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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股投机热潮汹涌 癫狂背后谁主沉浮

打新炒新成为1月A股市场最热闹的景观。 在新股询价阶段，公募、私募、

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信托公司几乎倾巢出动，不惜重金只求中签；新股上市

之后，又遭遇部分机构、游资和散户疯狂追捧，众多新股出现瞬间“秒停” 和

连续涨停。

业内人士认为，虽然此次新股发行改革有着控制三高的“高压线” ，又有

着最严限炒机制， 但很多新股上市前后的表现仍暴露出市场的非理性因素，

打新炒新资金的投机冲动难抑，加剧了中小板、创业板泡沫，当前适当的制度

“纠偏”显得尤为重要。长远来看，如果新股供应持续增加，市场筹码充沛，针

对新股的投机热或会逐渐退潮。（详细报道见A03版）

节前“抢红包”备战“马头”行情

分析人士认为，在新股发行节奏放缓、经济提

振政策预期增强及市场自身超跌反弹动能充足等

因素的支撑下，2月行情值得看好， 投资者节前

“抢红包” ，未来一个月获阶段收益概率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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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高调呼吁投资“未来能源”

美国总统奥巴马28日发表2014年度国情咨

文。 奥巴马特别强调以高端制造业和新能源为重

点重振美国经济活力的重要性。他表示，美国应推

进更明智的税收政策， 停止对化石燃料行业的补

贴，对“未来燃料”进行更多投资。

A02

财经要闻

部分地产商

或“马上”没钱

进入2014年，部分房地产开发商

可能迎来一场融资严冬。 监管部门对

影子银行风险的关注很可能令开发商

难以染指银行资金池等相关业务。 房

地产业对行业前景不再一致乐观。

■

感性财经 Feature

喜大普奔“抢红包”

□

本报记者 张莉 陈莹莹

“现在有些微信群动辄每人就发

200

元

300

元红包， 这使群主和群众之间形成

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毫无‘群文化’可言！

对这种群，我只想说三个字：快加我。 ”

临近春节，这是近两天在微信群里流

行的“抢红包”的段子。“昨天，我的微信群

里面有人通知说准备上午十点开始派发

红包。刚开始，我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后来

看到群里面挂了‘抢红包’的链接，就凑了

热闹， 没想到一下子抢了个

100

元的大红

包。”还在上班的小陈兴奋地聊起了“抢红

包” 的体验，“现在没什么事情就守着手

机，看看群里面还有没有人发‘抢红包’的

链接，原来冷清的群突然就活跃起来。 ”

“用手机能送个人情既好玩也方便，

微信‘抢红包’想不火也难。 ”小陈觉得，

腾讯这次玩的“新年红包”活动能在瞬间

火爆的原因就是踩准春节时点，“因为红

包金额是随机的，所以整个‘抢钱’过程

紧张刺激，就算抢到几分钱、几毛钱就和

中五百万大奖一样开心。 有些人抢到红

包后参与发红包， 顺便满足一下自己当

土豪的感觉。 ”

短短几天时间，同小陈一样热衷“抢

红包”的专业户，甚至总结出一些“抢红

包”攻略。比如，混迹于“高大上”的群或科

技圈、动员群里大户派送红包等。有“技术

派”人士分析：“多数情况下，在发放过程

中红包已发放数量比例会略微超过对应

金额比例。 比如，

100

块的

10

个红包，前两

个红包金额总计通常占比在

20%

至

25%

，

前三个红包金额占比在

30%

至

35%

。 一言

以蔽之，先下手为强。 ”

“两天时间，我已派出七八百元的红

包。 很多红包刚发出去，就以秒杀速度被

瓜分完了。有些群成员现在还在鼓动大家

再发几轮，满屏都是坐等红包信息，有意

思极了。”比起小陈，在某港资券商工作的

朱生（化名）则“豪气许多”，自从了解微信

“新年红包”功能后，他就开始四处派发红

包，以活跃自己所在的社交圈子。 “其实，

微信春节红包操作很简单，因为这个功能

是伴随新版微信内测来的， 只要先关注

‘新年红包’这个公众账户，选择‘发送红

包’的数量和金额及祝福的话语，通过已

绑定银行卡的微信支付，就可把红包发到

群里面了。 ”

