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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几年前燃油税的议题刚一摆上桌

面! 这一旨在促进节能减排的财税政策就

成为了高悬在汽车行业头上的那柄达摩克

利斯之剑" 尽管业内人士对于燃油税的推

出是否会将十几年来年均发展速度超过

!"#

的汽车业带下#高速公路$一直存在争

议! 并且承认燃油税推出后对于优化汽车

业产业结构% 促进产业技术创新等具有一

定的助益!但是!忧虑仍然存在 !谁也不能

否认!燃油税一旦推出!短期内会对汽车销

量构成一定的压力"

特别是今年!由于国内外经济形势出现

了一定的不明朗因素!年初以来汽车销量本

身就呈现出不稳定的现象"国际原油价格节

节攀高压力下国内成品油价格超乎预期的

上调!更做实了市场的担忧"

$

月
!%

日!发

改委突然宣布!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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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零时起上调成

品油和电力价格!其中汽油%柴油出厂价格

每吨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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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调价后!汽油和柴油平均

零售基准价分别由每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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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祸$不单行!在接下来的一周!汽车业

主要原材料之一的钢材也传出 &噩耗$'((

铁矿石的价格上涨了
%(+

以上)在国内油价

与生产原材料价格双双走高的背景下!今年

汽车行业的压力可想而知"有券商行业分析

师表示!燃油税出台!油价上涨的预期将愈

发强烈! 并将严重抑制消费者的购买需求"

需求受到抑制!原材料成本居高不下!对于

汽车企业来说!能够采取的应对手段几乎只

有提价这一条!种种不利因素都将导致汽车

行业的趋势性下降"

一位投行分析师表示!除了高油价与燃

油税双重作用带来的销量减少的担忧外!他

还认为!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因素很难被汽车

企业顺利地传递给消费者!&事实上!由于压

力下竞争的加剧!近年的汽车销售价格甚至

可能会出现一定的下跌" $他说!从短期来

看!汽车行业上市公司盈利空间受到多方挤

压这一点已经难存侥幸!并因此调低了多家

上市公司的评级至&减持$"

尽管如此! 业内人士仍提醒投资者!要

公正客观地理解燃油税政策对于汽车行业

的影响!不能一概而论"燃油税政策实施后!

将有助于汽车行业向着更为符合国家节能

减排计划的方向优化结构!长期来看对行业

是利好"

有数据表明!今年
)

月份!轿车销量同

比减少
!(#

左右!而在美国%欧洲普遍遇冷

的大排量高油耗的运动型多用途乘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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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在我国汽车市场上延续了火爆的

销售行情" 从今年前
)

个月的总体情况来

看 ! 我 国 国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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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 量 同 比 增 长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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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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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增势迅猛" 专家认

为! 缺乏税收等经济调控手段正是高油价

背景下&大车$仍旧大行其道的原因" 而一

旦燃油税推出!行业对于中小排量车型%柴

油车型以及新能源汽车的研发与生产都可

望有所倾斜" 也正因为如此! 业内人士提

醒! 在分析燃油税一旦推出对于上市汽车

制造企业的短期影响时! 也要注意区分油

价上涨与燃油税并行所可能带来的市场洗

牌!在给一些技术含量低%油耗高的车型带

来压力的同时! 也将给一些具有先进的动

力技术% 同时油耗低的小排量汽车及其生

产企业带来空前的机遇"

当然! 燃油税的推出对于经济的影响将

十分深远!绝不仅仅是汽车这一个行业"以与

交通运输息息相关的另一个行业(((公路为

例!券商研究人士指出!一旦燃油税推出!出

于对节油降耗的考虑! 高速公路可能超越其

他普通公路成为驾车人的首选"&采用高速公

路提升了车辆的周转率! 同样降低了运营成

本!这本身就意味着节油!因此!油价越高!使

用高速公路越显得便宜! 这将激发人们对高

速公路的使用热情" $也因此!与高速公路相

关的行业与上市公司将迎来机会"此外!燃油

税对于石油% 石化等炼油企业以及以能源替

代&为己任$的新能源企业!

