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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578

）闽发铝业：本周涨幅

23.35%

。 受印尼、印度等国对有色金属等资源出口限制政策

影响，

A

股有色金属股本周出现强劲走势。

（

300238

）冠昊生物：本周涨幅

22.63%

。 作为生物技术龙头且股性较为活跃，该股成为游资

追捧的对象，成为新的人气股。

（

000552

）靖远煤电：本周涨幅

21.55%

。 一个板块在涨升行情初期，小市值品种往往领涨。

该股为煤炭股中袖珍股，从而驱动股价飙升。

（

300239

）东宝生物：本周涨幅

20.99%

。 该股是毒胶囊事件受益股，而且该股为含权股，在

除权后，得到新增资金关注。

（

600111

）包钢稀土：本周涨幅

18.89%

。 目前稀土供给政策再度偏紧，从而利于稀土价格进

一步回升。 该股群众基础佳，一直是资源股龙头。

（

000970

）中科三环：本周涨幅

18.40%

。 由于风电等新能源产业向我国转移，稀土永磁材料

产业景气度持续回升，公司盈利能力大幅提升。

（

002664

）信质电机：本周涨幅

18.17%

。 该股的优势在于下游产业空间广阔，而且

2010

年投

资

1.7

亿元建设的厂房竣工，意味着产能迅速扩张。

（

002374

）丽鹏股份：本周涨幅

18%

。 该股在近期明显有资金建仓迹象，公司客户主要集中

在酿酒食品行业，从而具有较强的消费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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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 陈红枫

从扎堆矿业到打渔养牛

温商境外直投静待发令枪

□

本报记者 周文天

温商这个“五·一”劳动

节很忙。

曾经曲线出海的温州

资本将获得合法渠道———

个人海外直接投资。 为了

抢抓商机， 温商抓紧时间

到境外搜罗中意的项目。

今朝未雨绸缪

温州商人陆桥 （化名）

这几天不是在投资，就是在

去投资的路上，抑或在研究

哪个行业更有投资价值。

趁着“五·一”小长假，

陆桥去缅甸考察。 他没有扎

堆那里的矿业，而是看中了

渔业。 “三千公里海岸线，全

年没有休渔期，也不受台风

影响。 ”他如是描述。

陆桥考察的结论是，投

入

1000

万元即可启动渔业

项目。 理由很简单：一是当

地船只较少，捕捞工具和技

术相对落后，渔业开发利用

程度低； 二是去年汇率上

涨，使得缅甸包括水产品在

内的贸易出口受挫。 据了

解， 缅甸水产品中的鱼类、

螃蟹和虾出口欧盟各国，鳝

鱼则主要出口我国。

陆桥是诸多跃跃欲试

境外直投者中的一员。温州

金融综合改革的十二项任

务中，“个人境外直投”最让

温商心动。 “现在赶紧考察

好项目， 一旦直投启动，温

州资金就会鱼贯而出，抢项

目。 ”陆桥说。

之前温商在全球找矿

产，现在他们开始热衷农林

牧副渔等传统农业，很多温

州资本看中了森林、草场等

资源。

“我养了

3000

多头牛，

还有大片农田。 ”温州商人

朱强当上了巴西农场主。他

说，那里土地肥沃、日照时

间长、水源良好，搞农业的

先天条件都具备。而巴西农

业人口少，当地农产品价格

不菲， 许多农产品依赖进

口，巴西政府鼓励外资从事

土地开发。朱强准备带一批

国内农业技术人员去巴西。

“跟上时代的步伐，一

定要有多样化的信息渠道。

这是温商投资的制胜法

宝。 ”陆桥说，他每天研究最

新的资讯， 包括各家商会、

企业联合会、中国驻各国使

馆的信息。 温州海外投资促

进联络处最近又添新成员，

总数近

70

家，联络处犹如一

个个“商业情报站”。 中介机

构也看准商机，前不久莫斯

科国际商贸城的推介活动

首站就设在温州。 也有投资

咨询机构最近组织温商去

澳大利亚、阿塞拜疆等地考

察农业项目。

昔日曲线“出海”