在朱生看来， 擅长社交游戏的腾讯

仅通过一个小小的“抢红包”概念就让全

国大批微信用户学会如何在微信平台上

绑定银行卡。 比如，许多用户如要将红包

中的人民币变现， 就必须绑定微信手机

银行， 这就自然让那些拿到红包的用户

完成微信支付绑定。 凭借“微信红包”的

火爆，腾讯旗下移动支付业务增长惊人，

有坊间传言， 微信支付的绑定量将在春

节后翻倍。

实际上， 派发红包并非腾讯专利，反

而是“支付宝”先一步上线“新年讨喜”的

“红包”功能，设计

4

个选项，分别是“向老

板讨”、“向亲爱的讨”、“向亲朋好友讨”和

“向同事讨”。 但是，在互联网行业分析师

眼中，结合具体社交圈子派发红包的考虑

更为人性化、对用户来说更有吸引力。“移

动支付说到底是个伴生业务，没有场景就

没有支付，拥有用户关系和可随意组合场

景的微信支付，无疑具备惊人潜力。 ”

一些专业投资人士敏锐地感到“抢红

包”热潮将蔓延至资本市场，在

A

股掀起

抢“大红包”热潮。在腾讯旗下的微信推出

“微信红包”这一产品后，在港上市的腾讯

公司股价突破

500

港币大关。

不少券商分析人士更看好腾讯产业

链，认为这个产业链是未来几年最大的成

长股诞生地之一。微信支付绑定用户增加

将潜移默化地引领消费习惯变迁，较早融

入腾讯产业链的

IT

服务商、传统零售商和

金融机构等将受益，一些

A

股上市公司有

可能显露更大商机。

业内人士认为，从即时通讯、手机游

戏平台到货币基金，腾讯与阿里巴巴之间

的“肉搏战”越演越烈，“微信红包”这场病

毒式营销无疑让腾讯在移动支付领域出

尽风头，以最快速度“逆袭”阿里巴巴经营

多年的“支付宝”。

据艾瑞数据显示，

2013

年我国第三方

移动支付市场交易规模达

12197.4

亿元，

2014

年将同比增长

141.1%

。 这意味着，腾

讯和阿里巴巴等科技大佬们在移动支付

市场上的争夺将继续升级。

A02

财经要闻

IPO乱象背后或存寻租腐败

专家称新股配售制度有漏洞

一边被质疑“熟人配售” ，一边核查未结束已融资交易，我武生

物的IPO历程不仅仅揭开新股发行制度漏洞的一面， 权力寻租、利

益输送等资本市场腐败问题也再度引起社会关注。 众多专家认为，

上述现象暴露出券商自主配售过程中存在的漏洞。这是继老股转让

之后IPO新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又一被钻空子的制度漏洞。

新股投机热潮汹涌

癫狂背后谁主沉浮

打新炒新成为1月A股市场最热闹的景观。 在新股询价阶段，公募、私募、

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信托公司几乎倾巢出动，不惜重金只求中签；新股上市

之后，又遭遇部分机构、游资和散户疯狂追捧，众多新股出现瞬间“秒停” 和

连续涨停。

业内人士认为，虽然此次新股发行改革有着控制三高的“高压线” ，又

有着最严限炒机制， 但很多新股上市前后的表现仍暴露出市场的非理性因

素，打新炒新资金的投机冲动难抑，当前适当的制度“纠偏” 显得尤为重要。

长远来看，如果新股供应持续增加，市场筹码充沛，针对新股的投机热或会

逐渐退潮。（详细报道见A03版）

A05

基金/机构

惊魂四十天

———诚至金开1号兑付危机众生相

历时40天， 中诚信托诚至金开1号兑付危机从无法兑付的恐

慌，最终落定为本金安全、利息损失的结局，一场备受国内外关注

的金融事件也落下帷幕。40天里，“无法兑付” 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晃了又晃，终究没有落下，但此次事件的局内人则经历了不同程

