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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两会外汇局齐发声 释放稳定信号

A 股最牛增量资金要来了
上周（3 月 16 至 3 月 20 日），美股三大股指遭遇了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最惨烈的一周，16 日和 18 日分别
现暴跌熔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一周累计跌幅超过
17%！
关键时刻，一行两会外汇局重磅发声。3 月 22 日，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发布会，一行两会及外汇局相关
领导分别就金融市场等相关情况做出介绍，涉及货币政
策、金融开放、A 股估值、市场流动性等多个市场热点问
题。其中，
险资权益投资比例望突破 30%的利好，
最受关
注。
此外，3 月 23 日，美联储再出大招。美联储开足马
力，
无限量供应美元！外围开始企稳反弹。

证监会力挺 A 股
会上，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介绍，人民银行
通过准确的公开市场操作和定向降准，来提供短期和中
长期的流动性，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金融市
场果断如期开市之后持续平稳运行。央行及时设立
3000 亿元的专项再贷款和增加 5000 亿元的再贷款再贴
现额度，
有力精准地支持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
外汇市场形势上，国家外汇局副局长宣昌能表示，
今年以来尽管受到疫情影响，中国跨境资金流动总体稳
定，
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
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现在 A 股市场估值较低，
市场流动性相对比较充裕，境外市场的剧烈波动对 A 股
有影响，
但影响是可控的、有限的、阶段性的。
他表示，
与境外市场相比，
A 股市场展现出了较强的
韧性和抗风险能力。这种局面的出现得益于金融体系
近年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在国务院金融委的
领导下持续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前做了一些
布局，
采取了一系列比较积极有效的风险缓释措施。
李超副主席指出，当前股票市场的杠杆资金总量与
2015 年高峰时相比已经下降 80%，股票质押主要风险指
标趋势性好转，高比例质押上市公司数量较高峰时期已
下降 1/3，市场自我调节功能得到较好发挥，维护了整个
金融市场的顺畅运行，有力推动了风险缓释和投资者信
心回升。
谈及外资流动，李超副主席表示，
“债券市场外资流
出不明显，甚至还有小额流入；股票市场近一个月流出
的数额相对较大，也比较集中。年初至今，外资从 A 股
市场净流出约 200 亿元人民币。由于过去特别是 2019
年外资进入 A 股市场比较集中，数额也较大，所以拿近
一个月数据跟以前比，可能反差会显得比较大，但实际
上这个净流出数额规模并不大，而且目前外资占 A 股市
场流通市值的比重还不到 4%，
交易占比也不是非常大。
”
李超强调，资本市场改革开放不会受疫情影响，创
业板已做了一定阶段的研究论证，并在一定范围内征求
意见，创业板的改革重点会抓好注册制这条主线，同时
会在发行、上市、信披、交易、退市等基础制度等方面做
出改革安排，目前相关工作正有序推进，同时会按照已
经公布的 12 项重点工作，在提升上市公司质量、中介机
构质量、投资者保护权益、创造有利于中长期资金入市
环境等方面，
继续加大推进改革力度。

险资权益投资比例望突破 30%
银保监会副主席周亮表示，保险公司现在已经成为
了中国资本市场的第二大机构投资者，最近国际市场的
股市大幅波动，但是整个来看中国的股市总体还是比较
平稳的。
周亮表示，下一步银保监会也会积极支持保险公司
遵循市场化的原则依法合规地开展投资运作，开展长期
稳健的价值投资，同时还会深化保险资金运用的市场化
改革，在审慎监管的原则下，赋予保险公司更多的自主
权。对偿付能力充足率比较高、资产匹配状况比较好的
保险公司，
允许其在现有权益投资 30%上限的基础上，
还
可以适度提高权益类资产的投资比重。
最新数据显示，保险资金投资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
达 2.4 万，
占比 12.89%。
有保险机构人士表示，即便现在很少有公司权益投
资比例用到了 30%的上限，
但是，
松绑权益投资比例也是
有必要的。对于保险机构而言，每一项投资限制的放
松，意味着资产配置和组合策略更加灵活，对各类资产

工具使用的便利度而言是一件好事。
有受访险资投资人士表示，适度提高权益比例对保
险公司加大权益投资而言属于利好，短期而言，公司不
一定会大幅提高权益比例，但从长期来看，各家公司根
据自身情况可以有更多布局空间。

