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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24）贵州百灵：本周涨幅30%。 在近期公告糖尿病秘方胶囊剂临

床研究报告信息，该药有望成为公司未来业绩增长点。

（002166）莱茵生物：本周涨幅23.18%。 关于禽流感疫情报道的相关信

息，使得热钱将目光聚焦到禽流感疫情概念股的龙头品种。

（002252）上海莱士：本周涨幅19.38%。 主导产品血液制品具有较高政

策壁垒，产品价格保持稳中有升态势，盈利能力稳定。

（300140）启源装备：本周涨幅17.93%。 我国加大了电厂脱硝设备的投

资，对脱硝催化剂的需求陡增。 公司与韩企合资生产脱硝催化剂。

（603123）翠微股份：本周涨幅17.33%。公司公告向大股东定向增发，收

购优质资产，股价在前期一度强劲涨升。

（300076）GQY视讯： 本周涨幅15.97%。 主导产品所处的行业氛围尚

可，且通过更改证券简称等方式传递出呵护股价的暖意。

（300301）长方照明：本周涨幅14.86%。 市场对LED节能产业寄予较高

期望。 作为LED产业龙头，该股在近期明显有实力资金介入。

（300006）莱美药业：本周涨幅14.58%。由于特有的业绩稳定优势，医药

股成为近期市场关注的焦点。 该股是医药股的代表品种。

牛散去哪了

□

本报记者 刘兴龙 郭力方

临近年底，A股公司的

年报披露期即将到来。 对于

乐于追逐牛散脚步的投资者

来说， 那是漫长又难熬的等

待。 2013年，中青宝、江苏宏

宝、 中国软件等涨幅惊人的

股票背后均闪现着牛散身

影。 这些战绩彪炳的投资经

历， 让牛散的金字招牌越擦

越亮。于是，一些投资者热衷

于追寻他们的踪迹， 大宗交

易信息、 定向增发公告成了

这些“粉丝” 用来搜索定位

的工具。

“粉丝” 收获丰

股市寒风在2013年岁

末显得尤其冷冽。 “股票早

就清仓了， 踏踏实实过了年

再说。 ” 50多岁的老纪坐在

北京暖和的家里， 悠闲地品

尝着老家的安溪铁观音。

一张老纪与索罗斯的合

影摆放在书房桌子上。 “这

是我的偶像， 我最喜欢他那

种像鳄鱼一样孤注一掷的性

格。 ” 从小在福建长大的老

纪是个颇具赌性的投资者，

在股市里折腾了十多年，钟

爱投资一些重组概念股票。

今年正是押中了几只牛股，

让老纪赚了逾千万元。 “托

了牛散的福， 我的整体收益

率大概60%吧。 ”

在老纪看来， 今年赚得

盆满钵满是由于市场环境出

现了变化。“主要得益于IPO

一直未开闸， 很多好项目掉

头瞄准上市公司， 这使得A

股市场的重组并购比往年热

闹得多。

特别近几个月， 保壳保

牌公司变得特别活跃， 猜中

一个就赚大发了。 ” 他坐在

交易软件前， 随手点出了几

只今年投资的股票。

老纪的选股秘籍就是

跟着牛散的足迹。 在他看

来，牛散就是股市里的指路

明灯。 “中青宝涨得够疯

吧， 我恰好吃到了 ‘鱼肚

子’ 。” 老纪打开F10用手指

点了一下半年报十大流通

股股东名单里的成碧娥 ，

“全靠她” 。 成碧娥成名于

2009年，当时神州泰岳凭借

飞信概念一举冲上百元大

关，两个月涨幅翻番。此后，

成碧娥多次现身安科生物、

三安光电、包钢稀土、航天

机电等股票，都是当时市场

的牛股。

老纪正是在8月9日披

露的半年报中看到了成碧

娥的名字，才下定决心买入

中青宝。 “当时中青宝还处

于停牌阶段，几天之后披露

了收购苏摩科技的公告。 复

牌时市场反应不算大，开盘

竟然没有涨停，我重仓买了

它。 ” 此后走势出乎老纪预

料， 从41.49元一路飙升至

90.48元，最大涨幅达118%。

“8月30日跌停那天，一天少

了一套房，我心脏病差点犯

了。 两天之后，趁着涨停赶

紧跑了。 ”

