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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牛点牛

（

300279

）和晶科技：本周涨幅

28.77%

。 公司在物联网特别是智能家居领域已经开展相关研究，驱动股价持续

冲击涨停板。

（

600562

）

ST

高陶：本周涨幅

25.92%

。 公司日前公告称，证监会恢复审核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受此影响，该

股股价持续涨升。

（

000976

）春晖股份：本周涨幅

23.46%

。公司公告称拟投资

4000

万元对云南迪晟稀土综合回收利用公司进行增

资扩股，意味着该公司涉足稀土业。

（

600392

）

ST

天成：本周涨幅

21.48%

。 又是稀土，公司主业将转型为稀土开采。 所以，该股一度持续飙升。 但置

入资产面临媒体质疑。

（

002476

）宝寞股份：本周涨幅

21.14%

。由于公司涉足石油业务，不甘寂寞的游资将该股与页岩气概念挂上勾。

（

002043

）兔宝宝：本周涨幅

19.89%

。该股在近期的上涨主要得益于两点：一是公司高管积极增持，二是控股股

东拥有大片林地。

（

002513

）蓝丰生化：本周涨幅

19.34%

。公司是以光气为原料的农药生产企业，由于光气具有高毒性，该公司业

务具有较宽的“护城河”。

（

600365

）通葡股份：本周涨幅

16.63%

。公司在本周摘帽摘星，且适逢东北亚区域经济题材刺激，故该股股价持

续回升。

股民改行“团”债券

□

本报记者 钱杰

血雨腥风的股市行情

让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唉声

叹气： 这年头赚点钱太难

了！ 不过，在大户王东（化

名）看来，赚钱一点也不难。

上半年王东的收益 率为

15%

，而且他每天吃得饱睡

得香， 从不打听内幕消息，

也不为

K

线红绿提心吊胆。

王东的投资秘诀很简单，就

是“团购”债券，利用股票账

户参与债券“打新”。

没错，债券也能“团购”。

通过一些券商提供的创新服

务， 越来越多像王东一样的

股民开始从股市转战债市，

品尝到债券牛市的甜头。 有

专业人士建议， 投资者没必

要在股市一味死守。当然，以

前长期在股市操作的散户要

想成为债券专业户， 必须先

补习专业知识， 尤其是回购

融资的知识， 并要管理好流

动性风险。

借道打新债半年赚15%

“这周我们准备团‘

12

渝

南债’，利率有

8.4%

，有兴趣

的话可以参与购买这只新

债。 ”

