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牛点牛

（

300303

）聚飞光电：本周上涨

36.19%

。得益于

LED

背光源业务量大增，公

司业绩快速增长，是目前

LED

产业为数不多的业绩优良公司。

（

300071

）华谊嘉信：本周上涨

34.51%

。收购三家广告公司股权，意味着公

司奠定外延式增长的路径，说明管理层锐意进取的态度。

（

300219

）鸿利光电：本周上涨

34.12%

。公司在巩固

LED

照明市场的同时，

积极拓展

LED

背光源，意图拓展新的业绩增长点。

（

600890

）中房股份：本周上涨

33%

。 控股股东变更引起市场关注，这往往

意味着公司主营业务或者业务规模有望获得长足发展。

（

600703

）三安光电：本周上涨

32.45%

。 由于

LED

照明产业化前景渐趋乐

观，因此，近期热钱对

LED

产业股予以围追堵截。

（

002681

）奋达科技：本周上涨

32.11%

。主营电声产品，属消费电子产业链

重要环节。 由于智能终端设备渗透率提升，公司产品销售趋势乐观。

（

002683

）宏大爆破：本周上涨

29.76%

。 近期爆破行业明显有新增资金介

入，说明该行业有一定的产业转机，而该股是行业龙头。

（

002305

）南国置业：本周上涨

28.41%

。该股的亮点有两个，一是商业地产

受调控政策影响较低，二是水电集团地产公司的介入拓展了发展空间。

漫画 张骊浔

（下转06版）

新房价格居高不下 供给大幅缩减

北京刚需遭遇排号潜规则

□

本报记者 张敏

手握

60

万现金的董姗

（化名），居然在北京买不到

一套中意的新房。

从去年末开始，董姗和

男友就开始在北京各处看

房，最近半年来，他们相继

看中了位于通州区、大兴区

和房山区的

5

个项目， 并分

别排号。 其中两个项目在今

年

3

月和

4

月开盘，并很快被

抢购一空，由于“限价令”的

因素，另外三个项目的开盘

日期迟迟不能确定。 眼看婚

期将近，董姗颇为着急，“我

必须得找找关系了，哪怕花

点钱也行。 ”

在行政手段的高压下，

尽管在表面上看当前北京房

价维持平稳，但实质却是供

需双方的进一步失衡。 非市

场化的调控手段，让北京楼

市走向更加扑朔迷离。

焦虑的买房客

“我们也不知道何时开

盘，如果你想买的话就等着

吧，开盘时会通知你。 ”

5

月

16

日下午，董姗终于收到了

销售人员冷淡的回复短信。

她的询问信息，早在前一天

就发出了。

董姗对这种态度又生气

又无奈。她清楚地记得自己在

年初看房时的情形：同样是这

个业务员，端茶倒水，笑脸相

迎，随后还不断打电话、发短

信，告知项目的开盘日期和价

格等信息。 不到三个月，就变

成了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似

乎对自己毫不在乎。

在董姗的看房经历中，

对这种态度的转变已见多

不怪。 “有些项目的售楼处，

去了以后都没人接待，好不

容易找到个售楼员，却一问

三不知。 ”

站在市场供需的角度，

不难理解销售人员态度的

转变。 自今年

3

月调控楼市

的“新国五条”出台以来，北

京房地产市场的新房供应

迅速减少。 根据北京市住建

委的数据， 今年

4

月住建委

仅批准了

22

个楼盘的预售

许可申请，同比下降

18.5%

，

实际开盘量比原计划减少

了

30%

以上。 相比庞大的购

房大军，北京楼市已经完全

进入卖方市场。

与之相应的， 是买方日

渐焦急的心态。 董姗所询问

的这个项目位于大兴区，原

定于今年

3

月开盘，但时间一

再推迟，价格更是难以确定，

这让她心里没底。

最近半年来， 董姗几乎

考察了北京五环外的所有新

盘， 并从亲戚朋友处筹到一

些钱，准备买房。

让她失望的是， 那些广

告上说得天花乱坠的房地产

项目不是太远就是太贵，好

不容易看中一个性价比高的

项目， 却发现排号的队伍可

以站满四条街。

董姗所中意的上述大兴

区项目，开盘计划释放

600

套

房源，但已经排到

4000

多号，

达到蓄客目的的开发商最近

已经封号，不再接受认购。另

一个房山区的项目， 拟推出

500

套房源，认购人数也已超

过

3000

。

董姗在这两个项目都排

了号，虽然排在中间，但她始

终觉得自己还在队尾。“就像

踮起脚尖也看不到头的那种

感觉，但还是要买。”董姗说。

排号“潜规则”