全球动荡 A 股
“最为抗跌”
先来回顾一下过去惨烈的一周（3 月 16 至 3 月 20
日），Wind 数据显示，以全球 65 个指数（多个国家主要股
指、
大宗商品、
黄金白银等）来看，该周仅有华沙 WIG、瑞
士 SMI、美元指数、比利时 BFX 和泰国综指有小幅上涨，
其余 60 个指数均出现下跌。其中跌幅最大的阿根廷
MERV 和 NYMEX 原油一周就重挫 20%以上。
此外，美股本周跌幅也较大，道指跌 17.3%，自特朗
普 2017 年上台以来股市成绩全部被抹平；标准普尔 500
指数本周累计下跌 14.98%，纳指跌 12.64%，三大股指均
创下 2008 年以来最差单周表现。而国内 A 股较坚挺，整
体波动较小，上证综指、深成指、中小板指累计回落都不
到 6.5%，
处于跌幅榜后列。
过去一周，美元指数大幅上涨，是其中的例外。它
是流动性最佳的货币，为保存流动性的投资者竞相争夺
美元，这导致美元本周强劲上扬，兑所有主要货币一路
走高，美元指数创出接近 103 的三年新高，就连日圆和瑞
郎这样的传统避险货币，
也不敌美元强势，
甘拜下风。
新冠疫情和多国的隔离封锁措施导致全球商业几
乎陷入停滞，企业和投资者纷纷涌向堪称避险方舟的美
元，引发对美元的巨大需求。各方对美元现金的疯狂追
逐，一度令全球金融管道不堪重负，所幸美联储现已与
14 家央行建立互换额度，部分缓解了美元短缺问题，但
整体压力犹存。
A 股还扛住了外资流出的冲击。3 月 17 日，北向资
金净卖出 82.38 亿元。3 月以来，北向资金累计净卖出达
到 542 亿元，超过 2019 年 5 月创造的 537 亿元的单月净
卖出历史纪录。北向资金的净流出主要有两大原因，一
是全球市场巨震引发国际投资者风险偏好下降，二是外
资在海外市场暴跌后有补仓的资金需求。北向资金上
周累计净流出近 418 亿元，创下单周历史最大净流出
额。A 股反映出市场抗击海外波动的韧性在不断增强。

A 股已处低位 但人多的地方别去挤
中信策略研报分析，预计海外疫情、全球流动性、美
股波动、国内政策这四大市场见底信号在未来几周会逐
渐明确，A 股正处于全年最佳的配置窗口。预计 A 股在
今年的第二轮上涨将在二季度启动。同时，从外资、产
业资本，到保险、公募，再到私募和个人投资者的新一轮
资金轮动也会重启。
银河证券付延平、曾万平研报分析，当前 A 股处于
低位，估值性价比高，中国疫情有效控制有序复工且政
策空间充足，未来市场下跌调整空间有限，对中国股市
保持信心，
建议积极布局。
安信证券陈果研报分析认为，全球金融市场最恐慌
阶段已经过去，在当前海外流动性危机担忧缓解背景
下，我们预计风险资产将出现反弹，而中期将会根据各
自基本面出现分化行情，在当前位置时点，我们对 A 股
持乐观态度，
应积极把握机会。
国泰君安李少君团队研报分析，
A 股估值总体合理，
作为压力测试，从全市场、行业和重点公司三个角度模
拟，
极端情形下修空间约 15%。报告同时强调，
从疫情风
险、
景气周期、
行业格局角度看，
到达极限空间概率较低。
招商证券张夏研报分析，目前市场转机与风险并
存，A 股将在未来一段时间消化利空、反映改善，
“ 纯内
需”
是下一阶段布局的主要方向。
不过，新时代樊继拓策略研报提醒，从股市估值来
看，股市已经进入底部区域，股市相比债券性价比已经
达到 2018 年 Q4 水平。但如果看 1-2 个季度，还需要明
确是 V 形底还是震荡底。
还需要指出的是，
随着境外持续大跌，
A 股资金风向
说变就变。本周一（3 月 23 日），
基金重仓股成砸盘主力。
公募基金投资有句名言叫——人多的地方别去挤。
综合基金仓位最新测算和机构人士观点，本轮市场
暴跌的原因或在于公募基金尤其是混合型基金的砍仓
现象，混合型基金仓位较为灵活，有较大的减仓空间，基

金重仓股尤其是科技股成为本轮公募基金减仓的主要
对象。
值得一提的是，疫情对市场的影响、科技股的泡沫
均已超出公募基金经理的预期，部分公募基金开始强调
大多数科技股估值或将长期向下的可能。
此外，被公募基金经理视为风向标的大基金操作，
也 能 佐 证 公 募 的 策 略 ，公 募 重 仓 股 —— 汇 顶 科 技
(603160)3 月 23 日晚间披露大基金已在最近对公司股票
进行了减持。据消息人士透露，最近香港部分基金遭到
了大面积赎回。
产品同质化发行引发估值泡沫，从 3 月 23 日各板块
跌幅榜看，暴跌的领域清一色为科技主题行业，且主要
指向了基金重仓股。
显然，扎堆抱团的基金重仓股已是退烧最严重的领
域，在资金集体寻求回避的背景下，大量机构资金涌出，
极易发生踩踏效应，这使得基金重仓股尤其是科技股存
在较大的风险。
（中合）

全球市场上周表现一览
（3 月 16 日-3 月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