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龙摆尾”惊现 “破双头”行情有望开启

本报记者 贺辉红

龙年的最后一个月，市场注定不会平静。在上周五的惊魂一

跳之后，本周一股市迎来了惊艳一弹。

从消息面的情况来看，监管层释放的提高RQFII和QFII投资额度

预期，被分析人士认为是市场大幅反弹的主要原因。市场的强劲反弹

也强化了两种逻辑，即人民币持续升值和国内核心资产再次重估。这

两种逻辑强化后，市场又会营造出三种氛围，即市场思维多头化、市

场格局多样化、市场行为活跃化。 分析人士称，希望大盘不要跑得太

快，跑快了容易衰竭，市场需要稳步前行。

主流资金介入较深

空头还未来得及庆祝，上周五的大幅度调整成了本周一暴涨的背景。 从技术上来看，上证综指在2300点附近

短暂调整之后，回抽2012年年初做出的“双头颈线”后，展开报复性反弹，并由此展开“破双头”之旅。

单从盘面情况来看，自1949点反弹以来的这波行情，具备以往典型的牛市初期特征。 从以往的行情来看，每一

波大级别行情的起点，都是从大盘蓝筹股开始的；在大盘蓝筹股估值得到提升之后，市场趋于活跃，成长股开始显

示威力，行情进一步深化；最后是题材股“群魔乱舞”，行情慢慢走向终结。 这一波行情很明显是由银行、地产等传

统蓝筹发动的，从其涨幅和换手率来看，资金介入的程度非常深。 像14日的平安银行，放巨量涨停，这是一个非常

明显的强势信号。

分析人士认为，就目前而言，这些资金如果仅仅只是做多性质的，很难在蓝筹股中全身而退。 当然，也存在另

外一种情况，那就是部分对冲性质的资金，可以在蓝筹股出现高估的情况下，以融券或股指期货对冲的手段撤离。

但数据显示，目前融券数量还不多，股指期货仍处于多头强势之中。 这都是指数破除“双头”的基础。

那么，市场能否破除“双头”呢？ 分析人士认为，不排除这种行情发生。 首先，从保险资金的成本和仓位情况来

看，有分析认为，保险资金有过两次比较密集的建仓：一是2500点至2600点一线；二是2000点以下。 按照这种分析

推断，目前市场刚刚突破保险资金的成本线。 在宏观经济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背景下，市场向上的阻力会下降。

其次，从资金价格的走势来看，近一个月股市大涨，但资金面似乎并未见紧张迹象。 中国票据网的数据显示，

近段时间的票据直贴利率稳中略降，元旦之后，从4.95%左右水平下降至日前的4.4%左右水平。 上海银行间拆借利

率也较为平稳。 有市场人士猜测，信贷规模未明显宽松，资金价格却表现平稳，这或许是影子银行资金回流表内所

致。 这种情况若持续，股市仍存上涨动力。

市场更需稳步前行

一直以来，市场存在一种明显“趋势偏好”，即涨时偏多，跌时偏空。 但没有只涨不跌的市场，也没有只跌不涨

的市场。如果要试图找出市场高位，那么近期反弹行情的高位在哪里？这或需从核心资产的估值去找，因为这波行

情就是从核心资产上涨开始的。

一些专业人士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这一轮蓝筹股（也即中国的核心资产）的上涨是由QFII发动的。2012年8月

