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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日夜晚或许将成为许多中国股民的
揪心之夜。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MSCI）
将在北京时间6月10日凌晨宣布是否将
中国A股纳入其新兴市场指数。能否与
MSCI共舞，对A股而言意味着什么？

将吸引巨量国际资金流入

指数投资过去数十年来日益盛行，
是有别于选股投资的另一种投资思路。
一些“被动型”投资者和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ETF）倾向于选取跟踪
指数的投资方式。据美国《华尔街日报》

数据，全球大约9.5万亿美元资产参考
MSCI的指数。

MSCI是全球领先的投资决策支持
工具提供商，全球拥有客户数量约8000
家，包括大型养老金到小型对冲基金。
MSCI旗下指数众多，而A股目前最有
希望加入的是 MSCI 新兴市场指数
（MSCI EM）和MSCI所有国家世界指
数（MSCI ACWI）。其中，A股被纳入
MSCI新兴市场指数的机会更大。

MSCI预估，如果宣布吸纳中国A股
进入旗下新兴市场指数，短期将吸引200
亿美元资金进入中国市场；随着时间推

移，这一数字可能增加至4000亿美元。

中国股市国际化步伐加快

过去，中国内地股市对外国投资者
设限，从而一直游离于 MSCI 指数之
外。MSCI指数转而追踪在中国香港H
股上市的中国公司。今年11月起，阿里
巴巴、京东和新浪等在美国上市的中概
股将被纳入MSCI指数。

去年11月，沪港通的设立使外资得以
长驱直入购买中国股票。国际化步伐加
速，增加了A股进入MSCI指数的可能性。

开源证券称，若A股市场成功纳入
MSCI指数体系，那将标志着继“沪港
通”之后，中国资金市场与国际市场的接
轨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从中长期来
看，海外投资者倾向蓝筹和价值品种为
主的操作理念与习惯，将会相当程度上
影响到国内资金市场的操作风格的转
变，A股市场将逐步趋于成熟。

更多指数在行动

不过，不管MSCI此次如何决定，一
些海外基金经理都已经等不及。美国

《华尔街日报》本月早些时候的数据显
示，借助沪港通，海外投资者迄今已经买
入大约250亿美元沪市股票。

为吸引更多资金流入中国股市，
MSCI的竞争对手已经开始行动。

英国富时集团上月底宣布将中国A
股纳入其两个新兴市场指数。全球指数
基金巨擘美国先锋集团本月2日宣布将
A股直接纳入其全球新兴市场ETF。

此外，美国道琼斯公司说，可能在今
年9月把中国A股纳入其新兴市场指
数。

卜晓明（特稿·新华国际客户端）

本报海口6月9日讯（记者陈平）
5000点上的市场，看来大幅震荡注定少
不了。今天，沪综指又是百点震荡，盘中
高见 5147.45 点，低见 5042.96 点，共
104.49点的震幅，终盘下跌18.35点，收
报5113.53点。大幅震荡下，市场热点
切换较快，个股板块分化较为明显，短线
操作难度明显加大。

个股板块上，行情没有持续性，昨天
还排在涨幅榜前列的，今天却排在跌幅榜
前列去了。煤炭、核能、机械、船舶制造等
二线蓝筹涨幅居前，银行、保险、券商、石
油、航空水运等蓝筹经昨日放量大涨，带
领大盘上攻，今天却止步不前了。银行里
面只有交通银行借改革题材而起，但短线
已经出现了头部信号。涨停个股大幅减
少，而跌停股票却持续增加。周二涨停个
股比之前大幅缩水到119只，而跌停个股
却仍高达18只，这说明主力资金在高位
大举出逃，特别是昨天还强势涨停的中国
中车今天却被打到跌停，振幅达20%。大
盘也类似，昨天主板沪市大涨2%以上，照
理今天应乘胜追击，再下一城，今天却蔫
了，沪综指盘中一度低见5042.96点，跌
88.92点，高也只见5147.45点。

（观点仅供参考 入市风险自担）

沪市再现百点震荡

昨日市况

新华社上海6月9日新媒体专电
（记者姚玉洁 王涛）9日举行的“一带
一路”背景下企业国际化与跨境并购
圆桌会议上，新华社副社长慎海雄透
露，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正在紧锣密
鼓筹备中，金砖银行多边秘书处已经
设立在中国金融信息中心。