都将产生积极的影响!需要

投资者区别不同的行业与

企业予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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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有移民加拿大的朋友打越洋电

话来问我&华夏基金破产$的事!一瞬间竟

把我吓了一跳*有这等事+ 还传到了国外+

当然! 很快我便意识到这位朋友搞错

了!其听到的消息应该是&华夏证券破产$

后留下了
$$

亿烂账的事儿!跟现在的华夏

基金压根儿是风牛马不相及) 朋友过去是

&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财经圈外人!在我

解释后还一直再问*&华夏基金和华夏证券

是什么关系+ 基金公司会破产么,,$

原来!他此前买了一堆基金!如今早已

被腰斩大半! 所以才异常关心国内市场的

动态)

其实!&基金破产$ 也并不是什么新奇

的事儿!只不过!除了上轮熊市导致华夏证

券-南方证券等券商破产清算之外!类似的

消息在这轮熊市里还只在美国等金融重灾

区发生!中国基金业虽已亏损万亿以上!但

凭着顽强坚韧的中国基民们的支持! 今年

基金公司还能扛得住) 然而!现在不等于未

来!今年不等于明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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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就不好说了)

对此! 基民们只能反复筛选! 用心慎

选!不断精选!才可能成为跑赢大势的那个

少数) 逆境也正好能让投资者的眼睛变得

更亮些! 也正好能看出中国各类基金们的

成色*公募的!私募的!都会在这轮经济衰

退中露出本来面目.最不济的!当然便难免

破产清盘了)

如今!国人也大约已经知道!&破产$不

算是什么新鲜事儿了) 甭说美国著名的&雷

曼兄弟们$破产的消息如山呼海啸!我国沿

海外向型中小企业破产的消息也早就不绝

于耳!让人感觉到了这轮金融海啸的残酷)

试想!让一向骄傲的山姆大叔都大批承

认&破产$!也不该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吧) 因

为这样做虽然会为债务免单! 但个人信用

却从此便没了(((信用! 这可是现代社会

生活最重要的一张&通行证$了)

说起来!这道理和我们在国内遇到的&大

忽悠$一样!有人天天告诉你要&暴涨$!要&反

转$!要&牛市
*(

年$!结果呢!你一追便入套!

如此几番下来!&大忽悠$的信用便没了)

这便是&信用破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

上! 我才把这轮熊市的三大根源之一定义

为包括监管信用在内的&信用危机$)

破产! 将是一个在中国除了企业外个

人也可能不得不熟悉的词汇) 尽管现在!由

于覆盖城乡的个人信用体系的建设还刚刚

开始!我们中国人还不会也不能破产*

可以赖账可以要饭吃可以去救济站!

可以跳楼-投河或自己了断!但没地方让你

申请&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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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股民在沈阳一家证券营业部关

注股市行情"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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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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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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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讯 0记者陈平1

昨日沪深股市大跌导致市场岌岌可危!今
天却又大涨!"过山车# 的走势把投资者搞
得晕头转向$

今日两市大盘小幅低开! 稍微下探就
震荡上扬$其中!沪综指最低

!""#

点!下跌
!$

点!在
%&

日均线处受到支撑上涨$ 昨日
沪指大跌

!&&

多点! 今日全线吃回! 上涨
!!'

点!收盘
(&%)

点!涨幅
*+&',

!一夜之
间乾坤倒转$ 深成指上涨

-"*

点! 涨幅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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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盘中走势来看! 今天大盘能够迅速
崛起!与指标股的集体启动有极大关系$早
盘通讯板块在 "中国即将下个月发出

-/

牌照%的传闻下!以中国联通为主流的
-/

概念股集体走高$ 同时
0

酝酿多年的燃油税
将很快开征! 石化双雄从而被巨量资金推
高!其中中国石化更是奔向涨停!银行&保
险以及钢铁板块的指标股迅速跟进! 使得
大盘出现连续飙升行情!从而激活了市场$

今日大盘风向出现逆转! 基金重仓股
显然在唱主角! 而前期游资风向标已经出
现没落! 太行水泥终于结束了连续涨停的
趋势出现大幅震荡! 中国南车也低下它强
悍的头!无力再拉升$

金元证券认为! 从上周盘后公布的数
据来看! 基金等机构在大盘反弹时多数都
在逢高减仓!今天却在唱主角!或许是在掩
护私募基金出货!毕竟昨天的急跌!私募基
金等游资主力是不容易全部跑掉的$ 今日
出现大涨!暂时挽救了技术破位的险情!但
是成交量明显出现萎缩! 短期量价配合不
是特别理想!大盘在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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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左右的阻
力会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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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广州
!!