3

月末的一天，王东收到

了营业部客户经理小秦打来

的电话， 正为投资方向发愁

的王东格外兴奋， 当天下午

就赶到营业部签订了一份

《代客户拿债协议》。

根据这份协议， 王东将

委托券商帮他申购仅对机构

投资者发行的

2012

年重庆市

渝南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公司

债券（简称

12

渝南债），申购

价格为每张

100

元， 数量

1

万

张， 该只债券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当日， 券商会通过

大宗交易平台把这

1

万张债

券转让给王东， 转让价格是

每张

100.3

元，相当于收取了

他千分之三的手续费。

临近上市前两天，小秦打

来电话通知王东，证券公司已

顺利帮他如数申购到这只新

债，让他在

4

月

16

号（上市日）

准备好资金接券。在

12

渝南债

上市一周后， 王东轻点鼠标，

以每张

104.8

元的价格卖掉了

这些到手的新债，除去千分之

三的手续费和交易佣金，他轻

松赚得

4.5%

的收益。

自从这次经历之后，王

东就爱上了债券 “团购”，他

开户的证券营业部基本上每

隔一段时间就会组织一次债

券“团购”，而王东几乎逢新

必打。“上半年发行的债券利

率都挺高， 所以上市以后二

级市场的价格一般都在

103

元左右，至少也开在

101

元以

上。债券打新是包赚不赔的，

即使上市后短暂破发， 也不

用担心，大不了持有到期，也

还有

8%

的年收益，不会像打

新股那样深套亏损。 ”王东告

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他今年

共参与了七八次债券团购，

尽管每次债券打新的收益不

高，在

1%

至

4%

，但累计下来，

收益高达

15%

， 不仅跑赢股

市，也跑赢绝大多数基金，他

感觉十分满意。

据客户经理小秦透露，

“团购” 债券是他们公司今年

推出的一项新业务，主要是为

了服务王东这类风险偏好较

低的大资金客户。通过团购形

式，这些大户可以申购到许多

仅对机构投资者发售的新债，

而公司可以赚取到千分之三

的佣金，可谓皆大欢喜。

股转债充满诱惑

“若在牛市， 这些大户

哪里看得上区区十来个点

的收益，但现在不同了。 ”小

秦说，经历了几年的熊市洗

礼，大户的风险偏好和收益

预期明显降低，所以越来越

多的客户把目光投向了以

往并不起眼的债券，债券专

业户的人数逐渐增多。 今年

上半年，债券市场迎来一波

小牛市，债券基金平均收益

率达到

5.38%

， 在所有类型

基金中居首。

在小秦认识的大户中，

王东的投资方法算是最简

单的，有些常年研究债券的

债券专业户不仅申购新债，

还精于通过二级市场买卖

债券和交易所正回购加杠

杆来提高投资收益率。 在王

东经常浏览的一个债券论

坛上，“债友”们的讨论热火

朝天。 不少债券专业户坦

言， 自从股市转战债市以

来，年年盈利，目前债市虽

然已经进入牛尾阶段，但是

还有机会。

“如果怕风险，就弄点短

债， 上杠杆， 不求

20%

的收

益 ，

10%

的收益还是会有

的！ ”从

2010

年就开始转战债

市的老何在论坛上说道。 他

所谓的“上杠杆”，就是债券

质押式回购。 目前在交易所

市场上市的债券大多数都可

以通过质押式回购从交易所

市场进行融资， 通过买入

204001

和

204007

等债券回购

品种， 老何持有的债券将作

为抵押品进入专门的质押账

户， 而他则可以从交易所市

场以

2%

至

3%

的低廉利率融

到一笔资金，利用这笔资金，

老何可以再次参与团购新

债， 或从二级市场买入价格

便宜的债券， 等到卖出这些

债券获利后，他再归还资金，

取回最初质押的债券。

老何今年一直看好债市

投资机会， 通过加杠杆成功

地操作了几次， 上半年投资

收益率高达

25%

。 不过，他表

示， 虽然目前国内的债券违

约风险很低， 但债市有自己

的游戏规则， 并非适合所有

散户参与， 习惯了股市操作

的散户要想成为债券专业户

必须补习很多专业知识，尤

其是回购融资的知识， 并要

管理好流动性风险。

跟上潮流赚到钱

值得关注的是， 尽管这

项团购债券的新业务颇受客

户欢迎， 但小秦所在证券公

司只是静悄悄地推广， 并不

敢大张旗鼓地宣传。 在这家

证券的官方网站上， 完全看

不到任何关于该业务的介

绍。而且，中国证券报记者提

出的采访要求也被这家券商

婉言谢绝， 其主要顾虑是担

心这一业务创新被其他券商

迅速复制。

（下转0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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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私募看市

回避前期强势股

冷门股中觅机会

遭遇内忧外患

百思买绝处觅生机

艺术品市场遭遇寒流

秋拍行情前途未卜

04�机构解盘

磨底进行时

反转未可期

消费股溃败

是否“最后一跌”