起，的确有QFII开始慢慢建仓国内银行股。 QFII之所以会发动这波行情，是基于两个逻辑：一是人民币升值的逻辑，

二是国内资产便宜。

近期人民币汇率连创新高，维持强势格局。 招商证券宏观经济研究员谢亚轩表示，此前困扰多时的外汇市场

“涨停”现象并未再现，市场成交量非常活跃。人民币升值预期在上周也打破僵局，出现快速攀升势头。若再联系监

管层最新表态，未来RQFII的额度有望大幅度提升。境外资金可能进一步流向国内。这就为国内核心资产的重估创

造了较好的条件。

那么，国内核心资产到底应该处于一个怎样的估值水平才算合理？ 以银行股为例，一位长线投资者表示，如果

按照整个银行业未来10年的现金量来估算，以8%为折现率，算其永续价值，并对比海外银行股的估值水平，2012

年、2013年银行股的合理估值应在6倍左右水平。 事实上，很多银行股去年全年的平均估值远远低于这个水平，不

少银行股的估值甚至只有3倍。 经过这一轮上涨之后，目前民生银行和兴业银行两只涨幅较大的银行股估值为6.3

和6.2倍，若2013年仍能保持20%的业绩增长，则银行股仍存上涨空间。 另有投资人士表示，即使按现在的股价计

算，民生银行2015年的估值只有3倍，目前股价仍非常便宜。

有一种观点认为，并不需要银行股大涨，只要它们不跌，市场就会持续活跃下去。 假如银行股真的快速上涨

20%，反而可能消耗市场上过多的存量资金。若加上前期介入的资金想通过期指或融券从蓝筹股撤退，市场到时候

或将再现雪崩。 市场不需要爆发式上涨，更需要稳步前行。

盯紧两大变盘信号

从目前的市场气氛来看，多头思维逐渐占据上风，若反弹行情深入，多头思维很快会主导市场，板块轮动将全

面展开，资金会越来越活跃。 持续上涨的行情会让投资者放松对风险的警惕，就像久跌的市场让人对反弹反应迟

钝一样。 分析人士认为，无论市场涨到什么地步，一定要盯紧两大变盘信号：一是市场上主流机构对市场走势的态

度以及他们的仓位；二是市场成交量。

从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的情况来看，上周末，一度传出基金仓位高企，股票型基金仓位已经达到85%以上的消

息。但从基金公司反馈的情况来看，基金仓位似乎没有如此之高。基金公司目前对市场的分歧仍然很大，特别是对

银行和地产。

有基金公司认为，银行的坏账率开始走高，未来不可能保持高成长，地产则时刻面临更加严厉的调控，更为重

要的是，这两个板块近期已经涨幅惊人。 基金并未一致看多，私募也是如此。 从以往的惯例来看，有分歧的市场才

是健康的市场，看法不一致，才有上涨空间。

从成交量的情况来看， 目前需要警惕的是市场突然放巨量， 以往每一波反弹都结束于放出天量之后。 比如

2009年的3478点，2010年的3186点，在这些点位之前都有单日巨量成交发生。 在市场放出巨量之后，指数可能仍会

反弹，但风险已经暴露，进入到撤退阶段。 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市场仍处于温和放量阶段，且量能主要集中在金融

股上，有色、煤炭等强周期类个股并未有太好表现。 分析人士认为，按行情的发展脉络，强周期个股强势表现的时

候是最需要警惕的时候。 目前，市场处于最具可操作性阶段，盘面有足够的对手盘，时点上又处于故事多发阶段，

买货之后不用担心卖不出去。

证券简称 最新收盘价（元）

14

日涨跌幅（

%

） 市盈率

(PE,TTM)

市净率 最新总市值（元）

三维丝

10.29 10.05 84.45 2.57 963,144,000

先河环保

15.25 10.03 55.57 2.67 2,379,000,000

菲达环保

13.09 10.00 79.73 3.40 1,832,600,000

聚光科技

14.47 8.07 33.82 3.78 6,439,150,000

永清环保

27.40 7.87 65.92 4.64 3,659,544,000

龙净环保

23.55 7.63 19.36 2.12 5,035,225,500

九龙电力

12.82 7.28 66.93 2.46 6,562,207,193

国电清新

17.78 5.77 49.51 2.52 5,262,880,000

大气治理相关概念股市场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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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军工概念升温 主题投资崭露头角

□本报记者 曹阳

京津冀等地持续多日的雾霾天气，引

发了各界对污染治理问题的广泛关注。 业

内人士认为， 空气污染严重或倒逼环保产

业政策加速出台。这种预期刺激了

A

股相关

个股，

14

日多只环保股开盘即冲击涨停板。

预计后市

A

股或形成“权重搭台，题材唱戏”