月
!"

日电 0记者

张毅1 中国汽车市场自今年下半年以来增
速明显回落!汽车消费趋冷$ 参加

%$

日开
幕的广州国际车展的跨国汽车巨头对中国
汽车市场继续看好! 并对明年的车市保持
谨慎乐观$

受全球金融风暴影响!欧美&日本等主
要汽车市场销量锐减!并带动全球车市包括
中国&巴西&俄罗斯等新兴市场陷入低迷$

目前!通用&福特&丰田&大众&本田等跨
国汽车公司悉数在中国设立了合资企业!生
产销售汽车$ 与在欧美&日本市场销售业绩
大幅下滑&出现负增长相比!这些跨国汽车
公司今年在中国的业绩都保持一定增长!其
中丰田&大众&马自达公司的增长还高于中
国车市平均增长水平$ 他们积极参加广州车
展!并推出一大批全新车型和新能源$

广州车展前夕!大众汽车推出三款明年
初引进中国的新车型!使大众汽车在中国销
售的进口汽车达到

%%

款$ 大众汽车'中国(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范安德博士表示!中国车
市虽然遇到了一些困难!但大众汽车今年在
中国销售

%&&

万辆的目标可以实现$ 他认为
中国汽车市场继续增长的大趋势不会改变!

明年的车市还会继续有所增长$

丰田汽车公司专务董事& 中国本部长
佐佐木先生在广州车展演讲时指出! 当前
全球汽车产业形势相当严峻! 但是丰田在
中国的表现依然十分出色$ 预计今年的销
售业绩比去年提高

(&,

!达到
*&

万辆$ 从
中长期来看! 中国市场作为有潜力的市场
将会继续发展!丰田将继续强化产品投入!

明年的目标是超越今年的销售业绩$

马自达'中国(公司总裁山田宪昭先生
在发布会上指出!今年

%

)

%&

月!马自达汽
车在中国的销量同比增长

(),

$他认为明年
马自达在中国市场还会取得可观的增长$

福特汽车在车展上推出耗时
'

年打造
的全球新一代小型车新福特嘉年华! 并将
于明年初在中国生产销售$ 福特'中国(副
总裁许国祯表示! 福特汽车对中国市场充
满信心$

本届广州车展!劳斯莱斯&宾利&宝马&

奔驰&兰博基尼&法拉利&保时捷&玛莎拉蒂&

沃尔沃& 雷克萨斯等豪华汽车品牌一起亮
相$ 众多豪华汽车制造商认为中国豪华车市
场风光依旧!并不会因为金融风暴而失色$

宾利中国业务总监郑顺景先生告诉新
华社记者! 大众旗下的超级豪华轿车宾利!

去年在中国内地销售了
('"

辆!今年预计将
超过

'&&

辆$ 他认为明年的势头也会不错$

奔驰'中国(公关总监王燕介绍说!今
年

%

月份到
%&

月份!奔驰旗下各品牌汽车
在中国销售了

-(&&&

辆! 增长
*&,

$ 她
对明年奔驰在中国的表现非常乐观! 可望
继续取得较大增长$

#$%&'()*+,-

税法专家透露#税票和税控加油机都已预备

据新华社信息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
所所长韩文科

%"

日表示
2

国内成品油将肯定
降价

2

但不会建立与国际油价联动的成品油
价格机制$ 同时

2

酝酿多年的燃油税也将很
快开征$

"燃油税的推出应该是快了$ %

%"

日!国
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所长韩文科在接受上
海证券报电话采访时委婉表示$值得注意的
是!这也是权威专家首次改变了燃油税"择
机%推出的说法$但韩文科同时表示!燃油税
具体推出时间还是要看有关部门的决策$

作为"费改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 燃油税改革已被各界呼吁了十余
年!但时至今日!有关方面在谈到燃油税时
的公开表述仍是"择机出台%$ 随着国际油
价近期持续下跌! 市场对燃油税推出的预
期也开始不断加强$

%"

日!有媒体引用韩文
科的话称"中国将马上开征燃油税%$ 对此!