有了这次经历，老纪对

牛散更是深信不疑。 不过如

今到了年底，这位“牛散信

徒” 变得无事可做。 “前两

天，朋友问我圣诞节有什么

愿望，我说就想知道牛散去

哪了？ ”

各施追踪术

临近年底， 迫于保牌保

壳的压力， 许多ST公司以及

可能被特别处理的公司纷纷

出售资产、搞资产重组，一条

条公告让人应接不暇， 这也

给投资客提供了好机会。

“牛散去哪了？ 想知道

答案，不靠等。 ” 高熙文今年

30多岁，职业股民，精力旺

盛的他从不放过赚钱的机

会。 他打开股票账户，指了

指其中一只刚刚重仓的ST

股票，“这里面应该就藏着

牛散。 ”

高熙文追踪牛散主要

是靠观察大宗交易系统记

录。 他介绍，ST股票的特点

是散户比重大、 股价波动

大、股东变更频繁。 如果是

资金量较大的牛散进出，通

过二级市场交易成本普遍

较高，而大宗交易系统更加

便捷，而且通常可以拿到一

定比例的折价。 同时，年底

进行大宗交易的ST公司较

少，目标更易锁定。

“你看*ST国药， 去年

最后两个月出现7笔大宗交

易， 我猜肯定有牛散去那

了，重仓买入的成本不到每

股5块钱。 ” 此后的股价走

势让高熙文收获颇丰，*ST

国药今年一季度一路单边

上涨， 期间涨幅超过40%。

*ST国药2012年年报的股

东名单的确如高熙文所料，

朱敏婕成为了新进持股数

量最多的股东。 这位牛散曾

现身许多股票的十大流通

股股东名单中，今年一季度

更是抢在*ST东热停牌前买

入近百万股，3月涨幅高达

48.76%。

这次追踪成功让高熙文

有了一些心得。“年底出现大

宗交易记录的ST股票有很多

只，怎么选择还是有技巧的。

比如， 如果大宗交易折价率

超过5%，那肯定不是牛散买

的。大家都不是傻子，ST股票

一个跌停才5%，怎么可能那

么便宜给了别人。 ”

高熙文的选股方法有赌

的成分， 毕竟在大宗交易席

位的“面纱” 下，是否真的有

牛散参与交易是个未知数。

另一位散户老单由于没有时

间经常盯盘， 更喜欢稳健的

投资方式。 “找牛散的踪迹

不用赌， 一些上市公司的定

向增发里就有他们的身

影。 ” 他拿出一叠打印出来

的公告资料， 从里面找出了

海大集团和华谊嘉信新增股

份上市公告书。 参与海大集

团定向增发的发行对象名单

里，老单在“关玉婵”的名字

下面划了一道红线， 另一份

华谊嘉信的文件则划上了

“茅贞勇” 。

高熙文追踪牛

散主要靠观察大宗

交易系统记录。 ST

股票的特点是散户

比重大、 股价波动

大、 股东变更频繁。

如果是资金量较大

的牛散进出，通过二

级市场交易成本较

高，而大宗交易系统

更加便捷，通常可以

拿到一定比例的折

价。年底进行大宗交

易的ST公司较少，

目标更易锁定。

大户享受“私人订制”

