已到期的股票质押贷
款与客户重新合理确定期限等
四项举措。

银监会同时表示，鼓励银
行业金融机构与中国证券金融
股份有限公司开展同业合作，
提供同业融资；支持银行业金
融机构对回购本企业股票的上
市公司提供质押融资，加强对
实体经济的金融服务，促进实
体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保监会 9日发布通知，明确
保险资产管理产品参与融资融券
债权收益权业务有关问题。

通知称，保险资产管理公司
通过发行保险资产管理产品募
集资金，与证券公司开展融资
融券债权收益权转让及回购业
务，可以协商合理确定还款期
限，不得单方强制要求证券公
司提前还款。

该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执
行。 据新华社电

青年报资深记者 吴缵超

本报讯 进入退市整理期
的国恒退和武锅B退，今天是其
在A股市场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面临双双摘牌。昨天两股都借
大盘反弹剧烈波动，股价只有1
元多的国恒退大涨5.41%，武锅
B退则继续逆市下跌。

国恒退原名国恒铁路，今
年5月23日，*ST国恒发布了关
于股票终止上市的公告，因
2011年、2012年、2013年连续
三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
为负值，公司股票自2014年 7
月17日起暂停上市，而2015年
4月30日公司披露的经审计的
财务报告显示，2014年1月1日
至2014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负值，担
任公司2014年度审计工作的会
计师事务所出具了无法表示意
见类型的年度审计报告，这触及
终止上市条件的规定。

深交所决定*ST国恒股票
终止上市，公司股票自2015年
5月29日起进入退市整理期，退
市整理期的期限为三十个交易
日，退市整理期届满的次一交

易日公司股票予以摘牌，股票
简称变为国恒退，公司称，会在
股票被终止上市后及时做好相
关工作，以确保公司股份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退市整理期届满
后四十五个交易日内可以进入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
牌转让。

不过5月29日复牌后，国恒
退连续出现六个涨停板，第七
天开盘一笔大单将股价推到涨
停价2.98元后就快速跳水，当
天跌停报收，国恒退复牌前股
价为1.53元。

之后国恒退股价出现逐级
回落，随着6月中旬指数大跌，国
恒退也未能幸免，股价又很快回
到1元多。只是比较近期其他个
股表现，国恒退的股价还算坚挺，
在7月初甚至一度还有逆势上涨
的情况，到了本周再度下行，连续
三天跌停，昨天国恒退早盘股价
仅1元，趁大盘反弹，国恒退也是
快速上攻，盘中几度冲击涨停，收
盘大涨5.41%，报收1.17元。

而武锅B退也同样是连续
亏损导致被终止上市，武锅B退
在退市整理期中，基本以下跌
为主，昨天下跌 3.86%，报 1.99
港元。

■要闻

多项最新稳市政策出台

国恒、武锅B今天最后交易日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昨日市场强劲反
弹，于是数千只股遭遇资金追抢的
同时，反弹利器分级B也被资金追
捧。但昨日是13只分级B折算基
准日，众多不知就里的投资者盲目
购入后，恐面临损失。

基金公司昨日盘中
紧急提醒下折分级B风险

申万菱信基金公司昨日盘
中向投资者发出紧急通知：“根
据公告，申万菱信旗下的军工B
级（150187）、环保 B（150185）
已经于7月8日触发向下折算阀
值，并均以7月9日为基准日启
动向下折算。由于下折时都是
以分级B的净值来折算的，因此
在进行下折时会出现瞬间亏损
溢价部分的情况，有可能会给B
份额持有人造成较为严重的资
产亏损情况。”信诚、鹏华等多家
公司都发布了类似公告。但提
醒并未收到成效，而昨日走势
看，可转债B收盘上涨了7.45%，
另有多只基金收盘打开跌停。

收盘时大幅溢价。
据统计7月8日共有13只

分级B确定下折，有可转债B、军
工B级、传媒业B、有色800B、生
物药B、地产B、生物B、带路B、一
带一B、环保B、煤炭B、有色B、改
革B。一般来说分级B，T日触发
下折阀值，T+1日继续交易，T+
2 日停牌，T+3 日复牌恢复交
易。也就是说7月8日触发下折
阀值的的分级B，7月9日正常交
易，7月10日才停牌，7月13日
才复牌。但是，触发下折的分级
B基金会按照7月8日的净值，
进行向下折算。因此无论7月9
日二级市场如何上涨，7月8日
触发下折的分级基金都会按7
月8日净值进行向下折算。

折算基准日盲目购入
恐面临损失

“在折算基准日，一定要远
离分级B的交易！”海通证券基
金分析师曾如此提醒。

他举例解释假设投资者持
有150278高铁B总共10000份，
折算前最后一个交易日7月3日

的收盘价格为0.427元，投资者
账户的总市值为4270元。高铁
B在7月2日收盘净值0.2250，首
次跌破0.25元，触发折算，7月3
日为折算基准日，母基金鹏华高
铁（160639）折算系数为0.592；B
级基金高铁 B（150278）折算系
数为0.1789。假设投资者不进
行买入高铁A且合并母基金，则
进入折算，基金份额从10000份
变 为 1789 份（ 折 算 系 数
0.1789）；7 月 7 日高铁 B 复牌
后，即使按当天最高价1.113元
计算，投资者账户的总市值仅剩
1991.16 元（1.113 元 *1789
份），与7月3日的4270元相比，
相当于亏损53.36%。当然下折
后，若市场行情走强，高铁B也
可能出现多日连续涨停，则亏损
可相应减少。

有基金业从业者认为如果
交易规则不修改的话，也可以把
确定下折的分级B都统统改名
为“下折B”或者在它们的代码
或简称前面加一个标示以示危
险，提醒投资者基金折算日切勿
靠近。

反弹中下折分级B类基金遭抢
分析师提醒：向下折算基准日切勿盲目购入

昨日，一位股民在电子屏幕前关注股市行情。 新华社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