个人境外直接投资曾

于

2011

年初低调试水 ，温

州一度成为国内首个放开

个人境外直投的城市。 试

点半月后， 被国家外汇管

理局叫停。 但温州民间资

本曲线出境早已是公开的

秘密。

之前，如果个人要在境

外买一套

60

万美元的住宅，

按照政策规定，个人每年向

境外汇款不得超过

5

万美

元，于是必须向亲友借十多

张身份证， 分批把钱汇出

去。 这就是最简单的“资金

出海”。

温商郑明长期在东南

亚和欧美等国家活动，懂英

文、德语、粤语、客家话，语

言优势使得他

20

多年来在

资本市场游刃有余。 他向中

国证券报记者透露了之前

海外投资的“秘密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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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私募看市

政策暖风拂面

股指有望创新高

最大科技股IPO

脸谱上演造富传奇

红五月

震荡上行 价值为先

魏静

本报记者

下周主题投资热点

04�风云人物

名家连线

盖特纳

用心的“舞者”

网监产业股

网络监管正在向纵深发展。 监管对象

不仅仅是网络舆论，还涉及版权。目前文化

部已建设网络文化市场计算机中央监管平

台，对网络文化内容进行监控，国家版权局

计划构建网络反盗版技术平台。

随着移动互联网应用在网民中的普

及，对移动互联网的管理，包括对移动终端

的识别、无线网络应用识别和带宽控制、行

为记录等已被各大运营商列入规划， 成为

国家互联网管理与规范的重点对象。 监管

范围从传统互联网向移动互联网的延伸，

相应扩大了网络内容与行为监管产品的市

场边界，打开了网络监管产业的成长空间。

目前该产业具有两个特征， 一是产业处于

高成长初期，二是高成长前景较为确定。在

操作中，有两类股票可跟踪。一是涉足网络

舆论监管以及版权监管的股票， 如美亚柏

科、任子行等；二是网络信息安全产业的相

关股票，如启明星辰、蓝盾股份等。

� � � �来自政策放松预期与经济基本面之间的

博弈，主导着行情走向。

4

月以来，随着政策放

松节奏及力度渐强， 所谓的经济下行风险暂

被遗忘，而

4

月官方

PMI

连续

5

个月环比回升，

更消除了经济下行风险的担忧。 于是股指愈

战愈勇，大有挑战年内新高之势。

不过， 股指进退仍要看经济运行的 “脸

色”。

4

月

PMI

数据显示出经济增长趋稳向好，

市场翘首企盼的经济底很可能已经在一季度

出现。当前市场可能依然处于底部折腾阶段，

明确的趋势性机会短期很难出现。

因此，关键在于弄清

4

月

PMI

反映的真实

情况。 就历史数据来看，

PMI

在

4

月的平均升

幅约为

0.8

个百分点。如果将今年

4

月

PMI

进行

简单季调，那么该数据低于

3

月，表明

4

月经济

增势较

3

月有所减弱。 其实，在

PMI

的分项中，

反映未来需求的指标， 新订单与原材料库存

指数均出现回落， 而反映当前实体经济需求

的产成品库存指数也出现明显回落。

整体来看，虽然

4

月

PMI

数据大幅提振了投

资者对经济运行趋稳的信心，但目前还很难改

变经济缓慢调整的格局。 事实上，对经济运行

状况更有说服力的应该是规模以上企业工业

增加值数据，这一数据将在本月中旬公布。

不过，“市场先生” 不会一味地听从基本

面指令，多数情况下，仅有一个模糊的预期，

他就能揭竿而起。 “五·一”节后，在数据暂时

消除经济下行担忧以及政策利好齐发的背景

下，股指顺势爬高，久违了的“煤飞色舞”剧情

重现，“周期潮”再度蔚然成风。

如果从经济底运行的实际状况来看，当

前所谓的“周期潮”在很大程度上缺乏基本面

支撑， 毕竟经济增速缓慢下行的格局还未发

生实质性改变。但是，与此前数度反弹仅仅依

赖政策放松的模糊预期有所不同的是， 目前

政策层面的放松已加快脚步。 除了财政及货

币层面的放松外， 管理层还加快了制度红利

的发放； 近期几只沪深

300ETF

相继募集，增

量资金入场近在眼前。 因此，短期来看，股指