的格局，环保股仍有继续反弹空间。

雾霾围城 环保崛起

有检测数据显示，近期北京几乎所有

区域的大气都处于严重污染，

PM2.5

指数

大幅超标。 业内人士认为，环保产业特别

是大气治理方面的政策有必要加速出台，

这种预期对

A

股中的“环保股”起到了直

接刺激作用。

14

日，多只环保股开盘即冲击涨停板，

其中三维丝一字涨停， 先河环保与菲达环

保盘中虽一度打开涨停板， 但买盘蜂拥而

至，收盘仍牢牢封住涨停板。 主营业务为脱

硫脱硝业务的聚光科技、 龙净环保和九龙

电力分别上涨

8.07%

、

7.63%

和

7.28%

。

业内人士指出，近期多地雾霾袭城的

消息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具备节能环保

概念的股票后市仍存继续反弹的空间。

这主要源于政策层面对大气治理相关行

业的长期支持。 此前，由环保部牵头制定

的《重点区域大气污染“十二五”规划》已

获国务院批准，随着相关政策的落实，从

事大气污染防治的有关公司将从中获益。

此外，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日前表示，发

改委已经起草《关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

意见》，将会同有关部门一起做好生态文

明建设的顶层设计工作。 环保部部长周

生贤曾表示，“十二五” 期间， 要治理以

PM2.5

为特征的污染。 在大气监测领域具

有较好技术基础的

A

股上市公司，有望在

新政策下受益。

权重搭台 题材唱戏

周一，在管理层意欲进一步扩大

QFII

和

RQFII

额度的消息提振下，沪深两市重

返升势，沪指一举收复

2300

点整数关口。

在指数再上一层楼的背景下，两市题材概

念股可谓遍地开花。 这从

14

日环保股的

强势上涨可见一斑。

业内人士指出，在上证综指持续上涨

近

400

点之后，指数继续涨升的动能有所

下降，未来

A

股或形成“权重搭台，题材唱

戏”的格局。

从

14

日的市场表现来看，各类题材股

依然是市场中表现最活跃的份子。 首先，

雾霾天气的持续加速了环保股的反弹。

其次，军工、船舶股普遍上涨。 近期高层

对船舶、航空行业密集调研，有意加大对

上述行业的扶持力度。国家多个部委正研

究制定《“十二五”后三年

(2013-2015)