促使董姗下决心买房

的，是一次“日光盘”的经历。

今年

3

月，位于北京通州区的

某知名项目开盘，

500

多套房

源不到一上午就被抢购一

空。而仅仅不到两个月，该区

域的二手房价格就上涨了

2000

元

/

平方米。

董姗觉得， 按照这个趋

势， 不管新房还是二手房，价

格几乎没有下跌的可能。 所

以，要买房必须赶早。 多家机

构发布的数据显示，调控楼市

的“新国五条”细则出台后，北

京新房和二手房成交量锐减，

价格维持平稳。但由于供需关

系仍处于紧张状态，未来价格

仍有较大的上涨压力。

事实上， 在上述项目开

盘时， 董姗拿到了

400

多号，

本有机会买到一套房子，但

最终还是落空。 当他找到负

责人询问时被告知， 前面的

房源都被“关系户”占了。

也曾听说购房排号存在

“潜规则”， 但董姗始终不敢

相信事情会发生在自己身

上， 直到一个在房企工作的

朋友告诉她背后的真相。

在“排号”和“摇号”的表

象下， 房地产销售有着另外

一套的层级和次序， 而且随

时可以“加塞儿”：具有优先

购房和选房权的， 是政府职

员， 尤其是与房地产相关的

政府部门职员； 其次是作为

大客户的银行等金融机构；

再次是房地产企业内部人

员， 以及亲戚朋友等一般的

“关系户”； 沾不上任何关系

的购房者只能排在最后。

按照这位朋友的说法，

政府和银行是真正的大客

户。 与房地产有关的政府部

门至少有七八个， 哪个也不

能得罪。 银行是房地产企业

的“金主”，同样要“开绿灯”。

通常情况下， 这些大客户不

仅可以享受“插队”权利，还

能获得一定的价格优惠。 再

算上自己的亲戚朋友， 如果

房源少的话， 单是这几类购

房者就足以全部消化。

这就不难理解， 为何像

董姗一样的购房者会经常面

临“起大早，赶晚集”的尴尬

局面。

（下转06版）

漫画/张骊浔

金牛瞭望塔

财经天象

2013

年

5

月

星期六

18

�

本期16版

2013年5月18日—5月24日

可 信 赖 的 投 资 顾 问

新华通讯社主管·中国证券报社主办

中国证监会指定披露上市公司信息

中国保监会指定披露保险信息

中国银监会指定披露信托信息

新华网网址：http://www.xinhuanet.com

责任编辑：殷 鹏 图片编辑：尹建

金百临咨询 秦洪

执业证书编号A1210208090028

04�风云人物

蒋洁敏

燕辞故垒待图新

13�草根达人

创业板震荡

风格转换或悄然来临

09�机构解盘

左手蓝筹

右手成长

08�海外视野

杰米·戴蒙

华尔街常胜将军恐遭“弹劾”

