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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191

）潜能恒信：本周涨幅

41.94%

。 近期相关信息显示公司有拓展海

外石油的战略意图，拓展了公司业务发展空间。

（

000851

）高鸿股份：本周涨幅

41.54%

。公司定向增发收购优质资产，有助

改善公司资产质量，提振估值溢价空间。

（

000038

）深大通：本周涨幅

32.69%

。该公司总市值只有

10

余亿元，二级市

场股价易受实力资金牵引。 近期有资金关注该股投机机会。

（

002416

）爱施德：本周涨幅

30.75%

。公司三季度业绩超预期，且有移动通

信转售业务题材的配合，故该股股价近期反复活跃。

（

300205

）天喻信息：本周涨幅

30.38%

。电子支付产业的龙头品种，受益于

近期有关移动支付业务发展政策信息渐趋增多。

（

002071

）江苏宏宝：本周涨幅

27.81%

。公司资产重组进展顺利，公司有望

转型为文化传媒产业股。

（

600081

）东方科技：本周涨幅

27.43%

。 汽车产业大发展为汽车零部件产

业发展打开想像空间。 公司三季度业绩大幅预增。

（

002681

）奋达科技：本周涨幅

24.77%

。 公司在可穿戴产品领域拥有一定

的技术储备。

大股东钱紧 做局坑“土豪”

□

本报记者 黄莹颖

9

月季末，资金紧张度虽

不及

6

月底，但对于实业资本

来说，资金需求压力并未减

轻多少。 一些急需资金的上

市公司大股东通过减持以解

燃眉之急。为了卖个好价钱，

某些大股东许诺释放各种利

好，诱使“钱多无脑”的“土

豪”投资人成为资金“轿夫”。

大股东做局

“真不该听信这个消息，

否则就不会亏那么多。 ”在

深圳一间营业部大户室内，

职业投资人老陈指着行业软

件显示的一只股票悔恨不

已。 在同期同类股票大幅上

涨的情况下，该股从高点大

幅下挫近五成。

数周前，老陈参与了某

券商组织的对这家公司的集

体调研活动，参与者包括十

几位私募、公募等机构投资

人士。 当天公司董事长、总

经理都出面接受了投资人士

的咨询。 让这些投资人兴奋

的是，公司高层在交流会上

许诺即将释放利好的信号。

“当时一听到这些信息，脑子

就兴奋起来，不少人的情绪

跟我差不多，毕竟有题材又

有业绩想像空间的股票不容

易找。 ”