据介绍，位于上海陆家嘴的中国
金融信息中心，总面积约7万平方米，
是新华社与上海市政府战略合作的成
果。中心于2011年开建，2014年元
旦启用。

2014年 7月举行的金砖国家领
导人第六次会晤期间，金砖国家财政
部长在五国领导人见证下签署了成立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的协议。

金砖银行是首个总部设于上海的
国际金融组织，其落户对新兴市场国

家具有里程碑意义，从一个侧面反映
了中国开放步伐的加快以及上海经济
金融国际化程度的显著提高。

此前，丝路基金董事刘劲松在复
旦大学主办的“上海论坛2015”上表
示，“一带一路”、亚投行、丝路基金、金
砖银行等一系列新倡议、新机制产生
了“协同效应”，让中国的经济外交光
彩照人，也为世界新一轮工业化进程
和实现全球经济金融稳定贡献了正能
量。这些平台的建立，对新兴市场国
家开展基建和增加就业，加快工业化、
城镇化、信息化，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都有很大的好处。

金砖银行多边秘书处正式落户上海

新华社里约热内卢6月8日新媒
体专电（记者陈威华）据巴西媒体8
日报道，巴西参议院已于上周批准了
有关巴西参加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
（简称“金砖银行”）的法案。至此，巴
西参、众两院均已批准有关法案。

参议员安娜·阿梅利亚表示，她支
持巴西参加金砖银行，希望巴西能够

利用自身在地缘政治领域的重要性优
势，在金砖机制内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巴西财政部长若阿金·莱维说，金
砖银行对于巴西来说意义重大，它将

有助于增强巴西企业的竞争力，帮助
巴西企业扩大海外市场，提升巴西在
国际舞台上的形象。

2014年7月，金砖国家发表《福塔

莱萨宣言》宣布，金砖银行法定资本
1000亿美元，初始认缴资本500亿美
元，印度人卡马特将出任金砖银行首
任行长，总部设在中国上海。

巴西国会批准参加金砖银行法案

新华社雷克雅未克6月8日电（记者黄晓南
谢彬彬）冰岛政府8日宣布，为解除长期存在的资本
管制，将采取包括征收“稳定税”在内的多项措施。

冰岛总理京勒伊格松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介
绍这项名为“资本项目自由化全面战略”的计划时
说：“很明显，我们无法再等待。我们必须采取措
施让银行完成债务清偿以确保解除资本管制。”

按照这项计划，对于未能在2015年年底前完
成债务清偿的银行资产，政府将评估这些资产在
2015年12月31日的价值，并以此为基准征收一
次性39％的“稳定税”。

如果这些银行在今年年底前完成债务清偿并
证明满足政府提出的“稳定条件”，可以获得资金
转移的权限，否则将被征收“稳定税”。征收这项

“稳定税”是为了消除银行在清算阶段结束时资本
完全分配产生的不利影响。

冰岛2008年遭受金融危机重创，三大银行冰
岛国民银行、格利特尼尔银行和克伊普辛银行均
破产，导致冰岛陷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
重的经济衰退期。

冰岛政府为了避免国际收支平衡受影响和稳
定冰岛克朗汇率，于2008年11月实施全面资本管
制。这一措施阻止了冰岛克朗贬值，并且有利于
国际收支平衡以稳定经济。不过，长期存在的资
本管制一直是冰岛对外贸易和吸引外资的障碍。

京勒伊格松说，这次采取措施的对象是总共
大约1.2万亿冰岛克朗（约合91亿美元）的资产，
包括5000亿冰岛克朗（约合38亿美元）银行资
产、4000亿冰岛克朗（约合30亿美元）银行外债
和3000亿冰岛克朗（约合23亿美元）外国投资。

此外，冰岛议会7日晚通过一项外汇法案修
正案，旨在为政府这次采取措施铺平道路，并消除
在逐步解除外汇交易和资本转移限制过程中出现
规避管制的风险。

冰岛出台“稳定税”
以解除资本管制

英国汇丰银行控股公司9日宣布全球裁员近
5万，同时砍掉投资银行业务。这次裁员是首席
执行官斯图尔特·格利弗改革计划的一部分，旨在
缩减汇丰四分之一资产，轻装上阵。其中一半裁
员将出自出售汇丰在巴西和土耳其的业务。大约
7000至8000个将遭裁减的岗位分布在英国，即
每6个英国员工中，有1人将下岗。