周末特稿

漫画/张骊浔

下周主题投资热点

李波

本报记者

品牌中餐板块

中国烹饪协会日前发布的调查报告显

示， 今年上半年中国餐饮业营业额增速同

比回落

3

个百分点， 成为除

2003

年因

SARS

因素外本世纪以来的最低值。其中，大型快

餐连锁企业营业额今年上半年同比增幅

10%

左右。 新门店扩张完成计划的比例仅

为

20%

至

30%

， 说明餐饮业同样受宏观经

济影响。 但全聚德日前公布的半年报业绩

快报显示， 今年上半年的营业收入同比增

长

14%

，净利润增速则达

37%

，说明中餐品

牌企业有望度过经济寒流， 从而彰显品牌

优势， 意味此类个股有望成为多头抱团取

暖的避风港。

在操作中， 建议投资者积极关注中餐

业上市公司的龙头企业， 如湘鄂情、 全聚

德。对中华老字号的西安饮食、酒店餐饮业

占比较重的华天酒店等品种也可跟踪。

� � � �本周涨幅

23.46%

。 公司公告称拟投资

4000

万元

对云南迪晟稀土综合回收利用公司进行增资扩股，

意味着该公司涉足稀土业。

（000976）春晖股份

（002043）兔宝宝

� � � �本周涨幅

19.89%

。 该股在近期的上涨主要得益

于两点：一是公司高管积极增持，二是控股股东拥

有大片林地。

（002476）宝寞股份

� � � �本周涨幅

21.14%

。 由于公司涉足石油业务，不

甘寂寞的游资将该股与页岩气概念挂上钩。

（002513）蓝丰生化

� � � �本周涨幅

19.34%

。 公司是以光气为原料的农

药生产企业，由于光气具有高毒性，该公司业务

具有较宽的“护城河”。

（300279）和晶科技

� � � �本周涨幅

28.77%

。 公司在物联网特别是智能

家居领域已经开展相关研究， 驱动股价持续冲击

涨停板。

（600365）通葡股份

� � � �本周涨幅

16.63%

。 公司在本周摘帽摘星，且

适逢东北亚区域经济题材刺激， 故该股股价持续

回升。

� � � �本周涨幅

21.48%

。 又是稀土，公司主业将转型

为稀土开采。所以，该股一度持续飙升。但置入资产

面临媒体质疑。

（600392）ST天成

� � � �本周涨幅

25.92%

。 公司日前公告称，证监会恢

复审核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受此影响，该股股

价持续涨升。

（600562）ST高陶

� � � �纵观

A

股历次大小底部，“强势股补

跌”几乎都是市场见底的重要信号，也经

常被视作“最后一跌”的代名词。本周五，

盘面上一个重要特征便是食品饮料、医

药、 农林牧渔等前期强势的消费股出现

大幅补跌。在

2100

点关口，“补跌”的大面

积启动是否预示着下跌趋势已近尾声？

受益防御特征明显、中报业绩优异、

经济转型推升消费需求等多重利好，此

前“吃药喝酒”行情风生水起，不少个股

股价逆势创出新高。同时，在国际农产品

价格持续上涨的带动下，

7

月以来， 农林

牧渔板块异军突起，成为继药、酒之后新

的弱势明星。

然而，在宏观经济增速持续下行、通

胀见底压缩货币放松空间、 外汇占款增

速下降牵出流动性拐点的背景下， 大盘

弱势难改。因此，不论是基于抱团取暖风

险的积聚，还是投资者“见好就收”的心

理，抑或资金“削峰填谷”的本能，消费股

的结构性行情在演绎到极致之后必然面

临物极必反的补跌命运。

实际上，补跌并不是在本周五才拉

开序幕， 前期强势股自

7

月起就开始陆

续出现补跌信号。

7

月中旬，白酒股开始

了长达半个月的补跌之旅； 而

7

月

25

日

起，农林牧渔和医药股也出现了连续一

周的调整。 可以说，正是这三大前期强

势板块的补跌，强化了市场超跌反弹的

动能， 从而引发了大盘

8

月初启动的反

弹行情。

需要指出的是， 相较前期与指数的

持续背离，白酒、医药、农林牧渔板块

7

月

中下旬的补跌并不充分。 因此，

8

月反弹

行情的迅速夭折， 除了与宏观环境的低

迷息息相关之外，强势板块补跌不到位、

反弹空间释放不充分也是关键原因。 此

外，

8

月以来周期板块并没有太大作为，

而以医药为代表的消费股则再度卷土重

来，领涨市场。

A

股底部浮沉

□

本报记者 丁冰

“经济困难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

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日前调研时作出

上述表态。 近期公布的