老陈回忆说，这家公司

高层表示：募投项目已基本

完成，即将释放业绩；正在

展开并购活动；近期签订的

订单保证未来三年的业绩

增长。 虽然会后交流时，也

有一些人提出诸多质疑，但

是在“性感”题材的诱惑下，

大部分人还是没能把持住

自己。

调研后的十多个交易

日，该股股价迅速拉升，最高

时涨幅超过

50%

。 期间公司

也不断公告， 如期释放利好

消息。由于股价不断拉升，老

陈心中曾数度忐忑， 但托朋

友介绍的一位该公司高管宽

慰他， 还有很多东西没有释

放出来，让老陈尽管拿着，不

用怕。

然而好景不长， 正当老

陈欣喜不已时， 该股股价从

高位直线跳水， 盘中不断遭

遇抛压， 直至被拉至跌停价

附近。 “当时，我又问了一下

公司高管，但高管安慰说，经

营一切正常， 之前的预期没

有变化。 ”老陈说。

不过当日数据显示，该

公司大股东通过大宗交易

平台，以超过

10%

的折价抛

售所持股份。 令老陈心寒

的是，此后数个交易日，大

股东继续在大宗交易平台

折价抛售， 前后共套现数

亿元。

大宗交易利益链

直至近日老陈才最终明

白， 自己不幸成为大股东通

过大宗交易平台套现的抬轿

工具。

深圳一位活跃于大宗

交易平台的券商人士表示，

大宗交易有一条完整的生

态链条，买方是保险、公募、

私募及其他资本，而卖方则

通常是持有大量公司股份

的股东。 在买卖双方之间还

有中介，大部分由券商以及

专门从事大宗交易业务的

掮客构成。

周金涛：将“周期逆袭”进行到底

□

本报记者 顾鑫

对于下一阶段宏观经济

走向判断， 市场的共识是

10

月会是一个分水岭。 在接受

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中

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董事

总经理周金涛表示， 今年三

季度到明年中期， 经济增速

将会得到持续改善。 当前已

经走在复苏的道路上， 只要

经济增长趋势是向上且稳定

的， 我们就可以将 “周期逆

袭”进行到底。

在他看来， 本轮库存周

期的低点在

6

月，按库存周期

规律，随着生产进入旺季，八

九月应该看到量价齐升。 这

种纯粹的库存行为所推动的

经济超跌反弹， 根据经验可

以维持

4

个月左右，因此对本

轮库存周期的考验可能出现

在

10

月之后。目前看，四季度

增长环比将减弱， 但不代表

库存周期终结， 还要看投资

和外需的恢复。

从短期数据看， 制造业

投资反弹显著， 表明中游投

资回暖， 产能过剩问题在缓

解； 与稳增长措施相关的交

运、水利等投资也在增加；这

些情况说明后续需求是有保

证的。在外需方面，

2013

年下

半年是全球经济复苏的显性

阶段， 近期的数据已经证明

这一点。 只要投资和外需能

够延续这种态势， 库存周期

的持续向上是有保证的。

从克强指数的三个指标

看， 中国经济的活力也在增

加， 并且会沿着持续好转的

方向进行下去。 今年

6

月以

来， 工业用电量同比增速从

5.7%

增加至

12%

。 经过分析

发现， 季调之后的工业用电

量从

5

月就已经出现环比正

增长； 工业用电量缺口下降

的趋势在不断收敛，

8

月工业

用电量已经比较接近潜在用

电量水平， 预计四季度工业

用电量在潜在水平之上的可

能性较大。

铁路货运量与用电量类

似，在今年

6

月之后同比增速

不断改善， 七八月同比增速

分别为

4.7%

及

8.1%

，剔除季

节性影响的季调趋势项环比

自

6

月开始正增长，

8

月铁路

货运量也基本回到其潜在水

平，这种回升是趋势性的。此

外，

4

月之后， 金融机构各项

贷款余额季调趋势项环比出

现反弹。 从新增贷款看，

6

月

之后， 企业中长期贷款出现

回升， 意味着企业的投资活

动在好转。

周金涛同时指出， 未来

经济周期的运行中， 可能出

现更低的底部， 时间预计在

2015

年底至

2016

年初。 库存

周期、 房地产周期和投资效

率下降背景下的长期投资率

下降可能将在

2014

年下半年

逐渐显现， 由于后两种动力

的衰竭， 中国经济面临的冲

击有可能更甚于

2011

年至

2012

年。

精彩对话

中国证券报： 悲观者关

心的主要变量包括美联储

QE

退出、经济去杠杆化等因

素， 对于这些风险因素该怎

么看？

周金涛：

QE

退出具有必

然性。 然而，

QE

退出对中国

的影响是短暂冲击还是持续

冲击， 是乐观者与悲观者的

分歧。从美联储表述来看，退

出

QE

的前提是美国经济出

现显著的、可持续的好转。我

们研究的结果表明， 开始于

2012

年

6

月的美国经济短周

期调整， 会在今年三季度结

束， 四季度开始美国经济有

可能出现反弹， 而明年一季

度，这种趋势才可能确立，所

以，

QE

退出有可能会不断延

迟。 但

QE

退出并不意味着对

中国是负面的， 作为新兴经

济体的中国， 美国复苏确立

之后， 也基本上确立了全球

经济的复苏。

龙跃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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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特稿

