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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中
国6月份外汇储备出乎市场意
料回升，较5月增加134.3亿美
元，升至3.205万亿美元。有市
场人士分析，外汇储备回增的
原因包括6月份日元急升使得
储备中的日元资产升值、中国
人民银行减少消耗外储直接干
预汇率等。还有分析认为，过
去官方一系列资本管制措施出
台后，外币资金流走的情况大
减甚至出现净流入。有机构认
为，在外汇储备出现回稳的迹
象下，估计未来中国央行会更
会放胆让人民币汇率市场化，人
民币将继续贬值。

国泰君安分析团队指出，5
月以来，人民币外汇市场出现了
两个重要变化，一是汇率贬值风
险似乎不再形成跨市场的“传染
效应”，二是资本流动对短期贬
值的敏感度大幅下降。这两个
变化仍在延续，意味着央行和市
场对汇率波动性的容忍度均显
著提升，这是“汇率市场化”的积
极信号。

但是，安邦咨询研究团队
却持相反观点，其近期反复强
调，当前货币政策要紧盯着人
民币汇率问题，尤其是在英国
脱欧公投之后，要提防人民币
再度大幅贬值。这种形势下，

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甚至出现
升值，更加符合中国的利益。
因此，人民币贬值目前不在央
行的政策目标中。

此前6月份，央行通过微博
和有关负责人声明的方式，持续
向外传递“坚定不移地推进汇率
市场化改革”和“人民币汇率将
继续按照既有的形成机制有序
运行”的信息。上周发布的中国
货币网特约评论员文章称，人民
币对美元双边汇率将继续在以
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
币进行调节的机制下呈现双向
浮动的特征，人民币对一篮子货
币汇率仍将保持基本稳定。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近日，上交所举办
了以媒体为对象的“投资者保
护”培训班，围绕建立“投资者保
护五大机制”、上市公司年报解
读、市场监察重点等内容进行了
专题培训。在本次培训课上，上
交所副理事长张冬科指出，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对资
本市场建设的一系列讲话精神，
以及刘士余主席关于做好资本
市场建设工作的有关要求，总的
体会是，要把握好当前资本市场
建设的五个关键词：监管、风控、
保护、改革、发展。即，加强市场
监管，防控市场风险，保护投资
者权益，坚持市场化、法制化改
革方向，做好服务供给侧改革和
实体经济转型升级。

张冬科还讲到，上交所高度
重视投资者保护工作。我国证
券市场的结构是以散户投资者

为主体，做好投资者保护工作具
有特殊重要意义。从一定程度
上说，一部资本市场发展史，就
是一部不断加强和完善投资者
保护的历史。投资者保护是一
个永恒的主题，也是在市场化、
法制化框架下一个怎么说都不
为过的话题。

培训班上，上交所人员讲解
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
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
益保护工作的意见》和《国务院关
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的若干意见》的规定。介绍了上
交所在加强市场监管、防控市场
风险的同时，要进一步做好投资
者保护工作，其重点是建立和完
善“投资者保护五大机制”。一是
与市场参与者沟通机制，二是投
教培训资源共享机制，三是系统
有关机构协同机制，四是社会重
要平台合作机制，五是各类媒体
信息传播机制。

青年报见习记者 洪伟

本报讯 昨日，延续近日大
宗商品涨势，大宗商品集体暴
涨，纤板、焦炭、铁矿、动力煤、棉
花、玻璃6品种盘中一度涨停。
截止下午收盘，焦炭、铁矿、玻璃
涨停，螺纹涨 5.62%、焦煤涨
5.61%、动力煤涨4.92%、热卷涨
4.61%、棉花涨 4.52%、沥青涨
4.12%、沪镍涨3.79%，塑料、PP、
沪锡、PVC涨幅均超2%，甲醇、白
糖、橡胶、豆粕、菜粕、沪银、PTA、
沪铜涨幅均超1%。跌幅方面，
鸡蛋跌1.81%。

唐山限产利好短期基本面
国内大宗商品期货涨势已

有一段时间，从近日的消息面来
看，唐山限产对黑色系的供给产
生影响。11日，唐山市政府办
公厅印发《唐山市七月份环境空
气质量改善强化措施》，从7月
12 日到 31 日，对全市采矿企
业、建筑工地、轧钢厂、钢铁厂和
焦化厂等企业实施限产、减排或
停产措施。

唐山市政府分两阶段实行
强化措施。第一阶段为7月12
日到31日，一般强化措施要求
唐山市采矿企业和建筑工地全
部停产、停工;使用煤气发生炉
的轧钢、锻造等企业对加热炉实
行停产，钢铁企业烧结工段减少
排放污染物50%等。第二阶段
是从25日至月底，在一般强化
措施基础上实行重点强化措施，
全市所有钢铁企业烧结机实施
停产，所有焦化企业停止装煤、