船

舶工业行动计划》， 将对重点企业加大财

政、金融、税收方面的支持力度。 再次，高

送转题材热度不减，保税科技、德威新材、

乐通股份、得利斯和湘鄂情等多只股票在

公布高送转预案后均封死涨停板。

可见，只要市场强势格局不改，题材

股“起舞”仍将大概率延续，而高送转预

期、业绩上修、政策出台以及突发性事件

都可能成为题材股爆发的导火索。

兴业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张忆东表

示，在主题投资方面，可重点关注环保、智

慧城市、 军工以及受益于对民营资本放松

管制的通信和金融服务等。 特别是我国中

东部地区连续数天出现大范围雾霾天气，

空气污染严重，可能会推动环保政策出台。

有业内人士指出， 上证综指在站稳

2300

点整数关口后可能会震荡整固。 在

此期间，市场预计会呈现出“权重搭台，

题材唱戏”的格局，题材股将继续成为市

场热点。

基金经理：反弹超预期 反转难定论

□本报记者 曹乘瑜

1

月

14

日上证综指一举收复上周五的

失地。 公募、私募基金人士认为，

14

日的

反弹有些超出预期，目前行情的主要支撑

力量来自于投资者对改革的信心，但基本

面仍存较大不确定性，市场究竟是反弹还

是反转尚难定论。 不过，受信心支撑，短

期内行情将继续冲高，可关注一些行业景

气度回升的板块。 同时，军工和环保节能

主题投资行情将持续上演，投资者在短期

内可继续关注。

反弹力度出人意料

1

月

14

日，上证综指大涨逾

3%

，报收

2311

点，创出反弹以来新高。 其中，金融、

交运设备、电子、医药生物、机械设备、信

息设备及化工板块涨幅居前。

对于近期股市的跌宕起伏，一些机构

投资者表示“看傻了眼”，部分公募、私募

基金人士表示，上周五的回调比较正常，

但

14

日市场的反弹出乎意料。 朱雀投资

高级合伙人王欢表示，本来以为随着前段

时间的上涨，行情将向纵深发展，市场将

出现行业差异， 但

14

日的反弹有些超预

期。 和聚投资高级合伙人于军认为，只能

说市场比想像的更有信心，上周五的回调

是为了让增量资金进入。

金融股是

14

日逼空主力军。申万金融

服务指数全日大涨

5.11%

，涨幅居申万一

级行业指数涨幅榜首位，平安银行、国金

证券强势涨停。 这一表现让人不禁要问，

是否又一轮行情将开启，权重股或再次成

为先锋？受访的公募、私募人士认为，目前

并不能盲目乐观，市场究竟是反弹还是反

转尚无定论。

北京某中型基金公司基金经理表示，

14

日的上涨“感觉涨得有点多”，政策和业

绩目前还有很多不确定性，需等宏观数据

出来再作判断。 于军表示，目前股市上涨

仍是基于投资者对改革的信心，行情能否

长期持续还要看收入分配、土地流转等大

的改革动作能否出现。

看好军工环保板块

虽然对市场是否出现反转充满质疑，

但不少公募、私募基金人士表示，在宏观数

据出来前， 市场表现仍将延续主题炒作和

板块轮动，建议投资者继续保持高仓位。

金鹰基金认为，从历次行情启动初的

首次调整情况看，

14

日仅

3%

的调整幅度

并未到位，预计市场可能在亢奋情绪下继

续上冲，短期仓位可中性略偏高，板块方

面建议均衡配置银行、地产，继续看好消

费品中的商业、纺织服装及自下而上寻找

的业绩超预期成长股，主题方面持续看好

军工、节能环保及城镇化等。

某基金经理持相同建议，他表示可以

关注一些景气度迅速恢复的行业，例如汽

车、金融、地产。

博时基金表示，看好早周期的金融、地

产、 汽车以及符合内需拉动方向的消费板

块。 随着政府进一步落实稳增长的政策措

施，原材料板块投资机会将阶段性出现。

对于

14

日受行业消息及一些事件性

驱动而表现较好的军工、生物制药、环保

板块，私募人士表示仍然看好。于军认为，

一方面， 一批新武器装备列装速度在加

快；另一方面，军工航空企业正推进资产

证券化。经过

2011

年、

2012

年的低谷，

2013

年将是军工股的大年，尤其是航空股值得

关注。在节能环保领域，于军认为，由于手

机和电子消费品进入更换期，固体废弃物

的处理值得关注。

对于中期行情，金鹰基金表示，需密

切关注两会时各项政策推进及基本面演

进情况。 配置上倾向均衡策略，盯住中大

盘股，以价值成长股谋超额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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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２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

据以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２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９０

，

７９６．０８ ８０

，

８３７．８８ １２．３２

营业利润

１１

，

０５４．８１ ２４

，

８４１．７５ －５５．５０

利润总额

１２

，

１７４．９１ ２５

，

４０１．０１ －５２．０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０

，

９７７．１２ ２２

，

０４９．９３ －５０．２２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３４ ０．６８ －５０．０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７．１４％ １５．９１％

减少

８．７７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２５４

，

９９０．２３ ２４８

，

２７０．１６ ２．７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１５８

，

５４７．５０ １４９

，

０１９．９１ ６．３９

股本

３２

，

４１７．９０ ３２

，

４１７．９０ 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４．８９ ４．６０ ６．３０

注：以上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期初数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生产经营正常，主营业务收入有所增长。

营业利润比上年同期大幅下降， 原因是

２０１１

年度原全资子公司四川奥深达资源投资

开发有限公司转让所持黑水冰川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出资，获得投资收益

９９２８．９２

万元，

而

２０１２

年度没有类似收益。

三、备查文件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

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月１４日

股票简称：丰东股份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３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１

江苏丰东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前次业绩预告情况：

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披露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预计

２０１２

年度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为

１０％～２０％

，

２０１２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为

５

，

３４０．３６

万元

～５

，

８２５．８４

万元。

３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

其他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

０％～１０％

盈利

：

４

，

８５４．８７

万元

盈利

：

4,854.87

万元

~5,340.36

万元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如适用）

本期业绩预告修正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由于个别客户内部厂房与设备配套的基础设施延误等原因，公司原先预

计完成验收的项目未能如期确认收入。

四、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估算的结果，具

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拟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８

日披露的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为准。

２

、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业绩预告修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诚挚的歉

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丰东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月１５日