龙虎榜营业部生财有道

□

本报记者 高改芳

从表面上看，这些券商

营业部毫无特色：几张柜台，

三五名工作人员，实时滚动

行情的液晶电视屏幕，闲来

无事在此聊天的大妈……这

一切都尽落俗套。

但这些营业部又如此特

殊，他们为“大户”提供各种

定制服务———从超低佣金、

提供专用交易通道，到品类

繁多的“配资”业务，其中一

些内容不乏游走在灰色地

带， 而这正是游资最为看重

的“硬件” 。

保安上阵揽客

冬日里，上海静安区一

带的街道上梧桐满径，别有

一番韵味。 一块营业部招牌

掩映在一处商务楼入口。 来

往路人估计没有几个会知

道， 就是这样一家看上去不

起眼的券商营业部，在12月

的15个交易日中，31次登上

当天交易龙虎榜；在11月的

21个交易日内，61次登上当

天交易龙虎榜，称得上游资

大手笔操作股票的最牛营业

部之一。

12月16日， 上海下着

雨， 气温降至入冬以来的新

低。 湿冷的天气让人不想出

门。 中国证券报记者循着指

示牌， 好不容易找到居于老

旧办公楼里的这家营业部。

目测不足一百平方米的营业

部里空荡荡的， 基本没什么

客户办理业务。

“侬想办啥业务？ ” 门

口的保安和业务员看到记

者进门，热情地迎上前去用

上海话打招呼，“开户？可以

的呀。 侬现在的股票交易佣

金是多少？万八？太高了，我

们这里只要万三！ ” 他们你

一言我一语地向记者极力

推荐。

最终记者表示要再考

虑一下是否来开户时 ，保

安精明地告别道，“现在不

办没关系的。 侬下趟来，来

了找我。 我给你介绍最好

的业务员， 给你最优惠的

价格。 ”

眼下这家证券公司的

网上开户进行得如火如荼。

依靠 “万三” 的低佣金策

略，其网上开户实行至今开

户数已过万。 这家证券公司

的官网显示，网上开户需准

备好身份证原件、 银行卡，

配有摄像头、耳机、麦克风

的电脑等。 投资者登陆后，

可以申请并安装中国结算

的数字证书，在通过视频完

成一系列后台见证程序后，

即可直接开立证券账户，全

程不需要与券商工作人员

现场见面。

费率低得惊人

钱珺（化名）的生活极

有规律： 早上七点起床后在

自家小区慢跑一个小时，然

后洗澡吃早饭。 9：30分，他

会雷打不动地来到自己的工

作室，操作几个证券账户，总

金额达数千万元。

02�私募看市

“钱紧” 施压A股

私募看好4G

（下转06版）

04�机构解盘

2014年

既看业绩也看主题

（下转06版）

金牛瞭望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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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末特稿

下周主题投资热点

财经天象

金牛点牛

08�海外视野

博达文

巴克莱旧帅东山再起

09�风尚理财

主打特色产品

券商理财岁末淘金

漫画/张骊浔

2013

年

12

月

21

日

星期六

�

本期16版

2013年12月21日—12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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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基金