出焦。
长江证券研报认为，尽管因

为建筑需求同样受限、钢厂可提
前储备烧结矿等，唐山阶段性限
产对现货钢价实质性影响不大，
但在目前涨价势能中，不排除钢
材期货借此巩固反弹基础。考
虑到钢材期货已反弹至高位，
在缺乏进一步实质性利多因素
之前，不建议追高，而做空也仍
需等待时机。目前相对合适的
策略是，高位适当加空已经较
大幅度偏离合理水平的冶炼盘
面利润。

供给侧改革加速利好
唐山限产或是短期利好，但

供给侧的改革却是对黑色系期
货的基本面产生实实在在的长
期利好。通过压缩产能，改善供
求关系，黑色系的现货价格料将
有回升。

随着“供给侧改革”的加强
落实，年初以来已有16个省份
发布了去产能方案，推动煤炭价
格近期涨幅明显。在国家发改
委7月 7日召开的全国电视电
话会议上，发改委主任徐绍史要
求所有地方政府在7月底前明
确其各自的去产能目标，并且必
须在2016年底前完成目标。根
据会议，2016年将压减粗钢产
能4500万吨，退出煤炭产能2.5
亿吨，而此前目标为三至五年内
分别去产能1亿吨-1.5亿吨以
及5亿吨。高华证券提及，此举
表明去产能集中在前期，与对及
早退出产能给予明确的财政激
励的做法一致。

青年报见习记者 洪伟

本报讯 国防军工板块的事
件性机会近期集中爆发，昨日南
海仲裁案结果出炉，促使军工板
块走强。刚刚过去的6月份，中
信一级行业中，国防军工板块以
10.46%的涨幅领涨，进入 7 月
份，火热行情依然延续。对此，
市场分析人士认为，考虑到国际
政治军事形势，并结合A股市场
多年来的行情演绎来看，军工主
题的热点演绎具有可持续、市场
参与广泛、弹性较高波动较大的
特点，且目前国防军工板块指数
已经恢复弹性，投资者可借道军
工主题指数基金分享板块反弹
机会。

军工热点可持续
军工主题近期迎来密集催

化，如长征七号首发成功、中俄
联合声明、台湾导弹误射、南海
仲裁案等。对于军工板块的走
势，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
杨德龙对下半年军工走势持乐
观态度。他认为，军工下半年行
情也有很多催化剂。比如说最
近国际局势出现局部动荡，包括
像南海问题、钓鱼岛问题，以及
恐怖袭击不断发生。这些都是

刺激军工股走强的催化剂。而
国家对于军工国防投入的增加
可能也成为军工股上涨的催化
剂。

根据以往的经验，军工板块
一旦启动可能是很长一段时间
的行情。并且军工板块启动一
般都不会给犹豫的人上车的机
会，基本上都是连续上攻的走
势。从中航系的股票最近的走
势也可以看出，几乎是逼空式的
上涨，每天都是放量大阳线。

尽管基金业人士对趋势较
为看好，但也有业内人士表示，
按照以往的表现，军工往往是受
到事件催化，表现呈现出波浪式
起伏，在整体上攻的趋势下，必
然也会有震荡，因此军工板块更
适合长期潜伏持有。

建议关注主题指数
随着市场对军工行业关注

度提升以及对政策预期重启，三
季度军工主题有望迎来新一轮
行情，投资者可借道军工主题基
金分享板块反弹机会。目前，军
工主题基金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投资军工板块主动管
理型基金；第二类是指数型基
金；第三类是军工ETF。

凯石金融产品研究中心首

席分析师桑柳玉表示，在不同类
型的军工主题基金中，指数型基
金更适合配置。

展开来分析，投资军工板块
主动管理型基金，因为基金经理
对军工板块的看好而进行配
置。这种产品在基金经理主动
操作中，在配置军工板块时不能
完全抓住上涨趋势，且受到配置
比例的限制，净值表现不能完全
反应军工的涨势，目前这种基金
的数量较少。

指数型基金，以跟踪军工行
业指数为主。目前共有7只国
防军工行业分级基金，分别是富
国中证军工、申万菱信中证军
工、前海开源中航军工、融通中
证军工、银华中证国防安全、易
方达军工以及鹏华中证国防，按
照契约规定，指数基金一般不主
动进行仓位调整，完全复制跟踪
指数，因此能较好的把握住板块
的行情。其中B份额还可以博
杠杆收益，有溢价套利机会的时
候还可以分拆套利。

此外，目前市场上还有新发
的军工ETF，桑柳玉认为，新发
基金有6个月的建仓期，初始仓
位可能较低，投资者买入这只基
金可能会错过当前的板块行情，
因此不建议配置。

人民币中间价昨日逼近6.7
贬值107点创近六年新低

军工热点机会不断
建议关注军工主题指数基金

受唐山市减排限产影响
黑色系期货集体爆发

围绕“投资者保护”等议题
上交所举办专题培训课

■期市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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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授
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
昨日公布，人民币中间
价报 6.695，较上日下
调 107 点，创 2010 年
12月以来新低。分析
人士指出，随着中国经
济增速放缓，人民币今
年将逐步贬值，中期内
将保持稳定。

青年报见习记者 洪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