下周主题投资热点

财经天象

名家连线

� � � �本周涨幅

27.43%

。 汽车产业大发展为汽车零

部件产业发展打开想像空间。 公司三季度业绩大

幅预增。

（600081）东方科技

� � � �本周涨幅

24.77%

。 公司在可穿戴产品领域拥有

一定的技术储备。

（002681）奋达科技

金牛点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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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数据持续向好

“僵尸股” 或绝地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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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理财风尚

美联储“放鸽子”

黄金市场魅影重现

12�草根达人

优先股“箭在弦上”

或引发蓝筹行情

（000851）高鸿股份

� � � �本周涨幅

41.54%

。 公司定向增发收购优质资

产，有助改善公司资产质量，提振估值溢价空间。

（002416）爱施德

� � � �本周涨幅

30.75%

。 公司三季度业绩超预期，且

有移动通信转售业务题材的配合，故该股股价近期

反复活跃。

（300191）潜能恒信

� � � �本周涨幅

41.94%

。 近期相关信息显示公司有

拓展海外石油的战略意图， 拓展了公司业务发展

空间。

� � � �本周涨幅

30.38%

。 电子支付产业的龙头品种，

受益于近期有关移动支付业务发展政策信息渐趋

增多。

（300205）天喻信息

（002071）江苏宏宝

� � � �本周涨幅

27.81%

。 公司资产重组进展顺利，公

司有望转型为文化传媒产业股。

（000038）深大通

� � � �本周涨幅

32.69%

。 该公司总市值只有

10

余亿

元，二级市场股价易受实力资金牵引。 近期有资金

关注该股投机机会。

漫画/张骊浔

� � � �自

6

月下旬开始的本轮反弹正在面临

严峻考验。考虑到龙头品种“熄火”、经济稳

而不强以及市场结构性风险凸显等现实，

策略阶段性重归防御应该被提上日程。

风风火火的反弹行情突然在本周发出

了“不和谐”的声音。

其一，作为本轮市场反弹的三大领涨品

种，上海自贸区、农业土地流转以及信息传

媒板块都在本周出现明显下跌。 结合上述股

票短期内较大的涨幅以及近期盘中突然跳

水的走势看，资金撤退迹象明显。 龙头品种

转弱，往往预示一段强势行情即将结束。

其二，年线压力重新显现。 本周四，沪

综指收盘大幅跌破年线， 而深成指则在本

周始终受制于年线压力无法上行。 作为重

要的牛熊分界线， 年线失守对投资者信心

打击较大， 而本轮反弹清晰的资金推动特

征又恰恰最需要人气的维系。

其三，市场放量滞涨情况严重。 从沪深

两市看，本周单日成交额都保持着今年以来

的较高水平，但两市大盘却始终不能形成向

上突破。在最大涨幅超过

20%

以后，放量滞涨

提示大盘存在构筑阶段头部的嫌疑。

上述市场现象引人忧虑的更重要原因

在于， 支撑大盘进一步上涨的动力正在逐

渐衰竭。首先，本轮反弹的初始动力在于经

济过度悲观预期的修正， 当前反弹已经基

本实现了修正目的， 市场继续上涨需要经

济进一步展现出超预期的能力。 然而，从

9

月微观调研看， 经济稳而不强的特点十分

明显，暂时难以进一步推动市场上行。中报

“禁闭”期刚过，大小非减持压力就在

9

月骤

然增加，结合

10

月重启

IPO

的预期，当前并

不宽裕的资金面逐渐捉襟见肘。最后，伴随

9

月题材股爆炒，又一批个股加入到“市梦

率”军团，他们和原本就泡沫明显的创业板

股票一起提升了市场的结构性风险。

既然反弹动力不足， 而危险信号又已