韩本人向记者确认! 他并未说过燃油税马
上要推出的话! 但的确认为燃油税的推出
应该是快了$

尽管如此!韩文科的上述说法显然和以
前的"择机说%已有了显著差异!这在业内人
士看来是燃油税推出脚步加快的信号之一$

上月!记者曾拿到一个未经证实的燃油

税传闻方案! 具体内容包括* 征收燃油税
-&,

!由石油公司代征+同时取消养路费!原
有正式的征稽人员划转公务员编制!归入交
通部门

3

主要是运输管理系统
4

消化$

,事实上!我国早就做好了燃油税出台
的各种准备!不仅具体方案有了!甚至连税
票和税控加油机都预备好了$ %上海财经大
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的税法专家胡怡健
教授对记者说$

但中国能源网首席信息官韩晓平指出!

燃油税的出台还面临一系列问题!如地方和
中央的利益分摊问题等$

,从技术上看!出台燃油税已没有任何
障碍$ 但各部门的协调问题导致了燃油税出
台一拖再拖$ %国家信息中心宏观经济研究
部副主任牛犁也这样告诉记者$

,燃油税迟迟出不来的真正根源还在
于各利益集团的利益分配问题! 这个问题
不解决!燃油税不可能出台$ %资深石油专
家韩学功对记者说! 解决了这个问题后还
要根据国际油价的变动情况选择一个合适
的出台时机$

,据我测算 !国际油价降到
'&

美元应
该是出台燃油税的一个比较好的时机$ %韩
学功说$

"

月末达
(%($

亿美元

3456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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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信息 美国财政部最新公布
的国际资本流动报告

35674

显示!截至
$

月
末!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达到

'"'&

亿美元$

中国取代日本成为美国国债最大持有国$

$

月份!中国增持
.-*

亿美元美国国债!

再创今年以来美国国债月度最大增额!几乎
是上月增持

((-

亿美元的两倍$

%

)

$

月!中
国共增持美国国债

%&).

亿美元$除
(

月和
*

月为净减持外!其余月份都为净增持!且自
)

月以来!增持幅度大幅增长$

此前始终占据美国国债持有数量首位
的日本!连续两月出现减持情况!持有量从
上月的

'"*&

亿美元减少到
')-(

亿美元!减
少

%("

亿美元$ 英国为第三大持有国!规模
为

--".

亿美元$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
金融中心张明认为!中国之所以继续增持美国
国债!是由于美国短期国债重新获得国际投资
者青睐!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显著升值$

分析人士指出!美元能否保持强势目前
还不能下结论!对于中国持有的大量美国国
债和不断增长的外汇储备来说!重要的是调
整资产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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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备受市场关注的西南证券借
壳

895

长运终于迎来了实质性的进展 $

895

长运
%$

日公告称!中国证监会上市公
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将于

%%

月
(%

日!

审核该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新增股份吸收
合并西南证券等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据中证网消息! 西南证券借壳
895

长
运自

(&&*

年就已开始!但由于各种原因一
直拖延至今!相关重组方案也是几易其稿$

根据最新修订的协议! 在出售完全部资产
与负债后!

895

长运将新增股份
%*+'$

亿股
吸收合并西南证券 ! 新增股份价格定为
(+')

元
:

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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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0记者毛晓

梅 王文帅1中国平安保险'集团(公司
%$

日消息称! 旗下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近日与北京中信联合体体育场运营有限
公司签署-国家体育场保险协议.!由此将
为,鸟巢%这一历史性建筑提供运营期内的
风险保障及保险服务!保额高达

-&

亿元$

据介绍!,鸟巢%建筑面积
('"&&&

平方
米!场内观众坐席约为

$%&&&

个!奥运会后
已成为市民参与体育及娱乐活动的大型专
业场所! 体育场运营期间的风险管理及保
障需求也日益凸显$作为,鸟巢%的运营商!