APP

金牛理财网微信号

jinniulicai

� � � �本周涨幅

14.86%

。市场对

LED

节能产业寄予较

高期望。 作为

LED

产业龙头，该股近期明显有实力

资金介入。

（300301）长方照明

（300076）GQY视讯

� � � �本周涨幅

15.97%

。 主导产品所处的行业氛围尚

可， 且通过更改证券简称等方式传递出呵护股价的

暖意。

（002166）莱茵生物

� � � �本周涨幅

23.18%

。 关于禽流感疫情的相关信

息，使得热钱将目光聚焦到禽流感疫情概念股的龙

头品种上来。

� � � �本周涨幅

14.58%

。 由于特有的业绩稳定优势，

医药股成为近期市场关注的焦点。 该股是医药股的

代表品种。

（300006）莱美药业

龙跃

本报记者

A

股市场有一个百试不爽的规律———

一致预期背后一定是一致错误， 这个规律

在今年底再次发挥作用。

11

至

12

月间，众多

机构发布了

2014

年策略报告， 一边倒地看

好股市，跨年度行情成为最热门词汇。但是

进入

12

月后，沪深股市逆转向下，跨年行情

的期盼越来越淡。

实际上， 绝不能说今年四季度普遍看

好跨年行情只是一厢情愿。毕竟，月度经济

数据持续好于预期，周期股纷纷企稳反弹，

政策红利开始释放， 资金利率也安然度过

三季度的季末大考……一系列迹象令市场

情绪乐观起来。 但有些必然存在的压力被

有意无意间忽视了， 而这些压力恰恰是跨

年行情启动必须迈过的坎。

市场上涨离不开经济基本面支持。 从

A

股历史看，跨年行情不是没有，但无一例

外都伴随着对未来经济将明显上行的强烈

预期。 最近的比如

2012

年

12

月启动的跨年

行情， 就伴随着市场对

2013

年经济表现的

良好预期， 尽管这一预期事后被证明是错

误的。 但反观时下，明年

7%

至

7.5%

的经济

增速几乎被锚定， 在一个与今年大致相同

的经济增长预期下， 跨年行情启动的概率

无疑有限。

在流动性方面，

11

月利率市场高位盘

整令不少投资者误以为资金面已经实现了

紧平衡的状态。但他们没想到的是，紧平衡

的抗打击能力其实非常有限。 虽然三季度

末资金利率安然度过了季末大考， 但在年

底和春节两大年关面前， 流动性再难保持

平衡。近期短期资金利率大幅走高，在刻画

了当前流动性状态的同时， 也成为压垮市

场的重要因素。可以说，如果央行不进行明

显的放松操作， 资金利率对市场的压制很

可能持续到明年春节。

具体到股市资金面来说， 不能忽视

的当然还有新股发行重启。 供给增加毕

竟是一把双刃剑， 但似乎投资者在对此

进行解读时， 只是过多地把恐慌留给创

业板。

由此可见， 目前至明年春节前的这

段时间，不仅不算是投资的好时机，反而

是未来一年市场潜在风险最大的阶段之

一， 奢谈跨年行情可能真的会输在起跑

线上。

“跨年”行情悬了

（002252）上海莱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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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导产品血液制品具有较高

政策壁垒，产品价格保持稳中有升态势，盈利能力

稳定。

（002424）贵州百灵

� � � �本周涨幅

30%

。近期公告糖尿病秘方胶囊剂临

床研究报告信息， 该药有望成为公司未来业绩增

长点。

� � � �本周涨幅

17.93%

。 我国加大了电厂脱硝设备的

投资，对脱硝催化剂的需求陡增。 公司与韩企合资

生产脱硝催化剂。

（300140）启源装备

� � � �本周涨幅

17.33%

。 公司公告向大股东定向增

发，收购优质资产，股价一度强劲涨升。

（603123）翠微股份

医药板块

在市场走势不振的背景下， 稳定增长

的医药股成为实力资金的避风港。 医疗保

险范围的拓展，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居民，包

括农村人口也将纳入医疗保险体系，因此，

医药产业的市场空间不断拓展， 部分独家

品牌或者产品不受基药招标影响的医药类

上市公司业绩有望持续超预期， 使得原先

高企的估值坐标降低。 行业新的投资热点

或新的投资模式也会驱动相关上市公司业

绩超预期成长。

在操作中， 建议投资者谨慎看待大路

货式的医药股， 对基药产品比重较大的医

药股需保持谨慎。 可积极关注两类投资机

会：一是估值坐标发生改变，未来业绩有望

持续超预期的品种，现代制药、马应龙、武

汉健民、恒瑞医药、北陆药业、安科生物等

个股可跟踪；二是医疗服务业类个股，此类

个股业绩可能持续超预期，泰格医药、迪安

诊断等就是如此。另外，大手笔对医院进行

投资的个股也可跟踪。

年末“钱紧”再袭

□

本报记者 任晓

临近年末，“钱紧” 再度来袭。 下周是

2013年最后一个交易周， 货币市场利率、

央行操作都将对A股市场走势产生重要影

响，需密切关注。

下周需关注央行是否会在公开市场

上出手调节流动性。 由于年末资金紧张、

美国削减QE规模等因素， 近日货币市场

利率全线飙升，令A股市场承压。 20日央

行宣布已连续三天通过短期流动性调节

工具注入流动性，但这一举动并未有效缓

解资金面“旱情” 。

下周资金面或持续偏紧，投资者或

可以据此寻求新的投资品种———国债

逆回购。 国债逆回购业务是能为投资

者提高闲置资金增值能力的金融品

种，它具有安全性高 、流通性强 、收益

理想等特点， 对于有大额闲散资金的

投资者来说， 国债逆回购不失为一个

好的理财工具。

市场人士预期， 下周新三板相关细则

有望落地。此前证监会表示，将在年内出台

新三板相关配套细则。

改革大幕全面拉开，下周一工业和信

息化部部长苗圩将在国务院新闻办发布

会上介绍全面深化改革、加快推进新型工

业化工作情况。 上海新一轮国资改革揭

幕，各地国资改革或陆续展开。 此外，生态

文明建设、西部开发等领域的政策细则可

持续关注。

下周国际重要数据包括24日公布的

美国11月耐用品订单月率、27日公布的日

本11月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年率。

现在很多券商能为大户提供各式各样的

“配资”服务。“我更喜欢简单的融资方式。例

如我有100万元，你能再借给我多少，利息怎

么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