7

月进出口数据、

信贷数据、 工业增加值、

PPI

等都表现疲

弱，低于市场预期。但我们当下更需关注

的，是经济转型和政策松动的实际效果。

当前依靠房地产和地方政府支持的

旧经济模式正在逐步退出， 民间投资和

大众消费驱动的新模式正在酝酿， 这虽

然决定了经济筑底过程较为缓慢， 但也

意味着经济新增长周期开启已不遥远。

此外， 去年三季度我国经济已出现

明显减速趋势，从基数效应来看，今年三

季度部分经济数据同比企稳回升概率在

加大。

A

股本周下移至

2100

点， 展开拉锯

战。

16

日更是出现少于

400

亿元的成交地

量，前期强势股开始补跌，市场人气降至

冰点。 但基于经济或与三季度阶段性企

稳的判断， 加之

8

月底中报披露结束，业

绩风险释放完毕， 部分机构已不再纠结

于“

2100

点是否底部”，他们正调整思维，

准备迎战三季度末可能出现的一波反弹

行情。

不过， 需要警惕的是，

8

月以来国内

农产品价格持续反弹， 国际大宗商品价

格也延续了

7

月的反弹走势，这导致市场

对于货币政策放松的预期出现摇摆，可

能制约市场反弹动力。

美国房地产市场近来底部企稳趋势

正日益巩固，

7

月新屋开工量同比大幅上

升

21.5%

。 这对于仍处于不确定中的美

国经济而言，无疑是一颗“定心丸”。

（下转06版）

熊市谋利魔高一尺

“谣言式” 做空匕现

□

本报记者 蔡宗琦

“券商股真的是躺着也

中枪！ ”在整个板块经历过一

场闹剧式袭扰后， 一次分析

师聚会上有人如是点评，连

带受伤的还有力荐券商股的

分析师———券商股毫无预期

和理由的跳水让他们疲于应

付买方追问， 却又难以说出

个所以然。

“市场正在起变化。 ”一

位不幸“中枪”的上市公司高

管， 在回应中国证券报记者

“股价跳水当天到底发生了

什么”时再三强调。从中信证

券到张裕

A

， 融券卖空———

传闻肆虐———等待澄清再买

券赎回， 这样一条熊市谋利

的路径正日益清晰。“造谣卖

空获利手法值得关注， 特别

是在转融通推出前夕应提高

警惕。 ”

踩踏事故

13

日上午， 一家基金公

司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分析师

在

MSN

上跟朋友抱怨当天盘

面无比沉闷———券商股和保

险股在缓慢下跌，“涨了这么

久，也该调一调吧？ ”他想。

但

11

点刚过，盘面变得

微妙。 “有券商分析师的电

话就打了过来，‘有没有听

说出事了？ ’”他顿时精神抖

擞起来，向各位圈中好友发

出“求八卦”的信息。不一会

儿传闻汇集起来，初步结论

是上午金融股低迷主要是

市场普遍担心金融政策会

发生变化。

“那为何银行股不跌？ ”

这位分析师俨然不愿意相

信这条传闻。 这时，当日一

直缓慢下滑的券商龙头股

中信证券半个小时内快速

下挫近

1.5%

。

是日下午， 各种消息开

始快速发酵。 其中最具爆炸

性的一条当属“中信高管出

事被带走”， 更有传闻称其

海外投资巨亏，一家持有较

多券商股的基金一边核实

传闻，一边减仓手中的多只

券商股。 “我们本来就对行

情不乐观，更何况很多传闻

一时半会儿无法核实，券商

股上半年浮盈还在，落袋为

安自然是首选。 ”一位基金

经理称。

“基金公司现在是惊弓之

鸟。 ” 有券商分析师透露，

13

日，特别是下午多家基金公司

集体减仓券商股，最终导致券

商股放量下跌，而龙头股罕见

的跳水更是让一些不明就里

的散户资金夺路而出。

14

日，尽管中信证券通

过媒体否认前述传闻 ，惊

魂未定的资金依然盯着券

商股的开盘： 再次快速跳

水近

4%

。 此时， 头一天还

模糊的一句“海外巨亏”开

始“清晰 ”起来 ，有媒体及

市场人士在网络上透露 ，

中信证券收购的里昂证券

投资欧债出现亏损， 其员

工大量流失。

“回头看，这就像有人放

了点烟雾，说商场起火啦！大

家要保命纷纷往外逃， 还有

几个被踩踏受伤的， 结果出

来一看连个火星子都没有。 ”

前述分析师说道。

分析师大跌眼镜

虽说传闻主要围绕中信

证券打转， 但其他券商股这

几天也遭大幅减持。

不少债券专业

户坦言，自从股市转

战债市以来，年年盈

利，目前债市虽然已

经进入“牛尾”阶段，

但还有机会。

� � � �本周的几个典型卖空案例已进入监管视

野，相关上市公司负责人称，“被稽查是早晚的

事，通过造谣盈利难持久。 ”

周末特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