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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的第一周!大盘在经过周
一至周四的横盘整理后! 终于在周
五爆发"两市股指开盘
后便一路高走!全
天成交急剧放
大! 所有
板 块
都大
幅

上涨"

回顾"股今年以来的表现!#月

初以来!指

数
基本上

是 一 路 单
边下跌了整整$

个月"这期间!大盘
仅在%月的第一周有过

小幅反弹!但很快就偃旗息
鼓!回归颓势"指数一路连创新

低! 两市日均成交一度不足千亿
元"

尽管政策利多不断! 但市场仍

然阴跌不止" 这期间出台的政策利
好有# 证监会发布关于进一步落实
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
知!推动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松绑合
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范围
与持股比例! 持股上限从+,-提高
到.,-$ 探讨养老金入市税收减免
措施$证券期货市场相关收费标准!

月/日起再度大幅降低$证监会公布
上市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管理暂行办
法"

这其中还不包括其他一些较间
接的利好政策" 应该说市场的政策
底是早已出现!但总体来看!此前的
这些政策大都是以利在长远的居
多! 对市场的颓势尚不能构成致命
一击"

而近期系列投资政策的出台!才
真正启动了股市"继!月#日公布批复
总投资规模逾0,,,亿元的+#个城轨
规划和项目后!发改委周四又批复了
/.个公路建设项目%/,个市政类项目
和0个港口%航道项目" 保守估计!发
改委在两天内集中批复的这些项目
总投资规模超过/万亿元"

正是投资政策的启动! 成为引
发大盘反弹的导火索" 两市股指本
周最后一个交易日出现了一飞冲天
的行情" 两市成交金额突破++,,亿
元!涨停个股达到0/只" 随着货币政
策%财政政策的双管齐下!我们终于
看到了久违的放量大阳行情" 接下
来! 我们应以乐观的心态看待今年
的这一轮金秋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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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家分析机构表示!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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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原油变化率超
%-!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月/,日开
启! 专家称//日凌晨调价可能性较
大!预测涨幅#,,元1吨左右!折合每升
涨价约$毛!北京%上海%广州等地!.

号汽油或将率先涨回&%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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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社
科智讯首席经济学家李扬发布了对
中国&家底'的测算情况#按宽口径匡
算!+,/,年中国主权资产净值接近0,

万亿" 中国政府有足够的主权资产来
覆盖其主权负债" 在未来一个相当长
时期内!中国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的可
能性极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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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板试点扩容后的首批%家企
业0日挂牌交易! 实际发生交易的企
业只有2家!共%笔交易!合计成交.,

万股!成交额为+/+3$2万元!整体成交
并不活跃" 另外! 按最新成交价和
+,//年财务数据测算! 发生交易的2

家公司整体市盈率为+/3%#倍!市净率
为.3..倍"有分析人士表示!+/倍市盈
率或将对后市参与新三板交易的投
资机构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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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监会主席助理吴利军日
前表示!证监会将会进一步完善多层
次资本市场体系!积极推进区域性股
权市场规范发展!大力推进债券品种
创新!完善多层次商品市场!着力提
高市场资源配置效率!切实加大对先
进制造业%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文
化创意产业的经济发展重要领域和
薄弱环节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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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2日! 中国证监会党委委员%

副主席姜洋视察河南证监局并看望
全体干部职工" 姜洋说!各证监局要
深入市场一线调查研究!紧跟市场创
新步伐!改进监管工作方式!把证监
会党委的各项工作要求贯彻到日常
监管工作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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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姚刚0日表
示! 非上市股份公司股份转让 4简称
&新三板'*扩大试点工作的启动!是推
进全国场外市场建设的重要步骤!标
志着非上市股份公司股份转让试点
开始从北京的中关村园区走向全国"

证监会将根据各方面条件的成熟情
况!稳步推进扩大试点和制度完善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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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今日公布的数据显
示!+,/+年%月份! 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总水平同比上涨+3,-"其中!食品价格
上涨.3$-! 非食品价格上涨/3$-" 对
此!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教授曹和平在接受中新网财经频道采
访时说#&56)控制在+3,7是非常好的
事情" '但他也指出!下半年经济复苏
仍面临非常大的困难"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 !