北京中信联合体体育场运营有限公司选择
了向商业保险公司做,一揽子%投保$

平安财险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任汇川
表示!国家体育场的顺利承保!是公司在大
型场馆综合性保险项目上的重大突破$ 据
悉!为了给,鸟巢%提供专业的承保方案!平
安财险专门成立了项目小组!针对,鸟巢%

的风险特点!尤其在大型钢结构&膜结构等
特定构造的状况下! 参照国际类似风险的
承保经验! 量身定做了多样化的保险方案
供客户选择$

目前以保费收入计! 平安财险是国内
财险业仅次于中国人保财险& 太平洋财险
的第三大财险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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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首都机场集团公司董事长张
志忠

%"

日表示! 首都机场股份公司
;

股
将在明年择机上市$

据北京晚报报道!据了解!由国际金融
危机带来的经济危机! 中国民航业都不同
程度受到了影响$ 从首都机场来看! 在全
球金融危机下! 首都机场第一季度吞吐量
呈上升趋势!但接连两季度下滑$ 今年!首
都国际机场总体的吞吐量是下降的$ 但预
计明年旅客吞吐量将恢复 ! 大约会增加
%&<

甚至更高$

张志忠表示! 首都机场股份公司
;

股
上市! 正在计划当中$ ,明年肯定能上市!

至于具体时间!还没有最后确定$ %张志忠
说!,我们会掌控出一个最佳时间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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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尽管此前基金经理纷纷表示市
场已进入合理估值区域! 但在行情启动之
初!不少基金却大幅抛售热门股!筹码转而
成为游资口中的,美餐%$ 随着行情的展开!

部分基金又翻手做多!海螺水泥&中国南车&

三一重工等基金传统重仓股成为游资和基
金,角力%的对象$

游资基金短兵相接

据中国证券报报道!在上周行情的前半
段!基金与游资们出人意料地展开了一场短
暂的攻防战$以往很少介入基金重仓股的游
资们! 突然对这些个股展开了猛烈的攻击!

遭遇突袭的基金在暴涨中抛出不少筹码!转
瞬间就被游资们吞入腹中$

作为上周行情中最热门板块的龙头股

之一 ! 海螺 水 泥 上 周 涨 幅 高 达
-&!

$

5=>?@AB

数据显示!一周时间内!海螺水泥
的机构持仓比例从

*1+#!

下降到
*&+)!

$

这其中!基金成为抛售的主力$上周一卖
方席位前十名中有八家为基金! 上周二卖方
席位中也有七家为基金$而与此同时!买方席
位中基金席位却寥寥无几! 诸如东方证券上
海宝庆路营业部等游资集中的营业部却赫然
在目$无独有偶!在中国南车&三一重工&武钢
股份等基金重仓股上周的强势上涨中! 类似
海螺水泥的一幕也在不断重复上演$

不过!当许多基金将反弹视为减仓机遇!

游资凶悍炒作却让他们陷入尴尬境地$ 这导
致部分个股暴涨后!一些基金,后悔了%$从上
周下半周交易来看! 包括海螺水泥在内的许
多个股在高位得到不少基金的增持! 而素来
快进快出的游资!则选择了落袋为安$

谁主导未来

虽然上周基金与游资对决的结果是游
资赚的盆满钵满!基金则少有收益!但这并
不意味着基金的失败$

分析人士指出! 基金的操作向来以长
线布局为主!短线炒作非其擅长$而从上周
的走势可以发现! 基金的投资思路并没有
因为突遇反弹而改变!回避周期性品种!增
持防御性品种仍然是基金的投资主线$

某私募人士则认为!游资制造的行情虽
然凶猛!但却不具有持续性$ 真正要发动一
波中级反弹行情!还是需要包括基金&券商&

保险等机构的力量$

,大家心里都清楚 !真正能主导市场
趋势的还是机构 $ 现在基金手里的资金

很多 ! 因此基金的动作将会直接影响行
情的深度 $ 但很遗憾 !现在看到的基金间
更多的是分歧而非合力 $ %该人士说 $

尽管市场对基金寄予厚望! 但今年
;

股市场一路暴跌带来的惨痛记忆却深刻
烙在了许多基金经理的脑海里$ 某基金经
理表示!虽然政府意图通过加大投资来刺
激经济 !但就当前

;

股市场而言 !并没有
足够的信心让自己,激进%起来 $ 他指出 !