卜晓明（新华社微特稿）

汇丰全球裁员近5万

➡ 黄浦江畔的中国金融信息中
心大厦（左）显示“上海你好”字样。

（图片来源：新华社）

6月8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苹果
公司软件部门主管克雷格·费代里吉在年度开发
者大会上演讲。

美国苹果公司在8日开始举行的年度开发者
大会上发布了新版移动操作系统 iOS 9、新版
Mac电脑操作系统OS X和苹果手表的升级操
作系统watchOS 2，并介绍了新开发的流媒体
音乐服务。上述三大新版操作系统将在今年秋天
正式发布。 新华社/路透

苹果更新三大操作系统
新推流媒体音乐服务

据新华社北京６月９日电（记者王
希）国家统计局9日发布的报告显示，5
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同
比上涨1.2％，涨幅比4月回落0.3个百
分点，环比下降0.2％，降幅与上月持平；
同期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同
比下降4.6％，降幅与上月相同，环比下
降0.1％，降幅收窄0.2个百分点。

业内人士认为，随着我国经济增长
放缓和结构调整深入，物价总水平保持
低位运行态势，今年2月份以来CPI同
比涨幅始终在1.2％至 1.5％的区间以
内。考虑到近期猪肉价格回升、国际油
价反弹、货币政策加强预调微调等因素，
未来CPI同比可能小幅回升。

本报讯 6月9日，平安银行、深圳
光启宣布，正式推出光子支付。通过光
子支付，在无卡、无网络的情况下，进行
无额度限制的支付，未来还可以完成
ATM取现，无须携带卡片，从而摆脱手
机银行的限制。

在此之前，平安银行已在深圳、昆
明等地，进行光子支付试点。该行表
示，未来将根据总行的统一安排，在其
他城市进行推广应用。

所谓光子支付，是指通过一束光来

实现授权、识别及信息传递的支付技
术。据平安银行人士介绍，在具体应用
上，用户下载该行“口袋银行”APP之
后，绑定其银行卡、点击口袋银行支付
功能，手机对准POS机上的光子支付感
应器照一下，并在POS机上输入交易金
额和密码，验证、打单即可完成交易。

“光子支付可以把近百个支付账
户，绑定在一个‘光ID’上，就能省去带
卡的麻烦。”该人士说，此外，平光支付
还能无卡取现，用户只需登录口袋银行

一键发光，就能在ATM上完成取现。
目前，该行已完成ATM机改造、系统开
发，下一步将投入测试使用。

值得一提的是，光子支付并不需要
连接网络，支持大部分主流手机，没有
SIM卡、操作系统等限制，并且支持大额
支付，是真正意义上的移动支付工具。

2014年9月26日，平安银行“口袋
银行”就已实现首笔光子支付，并于2015
年1月开始在深圳、昆明试点，目前深圳
华强北等部分商区已开通了光子支付。

平安银行人士称，光子支付已通过银
行卡检测中心的安全检测，其交易无须连
接网络，而是通过可见光点对点信息传
输，采用光子动态加密，每道光均不同且
单次有效。交易时，用户还需在POS机输
入交易密码，从而实现双重安全保障。

不同于其他支付方式，光子支付不
用外接任何设备，也无需专门选配手机，
只要有闪光灯功能，市面上基于iOS、
Android、WindowsPhone 的智能手
机，都能支持光子支付，而商户只需在
POS机上外接一个低接收器即可使用。

“光子技术对POS机的改造不大，也
不用改变账户关系，改造成本不算高。”
申志华说，光子支付通不改变支付场景
和设备现状，运用成本低，消费者使用也
较为方便。未来将根据总行的统一安
排，在其他城市进行推广应用。 （一财）

手机闪光灯一亮即可完成无额度限制支付

平安银行推光子支付

A股与MSCI共舞，对 意味着什么？
中国A股是否纳入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新兴市场指数今日揭晓

5月份CPI
同比上涨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