+,/+年%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
平同比上涨+3,-" 其中! 城市上涨
+3/-! 农村上涨/3%-$ 食品价格上涨
.3$-!非食品价格上涨/3$-$消费品价
格上涨+3/-!服务项目价格上涨+3,-"

/8%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
比去年同期上涨+3!-"

在谈到56)回升,3+-的原因时!曹
和平认为!副食品和肉类的价格上涨!

以及国际粮食价格的上升是致使56)

有所回升的原因"

他说#&严格意义上讲!56)的这一
变动体现不出什么意义" 但是将56)控
制在+3,-是非常好的调控结果" 因为
56)不能长期低于+-!否则会出现真正
意义上的流动性过剩" '

而对于未来经济的发展趋势!曹
和平直言!从目前看来!下半年经济复
苏还面临相当大的困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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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日发布的数据显示!%

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956):同
比上涨+3,-!涨幅重新回到&+时代'"

与此同时! 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966):同比下降达到.3#-!创出.$个月
新低" 在物价反弹%经济下行压力依然
较大的背景下! 政策调控如何抉择再
次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

&目前我国通胀压力仍然比较大!

尤其是0月%%月份以来农副产品价格涨
幅明显" 考虑到经济仍有下行的趋势!

央行在货币政策调控方面!将处于左右

为难的(观望期)'"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
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认为"

今年以来!56)同比涨幅逐月走
低! 极大缓解了过去两年来形成的通
胀压力! 同时也为宏观调控创造了进
一步宽松的空间" 就在#月%2月%0月三
个月! 中国人民银行先后一次下调准
备金率%两次下调基准利率!向市场释
放流动性" 不过市场普遍预期未来几
个月物价仍会小幅走高! 价格的新变
化或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下一步货
币宽松的力度和节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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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先生还没遇到过这么&现实'

的银行服务" 事情发生在0日晚上!

丁先生到南京中央路河路道附近一
银行自助区存款!因操作失误!一万
元被机器吞了! 当即联系银行工作
人员! 被告之要等两个工作日才能
处理好" 可他心里不踏实!报警求助
也无果!便想出一招!换个电话致电
客服! 假称机器多吐三千!#分钟后
客服便赶到了" 银行解释是!吞了客
户的钱!这钱在机器里还是安全的!

但机器多吐了钱! 就会影响现金安
全" 律师认为!储户和银行的权利和
义务都必须是对等的! 银行不能光
站在自己的角度考虑问题! 而让储
户干着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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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点多钟! 丁先生报警求助

称!他在中央路河路道上某银行自助
银行存一万元钱!钱没存进去!反而
被机器吞了! 客服也不帮他到场处
理" 民警到场后也只能对这起警情
登记备案! 证明丁先生确实打过银
行电话! 但民警也不能证明丁先生
的一万元是不是被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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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民警离开之后!丁先生用随身
携带的另一部手机拨打银行的那个
客服电话!假称自己刚才在这处银行
取款两千元! 机器却吐出了五千元!

希望银行人赶紧把这多余的三千元
拿回去" 没想到这招很灵验!#分钟
后!两名女工作人员赶到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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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朗华律师事务所的饶奋斌

律师认为# 客户存钱时钱被吞了却
没到账!凭条都没有!银行无人到场
处理!客户心里肯定不踏实!相反!

客户报称取款机多吐钱了! 银行站
在自己利益着想! 马上就派人到场
察看了! 这是一种权利和义务不对
等的关系! 银行在制定自己的规定

和流程时! 只规避了自己有可能遇
到的风险! 对客户存在不公平!!说
明银行的服务存在一
定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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