周末特稿

下周主题投资热点

龙跃

本报记者

金牛点牛

（002683）宏大爆破

� � � �本周上涨

29.76%

。 近期爆破行业明显有新增

资金介入，说明该行业有一定的产业转机，而该股

是行业龙头。

� � � �本周上涨

32.11%

。主营电声产品，属消费电子产

业链重要环节。由于智能终端设备渗透率提升，公司

产品销售趋势乐观。

（002681）奋达科技

（600890）中房股份

� � � �本周上涨

33%

。 控股股东变更引起市场关注，

这往往意味着公司主营业务或者业务规模有望获

得长足发展。

� � � �本周上涨

32.45%

。 由于

LED

照明产业化前景渐趋

乐观，因此，近期热钱对

LED

产业股予以围追堵截。

（600703）三安光电

风格转向低估值

（300303）聚飞光电

� � � �本周上涨

36.19%

。 得益于

LED

背光源业务量大

增，公司业绩快速增长，是目前

LED

产业为数不多的

业绩优良公司。

� � � �本周上涨

34.51%

。收购三家广告公司股权，意味

着公司奠定外延式增长的路径， 说明管理层锐意进

取的态度。

（300071）华谊嘉信

（002305）南国置业

� � � �本周上涨

28.41%

。该股的亮点有两个，一是商

业地产受调控政策影响较低， 二是水电集团地产

公司的介入拓展了发展空间。

� � � �本周上涨

34.12%

。 公司在巩固

LED

照明市场

的同时，积极拓展

LED

背光源，意图拓展新的业绩

增长点。

（300219）鸿利光电

电子股

电子产品具有较强的技术更新能力，

新产品在未得到市场认可之前， 往往产量

低， 在匹配固定资产成本费用之后的盈利

能力并不强。一旦新产品面市，能够迅速得

到下游厂商或终端消费者的认可， 那么业

绩的弹性就会迅速显露出来， 就如同近四

五年来的苹果、三星一样，正是凭借着产品

的畅销，业绩快速成长。

移动终端业务的发展格局剧变催生新

的结构性机会。 之前是苹果为智能手机的

领头羊，现在则是三星手机攻城掠地，渐成

智能手机龙头。在中低端智能手机领域，我

国的华为、中兴通讯、小米等品牌在悄然崛

起， 瓜分着智能手机渗透率迅速提升的市

场蛋糕， 这必然会对我国电子产业带来新

的投资契机。

建议投资者关注两类个股： 一是业绩

高弹性个股，包括环旭电子、丹邦科技；二

是产业热点股，包括三泰电子、银信科技、

京东方、深天马。

寻改革主线下

投资新思路

□

本报记者 任晓

本周一系列迹象表明， 政府对经济增

长速度放缓的容忍度正在提高， 未来将主

要通过一系列结构性改革释放增长活力。

这一调控方式的转变， 将为资本市场投资

提供新思路， 接下来需密切关注渐次出台

的各项改革措施。

中国政府网

15

日发布 《国务院关于取

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

定》。发改委下放审批名单

6

月公布，市场可

关注煤气化等领域是否在名单之列。

国家发改委近日一则公告引发了市场

投资的又一关注点： 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

改革司日前发出 《

2013

年度研究课题招标

公告》，对

5

个课题进行公开招标，其中包括

售电侧电力体制改革研究。

据了解，售电侧电力体制改革研究的要

点为，综述开展售电侧电力体制改革的内涵

和意义。 全面总结售电侧电力体制改革的国

际经验，提出对我国售电侧电力体制改革模

式的多种方案建议，各项方案的利弊与改革

成本分析，提出售电侧电力体制改革所需要

的前提条件和配套政策措施。

全局性的改革规划逐渐浮出水面。 据媒

体报道，新一届政府将采取新措施保证地方政

府有足够财政收入以防债务危机，并将不再重

复以往大规模政府投资刺激经济的做法。

下周，国际方面较重要的数据包括，日

本央行召开月度利率会议、美国公布

4

月份

新房销售数据等。

� � � �创业板指数本周四伴随历史天量的下

跌，基本宣告成长股行情已经接近尾声，结

构性机会逐渐转化为结构性风险。 “盛宴”

