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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7月9日讯（记者陈平）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近
期屡遭暴跌雾霾袭扰的沪深股市，今天
终于迎来了艳阳天——报复性暴涨。
市场全线大反攻，其中，沪综指早盘大
幅低开并创出3373.54点新低后不久
便出现一路拉升，终盘暴涨202.14点，
涨幅5.76%，收报3709.33点；深成指几
乎涨停，暴涨469.45点，涨幅4.25%；中
小板和创业板则涨停，涨幅分别达

3.37%和3.03%。
两市个股除了*ST成城与*ST松

辽2只股票外，全部收红。其中，涨停
个股近1300家，创业板个股更是全部
涨停。中小板除宁波银行（002142）外
也全线涨停。而昨天全线跌停的三大
股指期货则全线涨停。赚钱效应的出
现极大地激发了市场的做多人气，增强
了投资者的信心。

市场专业人士认为，从千股跌停到

千股涨停，此乃世界股市一大奇观。今
天的暴涨，显示昨天的权重股砸盘和期
指全线跌停，是空头的最后一击，意味着
市场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多头吹响
了集结号，将展开大反攻。

操作上，投资者应及时改变熊市
思维，积极寻找本轮暴跌以来基本面
稳健且符合经济转型的错杀品种持
有，争取在后市实现利益最大化。

（观点仅供参考 入市风险自担）

暴跌后迎来报复性暴涨

市场惊现千股涨停

记者9日从中国银监会获悉，为促
进资本市场持续稳健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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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监会新闻发言人指出，银监会向
银行业金融机构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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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押率低于合约规定
的，允许双方自行商定押品调整；支持银
行业金融机构主动与委托理财和信托投
资客户协商，合理调整证券投资的风险
预警线和平仓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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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消息称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已开始申购公募基金。中国证监
会新闻发言人邓舸9日回应说，为进一
步提升市场流动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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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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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保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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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新华社电）

支持资本市场稳定发展

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使出组合拳
■银监会出台四举措 ■证金公司出资申购公募基金 ■险资管理公司不得单方强制券商提前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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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当地时间8日11时32
分突然停止一切证券交易，到15时10分恢复运
行，时长三个半小时。

紧急检查后，纽交所表示，故障由交易所内部系
统技术问题导致，而非外部网络攻击或其他原因。

美股上午开盘后卖压较大。时至近午，在未
接到任何预告情况下，纽交所的交易系统突然停
止运行，令交投人员感到惊讶。

纽交所在第一时间通过“推特”发布告示，强调暂
停交易是出于技术故障，不存在外部攻击的情况。包
括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国土安全部也都表示，没有任何
迹象显示，纽交所暂停交易是恶意活动导致。

华尔街的交易员后来对媒体说，纽交所说，此
前一天交易系统更新了一些软件，并经过了测试，
不料发生了技术故障。

纽约证券交易所是洲际交易所集团旗下的证
券交易所。2015年上半年，有42家企业在纽交
所上市，IPO融资总额达120亿美元；与此同时，
纽交所的交易总额达940亿美元，是全球交易量
最大的证券交易所。

纽交所暂停交易事件对市场震动不大，交易
机构“考德威尔投资管理”的主席考德威尔对媒体
说：“当时感到突然，但没有惊慌失措。”

白宫发言人乔希·欧内斯特当天说，已经向奥
巴马总统通报了纽交所暂停交易的情况，官员告诉
总统：没有恶意。

夏文辉（特稿·新华国际客户端）

内部系统技术故障

纽交所盘中暂停
交易三个半小时

新华社北京7月 9日新媒体专电
（记者高伟）上半年房地产市场持续回
暖，上市房企的业绩也上涨明显。中原
地产研究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
前已经有15家企业公布6月份销售业
绩，大部分企业半年业绩同比上涨。

数据显示，在市场好转的情况下，6
月份整体市场表现乐观，住宅累计签约
26.5万套，突破5月份创造的26万套的
年内成交记录。15家企业当月合计成
交额高达 1323.94 亿元，环比 5 月的
982.43亿元上涨34.8％。从上半年数
据来看，15 家企业合计销售额达到
4791.33 亿 元 ，同 比 上 涨 幅 度 达 到
9.2％。其中有12家企业业绩同比上
涨，预计下半年销售会进一步回暖。

从2015年上半年数据看，一线城市
累计签约21万套，同比2014年同期上
涨了42.9％，二线城市也上涨了16.9％，
三四线城市的成交量则基本平稳，整体
市场回暖趋势明显。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分析
认为，5、6月份全国主要城市楼市继续
升温，房企销售也水涨船高。从目前市
场看，预计2015年主要房企的销售完成

情况都会好于2014年。
值得一提的是，从整体市场来看，

一线城市涨幅最为明显。张大伟认为，
在近期政策的频繁刺激之下，前期观望
的购房人群将加速入市，下一阶段一线
城市楼市上行行情可期。

“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再次出
现日光盘。一线城市的住宅用地供应
减少，这种情况下，一线城市在本轮市
场复苏中成为领头羊。”张大伟说，政策
刺激对基本面较好的城市所带来的作
用积极，而对供过于求的城市提振作用
有限。

从企业层面来看，大型房企强者恒
强，甚至强强合作，使得中小房企的生
存雪上加霜，缺乏竞争实力的部分中小
房企要么出售部分股权、引进战略合作
伙伴，要么以被吞并或被收购等方式逐
渐在市场洪流中消失。

中指院方面认为，从上半年房地产行
业形势来看，行业并购重组的步伐正在加
快。截至6月29日，京沪产权交易所待售
的房企股权达到31宗，其中有18家房企
100％股权出售，占比58％。这意味着这
些房企将完全退出房地产市场。