再创年内新高的悬念不大， 而素来就有 “深

蓝” 标签的周期股当然会成为炙手可热的标

的。只是在顺势参与周期股反弹的同时，投资

者应保留一份理性。 接下来可能出现的经济

数据的反复，将随时中止周期股的抢筹潮。

“经济底”遇噪音

“周期潮”恐反复

复苏波折

□

本报记者 丁冰

4

月

CPI

涨幅有望缓慢下移， 固定资产投

资可能继续回落。

11

日国家统计局将公布

4

月

一系列经济数据，若上述预测被验证，将意味

着政策预调微调的力度应加大。

4

月存款的大量流失以及实体经济不旺，

让信贷投放显得十分无力。

11

日央行金融数据

将公布， 机构预计

4

月信贷规模将回落至前两

月水平。 未来几个月，国内经济仍将面临房地

产调控带来的投资增速下滑、制造业投资增势

放缓的不利环境。 尽管政府投资在一季度末已

开始发力，但经济能否在二季度企稳还有待观

察，这也成为在资本市场政策红利不断释放的

背景下，机构仍不敢放手一搏的主要原因。

券业创新发展研讨会将成为下周的热点

话题，券商股则在本周提前表现。加强营业部

分类管理、 允许证券公司销售更多种类的金

融产品、 拓宽证券公司自营及资产管理业务

范围、 资产管理产品创新、 净资本监管优化

等，可能成为会上热议的话题。

美国经济复苏在

4

月出现波折，制造业

指数与就业人数都大幅低于预期， 但消费

零售依然强劲。

3

月季调后美国商品零售额

环比增长

0.8%

，同比增长

6.5%

，超出预期。

分析人士认为， 美国私营部门去杠杆化结

束，这将推动美国经济稳步复苏，这一过程

充满波折，但不会出现二次探底。

11

日美国

将公布的

5

月密歇根消费者信心指数，有望

继续回升。

欧洲央行在

5

月货币政策会议后宣布，维

持基准利率于

1%

不变。欧央行行长德拉吉表

示，

2013

年初通胀率可降至

2%

以下。 这应该

是经济基本面的一个利好消息。

连平：

5

月是降准窗口期

□

本报记者 张朝晖

3

月

1.01

万亿元人民币

新增贷款，既缓解了市场对

贷款需求放缓的担忧，也开

启了货币政策放松的想象

空间。 此后，央行“出手”将

会选择利率还是存款准备

金率？

3

日， 交通银行首席经

济学家连平在接受中国证

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未来

货币政策放松将着眼于数

量型工具，存款准备金率有

望在近期再度下调。 他认

为，从管理通胀预期和负利

率的角度看，目前都不是下

调利率的合适窗口。

随着政策朝放松的方

向微调，一季度存款准备金

率适度下调，银行信贷投放

能力增强。 而一季度

GDP

增

速较低也会促使决策层加

大刺激内需的力度，从而带

动信贷需求回升。

但是连平表示， 一方

面，在经济增速放缓、企业

盈利预期不佳的背景下，实

体经济总体信贷需求减弱，

加之预期政策放松、市场利

率下行，很多企业选择推迟

贷款融资计划； 另一方面，

经济增速下行，银行不良贷

款有扩大趋势，出于控制风

险、 保证贷款质量的考虑，

银行依然严格放贷标准而

没有盲目增加信贷投放，而

存贷比约束也限制了银行

的放贷能力。

对于

3

月信贷放量，连

平指出，从一年中四个季度

来观察，信贷投放仍严格遵

照央行的投放安排， 全年

8

万亿元的信贷目标按照

3

：

3

：

2

：

2

的季度分配节奏，一

季度信贷投放与央行目标

吻合。 他预计，信贷余额增

速呈逐步回升态势，全年实

际新增贷款

8

万亿元至

8.5

万

亿元。

“照此推测，预计

4

月信

贷规模较

3

月出现回落，二

季度信贷规模将维持在一

季度的水平。 ”连平指出，每

个月央行对各家银行订好

贷款额度。 从盈利和市场规

模的角度看，银行有动力将

额度用完。

连平认为，下一步调整

存款准备金率是大概率事

件，

5

月就是一个很好的窗

口期。 他预测，年内还有一

到三次下调存准率的可能。

存准率的调整应该是且战

且退，调整的目的在于对冲

外汇占款，所以未来下调的

时间点选择将与外汇占款

下降有密切关系。

对于利率的调整，他预