过后，防御的重要性明显提升，而低估值可

能在未来一段时间成为重要的防守武器。

在经过多年厮杀后，

A

股资金已经在

防御方面形成了熟练的套路， 那就是在感

觉“危险”时，将持仓比重向消费等非周期

股倾斜。 但是， 如果目前继续启用这一套

路，可能会面临较大问题。

从今年以来的市场运行看， 投资者对

宏观经济的转型“阵痛”已经达成了一致预

期，因此资金更多是围绕成长股不断炒作，

结果就是消费等此前典型的防御类股大多

出现巨大涨幅，其防御功能已然弱化。

另一方面，不加选择地转向周期股，显

然更难实现防御目的。 在产能严重过剩的

制约下， 任何由经济体自发的补库存都很

难具备以往的持久性。反映到股市中，就是

与经济运行高度相关的周期股， 未来可能

仍将在牛短熊长的下降通道中运行。 更何

况，从今年

3

至

4

月的经济数据看，当前国内

经济弱复苏格局依旧， 这意味着周期股即

便是基于短期补库存的反弹行情， 仍不完

全具备成行条件。

针对结构性高估的风险， 也许更为可

行的防御策略是选择那些结构性低估的周

期股。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预期不佳，周期

股估值长期受到抑制是大概率事件， 因此

在估值标准的选择上要强调绝对的严格。

不妨以

2013

年动态市盈率低于

10

倍、 股价

在净资产附近徘徊为标准进行选择。 这一

标准背后的含义是： 按净资产价格买入一

个企业，且

10

年之内可以收回投资。 可见，

即便对于实业投资者来说， 上述买入标准

的“性价比”也是很高的。

按照绝对低估的标准寻找， 可以发现

当前沪深股市有

27

只个股符合标准， 除银

行股外，其他个股主要分布在基建、公用事

业、石化等风险相对较小的周期性行业内。

短期而言， 配置绝对低估的周期股，

在完成防御任务的同时，有望带来绝对收

益。 当然，从中长期角度看，

A

股市场的超

额收益主要还是要由适度调整后的成长

股贡献。

起底“冠豪” 背后主力

私募按图索骥觅牛股

□

本报记者 黄莹颖

半年之内，冠豪高新飙

涨近

580%

为

A

股市场第一大

牛股。 在大家还在猜测谁有

这么大能量炒作此股时，该

股的一些流通股东已纷纷离

去，驻扎于新标的之中。

最让人感兴趣的是，这

些资金背后究竟是何方神

圣。 中国证券报记者调查发

现，逐鹿冠豪高新的资金有

三组：一为深圳某券商高级

投顾，二为隐藏在兄弟信托

背后的资金，三为从期货转

战股市的林广茂。 但这三路

资金究竟是各自为战，还是

按照事先的约定逐次轮番上

阵，目前难有定论。 有人大

胆假设，这三路资金背后可

能是一个团队在操控。

火种撒向精工钢构

本周二，精工钢构股价

创出自去年以来的新高。以

4

月

22

日为起点，该股上演了

一场急攻上涨的好戏，股价

涨幅接近

35%

。

旱地拔葱式行情让参与

其中的私募基金意犹未尽。本

周二，有北京私募称十分看好

该股， 会成为下一个冠豪高

新。 剔除公司基本面的故事，

上述北京私募看好精工钢构

的一条重要理由是，两个曾出

现在牛股冠豪高新的账户，现

在又出现在精工钢构前十大

流通股东名单中。

精工钢构一季报显示，第

二大流通股东为兴业国际信

托有限公司———重庆中行新

股申购资金信托项目

2

期，持

股数为

2060.24

万股， 第六大

流通股东“兴业国际信托有限

公司———福建中行新股申购

资金信托项目

6

期”，持股数为

870.12

万股。 而从图形上来

看，精工钢构十分漂亮，与之

前冠豪高新的走势有得一比。

一位券商人士向中国证

券报记者透露，上述兄弟信托

在建仓精工钢构之后，曾找过

该公司管理层，表示他们是做

冠豪高新的主力，想做一把精

工钢构，希望公司好好配合一

下，但上述要求被精工钢构严

词拒绝。 本周二，精工钢构早

盘冲高之后快速回落，可能是

该主力在出货。而北京私募散

布消息，也可能是为了配合主

力出货。

谁是真正主力

令人感兴趣的是，上述

两款信托产品背后的操盘

方究竟是谁？ 一位接近兴业

国际信托的人士表示，问遍

公司上上下下的项目经理，

无人对这一信托账户背后

融资方和资金有所了解。 据

业内人士透露，这种产品应

该是伞形信托，就是一个信

托账户下面挂了很多不同

来历的资金，除非有人刻意

去查，否则根本无从知晓资

金来历。

尽管复杂的信托架构给

追溯造成了巨大障碍， 但经

过中国证券报记者多方努

力， 仍搜集到有关这两只信

托产品背后操控资金的若干

碎片信息。

1981

年出生的林广茂， 在

2003

年至

2004

年间用

2.8

万元本金做期货， 在一个月时间炒

到

15

万元，又用了半年时间达到

600

万元。之后

进入资产飞速增长期，

600

万元用了一年做到

13

亿元，然后反手做空，用

1

亿元赚了

7

亿元，两

年时间完成了

2.8

万元到

20

亿元的传奇交易。

在“排号”和“摇

号”的表象下，房地

产销售有着另外一

套层级和次序：具有

优先购房和选房权

的是政府职员，尤其

是与房地产相关的

政府部门职员；其次

是作为大客户的银

行等金融机构；再次

是房企内部人员及

其亲戚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