15家房企公布半年业绩
八成同比上涨

——2013年8月24日，一个技术
故障导致纳斯达克暂停交易三个多
小时，这是美国第二大股票交易所前
所未有的因技术故障导致的暂停交
易事件。当天纳斯达克股市的母公
司纳斯达克-OMX集团在美国东部
时间中午 12 时 15 分（格林尼治时间
16 时 15 分）左右因其与其他交易所
联络股票报价的系统出问题而停止
了所有TapeC证券交易。

——2012年10月29日，飓风“桑
迪”来势汹汹，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
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及芝加哥商品交
易所被迫暂停交易。这是美国金融市场
各交易所自2001年9·11事件以来，第一
次全天暂停交易；也是自1985年9月飓
风“格洛丽亚”造成闭市一天以来，纽约
证交所首次因天气原因全面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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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招标公告
招标单位：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土地开发整理储备中心。招标代理：

海南亚联工程招标代理有限公司。项目名称：琼中县红毛镇什卓洋基本农
田建设项目。建设地点：琼中县红毛镇，建设规模：3640.5亩。主要新建
灌溉渠道46条，总长14057m；新建排水沟29条，总长8352m；新建田间
道路45条，总长27037m；以及相关的配套设施。计划工期365日历天。
招标范围：灌溉渠道、排水沟、田间道路及相关的配套工程（详见施工图）。
资质要求：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水利水电工程施工
总承包贰级或以上资质，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
力，拟派项目经理须是在本单位注册的水利水电工程专业二级（含）以上建
造师，具有水利部门核发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且未担任其他在施工程
的项目经理。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招标文件的获取：请于2015
年7月13日至2015年7月17日每日上午08:30至12:00，下午14:30时
至 17:30时在 http://218.77.183.48/htms购买招标文件。详情请登录
http://218.77.183.48/htms网站查询。联系人：刘工 13158992296

中标公示
海口市三门坡镇三加洋基本农田建设项目施工、监理招标 于

2015 年 7 月 8日在 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二楼开标，已完成
评标工作，现将中标候选人公示如下：

施工标：第一中标候选人 ：四川省泸州志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第
二中标候选人 ：深圳市东深工程有限公司；第三中标候选人 ：江西建工
第三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监理标：第一中标候选人 ：海南金华宇工程监理有限公司；第二中
标候选人 ：海南江和源工程监理有限公司；第三中标候选人 ：海南拓威
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公示截止日期为 2015 年 7月 14日。公示期内，如对上述中标候选
人存在疑问，可向海口市国土资源局投诉或举报，电话：0898-68720548。

招标人：海口市土地储备整理中心
代理人：山东华安泰恒信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7月10日

招标公告
招标项目名称：美兰区鹤舞九湖东坡湖村美丽乡村建设工程，

已由海口市美兰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海美发立函[2015]1号批准

建设，招标人为海口市美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建设资金来自省

财政资金，现对该项目的施工进行公开招标。该项目位于海口市美

兰区三江镇，招标控制价为4104669.38元，计划工期150日历天。

本次施工标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具备市政公用工

程施工总承包叁级或以上资质，投标人拟派项目经理须具备在本单

位注册的市政公用工程专业贰级或以上级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

详情请登录海口市建设工程信息网（www.hkcein.com）。

联系方式：钟工13337550309。

招标公告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海南分所委托湖南天鉴工程项

目管理有限公司代理的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南药研发中
心（海口）开办费种质交换使用服务中心环境技术改造项目，本项目位
于海口市秀英区药谷四路4号，工程规模包括：室内装修、电气、给排
水、暖通等工程（以施工图、工程量清单）为准，招标范围为装修改造工
程（含施工图及工程量清单的全部内容）。投标人资格要求：具备建筑
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贰级（含）以上资质。项目经理需具备建筑工
程专业贰级（含）以上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招标文件获取：于2015
年7月10日至2015年7月16日，每日上午9：00 至11：30 ，下午 15：
00 至 17：00（法定节假日除外），在海口市白龙北路16号龙景商城4
号铺面持单位介绍信进行投标报名及购买招标文件及图纸。报名资
料要求详情见海南省招标投标监管网（网址：http://ztb.hainan.gov.
cn）。联系方式：吴工15692567398。

权威发布2015海南高考录取结果

海南日报APP ——开设高考录取查询功能。第一时间在手机上查询
录取结果，可分享到微信好友、朋友圈及微博。

秒查高考录取 即刻分享喜悦

海南日报 ——7月11日起刊登2015年高考录取名单。

喜悦时刻 值得收藏

1、扫描海南日报APP官方下载地址的二维码。
2、iPhone用户，请在App Store中搜索“海南日报”下载安装；安卓用户，请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海南日报”下载安装。如何下载海南日报APP？

广告招商电话：
66810276 13518860930

据新华社北京7月9日电（记者王
希）国家统计局9日发布数据，6月份全
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同比上涨
1.4％，涨幅比上月反弹0.2个百分点。
今年上半年CPI同比上涨1.3％。

从各类商品及服务价格同比变动
情况看，6 月份食品价格同比上涨
1.9％，影响 CPI 上涨约 0.62 个百分
点。其中，鲜菜、肉禽及其制品、粮食价
格 分 别 同 比 上 涨 11.4％ 、3.6％ 和

2.1%。同期，鲜果与蛋价下降8.8％和
11.3％，分别影响CPI下降约0.22和0.1
个百分点。

6 月份，非食品价格同比上涨
1.2％。其中，烟酒及用品、衣着、医疗
保健和个人用品、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
服务、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居住
价格分别上涨 3.5％、2.9％、1.9％、
1.7％、1％和0.8％；交通和通信价格下
降1.5％。

6月CPI同比上涨1.4％

7月9日，市民在河北石家庄市塔北
路农贸市场购买水果。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