计，

4

月物价涨幅回落，未来

通胀总体可控，加之经济增

速下行，因而不会进一步加

息。 但未来物价大幅回落的

可能性不大，劳动力成本上

涨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维

持高位等中长期通胀压力

依然存在，加之经济增速不

会明显放缓，基准利率维持

基本稳定的可能性较大。 当

前市场利率趋于下行，企业

融资成本已在下降，下调基

准利率并不紧迫。

精彩对话

中国证券报：如何看待

国内经济的发展趋势？

连平：随着物价涨幅回

落和经济增速放缓，宏观调

控的第一位任务是稳增长，

同时兼顾稳物价、稳资本流

动和稳汇率。 政策在实际操

作过程中将稳中偏松并实

施结构性宽松。 一方面，积

极的财政政策将继续实施；

另一方面，货币政策稳中偏

松， 新增信贷规模有所扩

大， 货币供应增速适当加

快。

2012

年我国经济出现

“硬着陆”的风险很小，只要

政策合理，调控适当，经济

应该会保持合理的增速，并

呈现前低后高走势。

中国证券报：未来物价

会否逐步下行？

连平：维持

2012

年前三

季度

CPI

同比持续下行、四

季度同比有所回升的趋势

判断， 预计全年

CPI

同比涨

幅在

2.7%

至

3.3%

，较上年明

显回落。 不出意外，全年

4%

的物价控制目标可以实现。

年内物价运行面临的最大

不确定性因素是伊朗局势

动荡以及西方国家宽松货

币政策预期导致的国际油

价波动。 近期国际油价再创

新高，国内成品油价已两次

上调，如果国际油价持续上

涨，可能给国内带来较大的

输入型通胀压力，对此应予

以高度关注。

中国证券报：

M1

和

M2

会呈现何种变化趋势？

连平：受二季度初存款

减少影响，

4

月

M2

增速可能

有所回落。 展望未来，在贷

款增速逐步回升、存款准备

金率适度下调等因素的影

响下，加之对表外融资加强

监管，促进资金回流银行体

系，预计

M1

、

M2

增速会呈总

体缓慢回升态势。 但考虑到

经济增速下行期间，企业经

营活力不强，

M1

增速难有

明显回升。

连平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下一步调整存款

准备金率是大概率事

件，

5

月就是一个很好

的窗口期。预计年内还

有一到三次下调存准

率的可能。

� � � �现在赶紧考察好项目， 一旦直投启动，

温州资金就会鱼贯而出，抢项目。

跟上时代的步伐， 一定要有多样化的信

息渠道。 这是温商投资的制胜法宝。

（000552）靖远煤电

� � � �本周涨幅

21.55%

。 一个板块在涨升行情初期，

小市值品种往往领涨。 该股为煤炭板块中的袖珍

股，从而驱动股价飙升。

（000970）中科三环

� � � �本周涨幅

18.40%

。由于风电等新能源产业向我

国转移，稀土永磁材料产业景气度持续回升，公司

盈利能力大幅提升。

（002374）丽鹏股份

� � � �本周涨幅

18%

。 该股在近期明显有资金建仓

迹象，公司客户主要集中在酿酒食品行业，从而

具有较强的消费品特征。

（002578）闽发铝业

� � � �本周涨幅

23.35%

。 受印尼、印度等国对有色金

属等资源出口限制政策影响，有色金属股本周走势

强劲。

（002664）信质电机

� � � �本周涨幅

18.17%

。 该股的优势在于下游产业

空间广阔，而且

2010

年投资

1.7

亿元建设的厂房竣

工，意味着产能迅速扩张。

� � � �本周涨幅

22.63%

。 作为生物技术龙头，股性较为

活跃，成为游资追捧的对象。

（300238）冠昊生物

� � � �本周涨幅

20.99%

。 该股是毒胶囊事件受益股，

在除权后得到新增资金关注。

（300239）东宝生物

（600111）包钢稀土

� � � �本周涨幅

18.89%

。 目前稀土供给政策再度偏

紧，从而利于稀土价格进一步回升。 该股群众基础

佳，一直是资源股龙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