市场更需稳步前行

一直以来，市场存在一种明显“趋

势偏好”，即涨时偏多，跌时偏空。但没

有只涨不跌的市场， 也没有只跌不涨

的市场。如果要试图找出市场高位，那

么近期反弹行情的高位在哪里？ 这或

需从核心资产的估值去找， 因为这波

行情就是从核心资产上涨开始的。

一些专业人士告诉中国证券报记

者，这一轮蓝筹股（也即中国的核心资

产）的上涨是由

QFII

发动的。

2012

年

8

月起， 的确有

QFII

开始慢慢建仓国内

银行股。

QFII

之所以会发动这波行情，

是基于两个逻辑： 一是人民币升值的

逻辑，二是国内资产便宜。

近期人民币汇率连创新高， 维持

强势格局。 招商证券宏观经济研究员

谢亚轩表示， 此前困扰多时的外汇市

场“涨停”现象并未再现，市场成交量

非常活跃。 人民币升值预期在上周也

打破僵局，出现快速攀升势头。若再联

系监管层最新表态，未来

RQFII

的额度

有望大幅度提升。 境外资金可能进一

步流向国内。 这就为国内核心资产的

重估创造了较好的条件。

那么，国内核心资产到底应该处

于一个怎样的估值水平才算合理？ 以

银行股为例， 一位长线投资者表示，

如果按照整个银行业未来

10

年的现

金量来估算，以

8%

为折现率，算其永

续价值，并对比海外银行股的估值水

平，

2012

年、

2013

年银行股的合理估

值应在

6

倍左右水平。 事实上，很多银

行股去年全年的平均估值远远低于

这个水平，不少银行股的估值甚至只

有

3

倍。 经过这一轮上涨之后，目前民

生银行和兴业银行两只涨幅较大的

银行股估值为

6.3

和

6.2

倍， 若

2013

年

仍能保持

20%

的业绩增长， 则银行股

仍存上涨空间。 另有投资人士表示，

即使按现在的股价计算， 民生银行

2015

年的估值只有

3

倍， 目前股价仍

非常便宜。

有一种观点认为， 并不需要银行

股大涨，只要它们不跌，市场就会持续

活跃下去。 假如银行股真的快速上涨

20%

， 反而可能消耗市场上过多的存

量资金。 若加上前期介入的资金想通

过期指或融券从蓝筹股撤退， 市场到

时候或将再现雪崩。 市场不需要爆发

式上涨，需要稳步前行。

“龙摆尾” 惊现 “破双头” 行情有望开启

□本报记者 贺辉红

龙年的最后一个月，市场注定不会平静。 在上周五的惊魂一跳之后，本周一股市迎来了惊艳一弹。

从消息面的情况来看，监管层释放的提高

QFII

和

RQFII

投资额度预期，被分析人士认为是市场大幅反

弹的主要原因。 市场的强劲反弹也强化了两种逻辑，即人民币持续升值和国内核心资产再次重估。 这两

种逻辑强化后，市场又会营造出三种氛围，即市场思维多头化、市场格局多样化、市场行为活跃化。 分析

人士称，希望大盘不要跑得太快，跑快了容易衰竭，市场需要稳步前行。

主流资金介入较深

空头还未来得及庆祝， 上周五的

大幅度调整成了本周一暴涨的背景。

从技术上来看， 上证综指在

2300

点附

近短暂调整之后， 回抽

2012

年年初做

出的“双头颈线”后，展开报复性反弹，

并由此展开“破双头”之旅。

单从盘面情况来看，自

1949

点反

弹以来的这波行情， 具备以往典型

的牛市初期特征。 从以往的行情来

看，每一波大级别行情的起点，都是

从大盘蓝筹股开始的；在大盘蓝筹股

估值得到提升之后， 市场趋于活跃，

成长股开始显示威力，行情进一步深

化；最后是题材股“群魔乱舞”，行情

慢慢走向终结。这一波行情很明显是

由银行、地产等传统蓝筹发动的，从

其涨幅和换手率来看， 资金介入的

程度非常深。 像

14

日的平安银行，放

巨量涨停， 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强

势信号。

分析人士认为，就目前而言，这些

资金如果仅仅只是做多性质的， 很难

在蓝筹股中全身而退。 当然，也存在另

外一种情况， 那就是部分对冲性质的

资金， 可以在蓝筹股出现高估的情况

下， 以融券或股指期货对冲的手段撤

离。 但数据显示， 目前融券数量还不

多，股指期货仍处于多头强势之中。这

都是指数破除“双头”的基础。

那么，市场能否破除“双头”呢？

分析人士认为， 不排除这种行情发

生。 首先，从保险资金的成本和仓位

情况来看，有分析认为，保险资金有

过两次比较密集的建仓：一是

2500

点

至

2600

点一线；二是

2000

点以下。 按

照这种分析推断，目前市场刚刚突破

保险资金的成本线。 在宏观经济不发

生系统性风险的背景下，市场向上的

阻力会下降。

其次， 从资金价格的走势来看，

近一个月股市大涨，但资金面似乎并

未见紧张迹象。中国票据网的数据显

示，近段时间的票据直贴利率稳中略

降，元旦之后，从

4.95%

左右水平下

降至日前的

4.4%

左右水平。 上海银

行间拆借利率也较为平稳。有市场人

士猜测，信贷规模未明显宽松，资金

价格却表现平稳，这或许是影子银行

资金回流表内所致。 这种情况若持

续，股市仍存上涨动力。

■ 记者手记

十面“霾”伏