出现， 那么投资者在策略上就有必要重归

防御。 短期而言，医药、食品饮料等消费股

是较好的关注对象。从以往经验看，此类股

票在大盘筑顶初期往往存在超额收益。 中

期来看， 受制于优质品种普遍估值较高的

矛盾， 降低仓位后耐心等待二次建仓机会

或是更明智的选择。

热点退潮 重归防御

经济弱反弹或近尾声

□

本报记者 丁冰

国庆长假第一天将公布

9

月

PMI

，市场

预计该数值将继续回升。此前汇丰发布的

9

月中国制造业

PMI

初值为

51.2

， 为

6

个月以

来最高。

不过对于经济企稳的延续性， 市场仍

存分歧。

9

月以来部分指标显示经济旺季不

旺，如工业品价格旺季停涨、电厂煤炭库存

开始增加等。 对此，有市场观点认为，七八

月的经济复苏应当更多源自补库存， 当前

经济弱势反弹可能已近尾声。

10

日将公布

9

月信贷数据，月末、季末效

应叠加， 市场预计新增人民币贷款回落至

6500

亿元左右。 近期在房地产市场火爆之

下，商业银行个人住房按揭贷款额度却进一

步压缩，部分银行个人房贷已出现暂停。

本周央行明确了利率市场化推进的几

项任务，包括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贷款

基础利率报价以及同业存单发行与交易。

央行推进利率市场化的节奏保证了对银行

和利率的有力控制， 这一推进方式将有助

于消除不确定性。

上海自贸区挂牌在即。 最新公布的自

贸区服务业扩大开放措施覆盖六大领域，

包括金融服务、航运服务、商贸服务、专业

服务、文化服务和社会服务领域。自贸区概

念股在前期大涨之后已开始退潮， 随着相

关细则的出炉， 相关自贸区板块行情将向

纵深方向演化。

海外方面，

10

月

1

日德国、 欧元区和美

国将公布月度

PMI

。

2

日欧洲央行将公布利

率决议。

一般接盘方的资金都带有杠杠，通过套利

模式获利。以当天成交量的

1:1

来接盘，大致可

以保证次日全部抛出。比如用两千万元自有资

金，放大

10

倍杠杆，可以做成两亿元的大宗交

易买卖；而有两个点的差价收益，就可以保证

最终整体收益率近

20%

。

食品饮料板块

资金开始转向具有一定产业政策支持

和未来业绩相对确定的食品饮料股。 此波

食品饮料股的活跃， 并不仅仅是短线热钱

的避险行为， 而有着长线新增资金主动加

仓的态势。

产业政策有利于食品饮料业上市公司

业绩快速提升。近期，我国加大对国产奶粉

产业的扶持力度，伊利、完达山、高原之宝

等有望成为国家重点扶持的奶粉品牌。 受

此影响，光明乳业、伊利股份、贝因美等个

股反复活跃，成为市场一景。

建议投资者从中长线角度布局食品饮

料股。一是遵循产业政策路径，看好奶粉领

域，光明乳业、贝因美等可关注。 二是关注

基本面积极改善的个股， 好想你正在收缩

战线， 公司发展思路进入提升盈利能力的

周期。煌上煌的门店开设也进入回报期，业

绩弹性开始显现。类似个股还有加加食品、

恒顺醋业、南方食品等。

本轮库存周期

低点在

6

月，按库存

周期规律，随着生产

进入旺季，八九月应

该看到量价齐升。这

种纯粹库存行为所

推动的经济超跌反

弹，根据经验可维持

4

个月左右，因此对

本轮库存周期的考

验可能出现在

10

月

之后。 目前看，四季

度增长环比将减弱，

但不代表库存周期

终结，还要看投资和

外需的恢复情况。

未来经济周期运行中，

可能出现更低的底部， 时间

预计在

2015

年底至

2016

年

初。库存周期、房地产周期和

投资效率下降背景下的长期

投资率下降可能将在

2014

年

下半年逐渐显现， 由于后两

种动力的衰竭， 中国经济面

临的冲击可能甚于

2011

年至

2012

年。

周金涛

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董事总经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