市场的热点仍然显得散乱 !投资方向不容
易明确!而经济环境是否会进一步恶化尚
未得知$ 在这种情况下 !每一笔投资都包
含着未知的风险$

不过!从记者了解情况来看!许多基金
经理对

%1

月的行情仍颇为期待$ 除了年末
排名压力可能引发的基金增仓外!市场下跌
空间有限也成为他们的共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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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 星期四

值班主任
'

吴 斌 主编
'

陈海虹 美编
'

许 丽财经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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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股评纯系个人观点股民据此入市风险自担

开征燃油税将对众多行业产生影响"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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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遭遇冰火两重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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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缩水股价暴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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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95

博信&中航地产&大江股份&

创新置业等上市公司!纷纷发布,停止重组%

的公告$ 资产短期迅速变质和股价暴跌!是
叫停的主要原因$ 统计显示!今年以来已有
$*

家上市公司停止了原有的重组方案$

终止资产置换激增

据东方早报报道! 根据
C6DE

统计显
示! 今年以来宣布终止重组的

$*

家上市公
司中!终止股权转让的有

**

家!终止资产置
换的有

-&

家$ 受经济波动和股市暴跌的影
响!不少上市公司宣布因价格变动巨大导致
原定方案无法实施而中断重组进程$ 在公告
中!各家上市公司均表示!迫使重组暂停的
两大原因!是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致使
资产变质和股价暴跌$

!!

月几乎每天都有上市公司宣布停止重
组$

95

博信&中航地产&大江股份& 创兴置
业& 重庆港九& 海鸟发展& 豫园商城&现代投
资&金风科技&乐山电力都在

!!

月发布了类似
公告$ 涉及行业众多!各类制造业&运输行业&

能源都未能幸免!其中以房地产公司最多$

值得关注的是!在停止股权转让的上市
公司行业中

2

上半年房地产业&服装业终止重
组的公司较多+到了下半年!其波及面已经
慢慢倾向食品&零售& 公用事业$ 而在停止
资产置换的

.&

则公告中! 今年上半年没有
几个公司!到了下半年则激增至

-.

个$

其实!像上述这些公司因外部市场环境

短时间内发生急剧变化而中断重组进程的
上市公司已相当普遍$ 目前!还有像大同煤
业&吉林制药等一批上市公司没有宣布重组
中断!但已经明确提示因资产价格变动存在
重大不确定性风险$

股价暴跌重组夭折

而上市公司股价的大幅跳水成为重组
难以为继的普遍原因$ 统计显示!七成以上
的重组叫停与股价暴跌有关$

如
95

博信在
!!

月
!.

日发布公告
称 !由于国际 &国内经济形势及证券市场
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购买
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宣告终止 + 在这之
前 !煤电铝一体化企业登电集团计划斥资
!"

亿元 ! 以
)+'(

元
:

股的价格认购
95

博
信

(+.

亿股 !向
95

博信注入煤 &电 &铝 &水
泥等优质资产项目!

95

博信如今的股价已
经跌破

-

元$

买家因为资产价格暴跌而放弃收购!而
卖家也在抱着昔日协议!进行着现金围剿$

农产品在
$

月
()

日的公告中指出!公
司正和控股公司就汇科公司提出终止转让
深深宝股权一事进行磋商$ 而在去年

!&

月
!(

日的大牛市中! 三方已协定将农产品和
其控股公司持有的深深宝

.(<

股权转让给
汇科公司!转让价格为

"+*-

元
:

股$然而深深
宝的股价在经过几日奋力上扬后!依然尚未
突破

'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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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交易账户明显增多

本报讯 ,从上周开始!营业部开户的人
突然增多!估计是冲着反弹来的$ %光大证券
某营业部工作人员很久没这么忙过了$

据每日经济新闻报报道! 光大证券这
家营业部! 仅是所有营业部的一个缩影$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
!"

日公布的数据!

也证明了有不少人来抄底了$ 上周累计新
增开户数达到

(*+(

万户! 其中
;

股开户
(*+!

万户!比前一周
!*+$

万户的开户总数
增加近

!&

万户$ 数据还显示!上周参与
;

股交易的股票账户数达到
!!!.+-*

万户!

这也是,

$

/

!$

%井喷过后!交易账户首次突
破千万大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