□本报记者 官平

“往年还能忍受，今年这么

严重的雾霾真是少见，工作、生

活都被搅得一团糟。”前两天刚

从海南旅游回到北京的白领郭

红霞“吐槽”，这天气真倒胃口。

听说大家都在抢购口罩， 自己

家里也是人手一个， 看家里有

老人孩子又从网上淘了个昂贵

的空气净化器。

根据有关部门

14

日通报，

北京地区空气重污染持续时间

达到了

5

天。造成此次重污染的

根本原因是燃煤、 机动车、工

业、 扬尘， 这些污染源排放量

大。也不只是北京，连日来从东

北到西北， 从华北到中部乃至

黄淮、江南地区，都出现大范围

的污染。

“大气污染严重到什么程

度？ 在外面稍待久点儿，鼻孔

就黑乎乎的。 ”住在北京朝阳

区芍药居的郭红霞平时坐公

交上班，这两天为了少呼吸点

污浊空气，只好打车上班。 粗

略一算，真是“大出血”了：

5

个

PM2.5

口罩

160

元，一个空气净

化器

3000

多元，原本一天公交

费仅需

8

毛钱， 打车得花七八

十元，加起来是一笔不小的额

外支出。

郭红霞是从事 金 融 工

作，

14

日早盘股市冲破 “阴

霾”大幅上涨，环保板块强势

领涨。 截至收盘，有

PM2.5

检

测概念的上市公司创元科技、

空气检测概念的先河环保、

抗菌口罩概念的龙头股份均

强势涨停。

郭红霞认为， 上市公司

在

IPO

时，都有上市环评这个

环节， 但上市后对其生产过

程的环保监管力度有待加

强。 如前两年的紫金矿业污

染事件，信息披露不及时、不

对称， 地方政府相关人员也

成了“保护伞”，其实资本市

场是可以对上市公司进行一

些引导的。

“往年冬季也常出现类似

大范围雾霾天气，只是这次因

为一些外部原因（根本原因是

污染物排放）导致这么严重的

污染。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

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说，严

重雾霾天气影响了人们的工

作生活，也让民众和有关部门

深刻认识到污染的严重性。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常年

法律顾问高尚涛表示，与世界

上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环境立

法相对来说较为先进，也比较

周全，但法律法规并没有遏制

住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主要

是观念问题。 口头上喊环保，

但实际上大多是 “先污染、后

治理”，

GDP

等数字是政府官

员考核体系的主要指标。 “不

能说公民和政府没有环保意

识，只是公民环保意识方面落

实得比政府好。 现在中国处于

一个转型期，官员考核体系应

该尽快改变。 ”

盯紧两大变盘信号

从目前的市场气氛来看， 多头思

维逐渐占据上风，若反弹行情深入，多

头思维很快会主导市场， 板块轮动将

全面展开，资金会越来越活跃。持续上

涨的行情会让投资者放松对风险的警

惕， 就像久跌的市场让人对反弹反应

迟钝一样。 分析人士认为，无论市场涨

到什么地步， 一定要盯紧两大变盘信

号： 一是市场上主流机构对市场走势

的态度以及他们的仓位； 二是市场成

交量。

从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的情况来

看，上周末，一度传出基金仓位高企，

股票型基金仓位已经达到

85%

以上的

消息。但从基金公司反馈的情况来看，

基金仓位似乎没有如此之高。 基金公

司目前对市场的分歧仍然很大， 特别

是对银行和地产。

有基金公司认为， 银行的坏账率

开始走高，未来不可能保持高成长，地

产则时刻面临更加严厉的调控， 更为

重要的是， 这两个板块近期已经涨幅

惊人。基金并未一致看多，私募也是如

此。从以往的惯例来看，有分歧的市场

才是健康的市场，看法不一致，才有上

涨空间。

从成交量的情况来看， 目前需要

警惕的是市场突然放巨量， 以往每一

波反弹都结束于放出天量之后。 比如

2009

年的

3478

点，

2010

年的

3186

点，在

这些点位之前都有单日巨量成交发

生。 在市场放出巨量之后，指数可能仍

会反弹，但风险已经暴露，进入到撤退

阶段。 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市场仍处于

温和放量阶段， 且量能主要集中在金

融股上，有色、煤炭等强周期类个股并

未有太好表现。分析人士认为，按行情

的发展脉络， 强周期个股强势表现的

时候是最需要警惕的时候。 目前，市场

处于最具可操作性阶段， 盘面有足够

的对手盘， 时点上又处于故事多发阶

段，买货之后不用担心卖不出去。

2012年以来上证综指走势

IC图片 合成/韩景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