度的煎熬。

A04

海外财经

为本币“托底”

新兴市场料掀加息潮

多个新兴经济体在近日本币汇率以及股市暴跌后，开始通过加

息、干预汇市等手段稳定本币汇率。业内人士预计，此后可能会有更

多新兴经济体加入“加息阵营” ，但能否从根本上稳定汇率以及金

融市场目前还难以下定论。在美联储可能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的背

景下，新兴市场的资金面近期将面临更大压力，资金外流的趋势难

以得到扭转。

A11

货币/债券

“红包”到手 走还是留

上周出现的货币政策微调，令年初以来的债市行情由结构性回

暖转变为全面反弹，除少数长期限中低评级品种外，大多数券种都

收获了大小不一的节日“红包” 。 红包到手之后，本轮债市反弹能

否延续下去？ 目前来看，多数分析人士倾向于认为，货币政策微调

不等于转向，中长期资金面可能维持紧平衡并限制利率下行空间。

“钱袋” 渐紧 地方政府押注国资证券化

□

本报记者 毛万熙

在地方融资平台继续承压、土地财政

难以为继背景下，地方政府“一手借钱、

一手卖地” 的融资模式遭遇严峻挑战。各

地政府在2014年纷纷着力提高国有资产

证券化率，国资营运收入将成为最重要的

“钱袋子” 。 据估算，至2015年末，全国各

地地方国有资产证券化规模有望比目前

增长5.3万亿元。

地方财力或捉襟见肘

2014年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后的改革

开局之年，各项经济社会建设无一不在向

地方政府“伸手要钱” ，交通运输、保障性

住房、教科文卫、农林水利、生态建设等基

础性、公益性领域支出压力只增不减。 据

粗略统计，2014年仅交通基建拟投资额

就将超过1.5万亿元。

面对这些刚性支出，地方政府筹钱的

惯常做法是“借钱+卖地” 。2014年，两大

“钱袋子” 面临缩水，地方财政可能陷于

捉襟见肘的窘境。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将继续承压，靠平

台融资将越来越难。 一方面，地方政府融

资平台偿债压力不容小觑。审计署科研所

所长崔振龙认为， 从近几年发展趋势看，

我国政府债务增长速度近20%，远高于我

国经济增长水平。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遭遇严

格监管。 央行副行长刘士余近日表示，要

全方位监测地方债务风险，彻底清理资信

差、功能不明、财务不可持续的地方融资

平台公司，防范金融风险。

作为财政收入主力，土地收入一向是

地方政府性债务依赖的主要对象。审计署

上月公布地方债审计结果显示， 截至

2012年底，11个省级、316个市级、1396个

县级政府承诺以土地出让收入偿还的债

务余额占省市县三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

债务余额的37%。

2014年，“土地财政”的压力会很大。

国土资源部部长姜大明表示， 严控新增建

设用地供应规模，国土部、住建部将配合修

订相关规划给城市划定边界， 以制止各地

城市无节制扩张规模的“摊大饼”现象。

根据财政部上周披露数据，2013年土

地出让金达创纪录的4.1万亿元，比上年增

加44%。 业内人士认为，这样的疯狂增速

无疑会提前透支未来几年的增长空间。

国资证券化规模有望超20万亿

地方政府还握有国资这张“王牌” 。

借助资本市场功能盘活国资，地方政府在

推动国资国企改革同时又可提升财力。

（下转A02版）

A07

公司新闻

多个LNG项目

计划年内投产

在高利润驱动下，2014年仍有多

个国产LNG项目计划投产，合计总产能

将超过6000万方/天。LNG供应量的激

增有望刺激LNG下游产业的发展，但同

时也可能拉低LNG的销售利润。

A09

衍生品/对冲

期指或以“小红包”谢幕

市场人士分析，昨日期指延续小

涨格局，但交投继续清淡，市场情绪

谨慎。 目前市场缺乏明显的利多因

素，导致多头积极性不够，“马上涨”

动力不足。预计蛇年谢幕战将延续窄

幅震荡报收小阳线的格局。

A06

公司新闻

利用低估值“机遇期”

房企加码金融资产提速

世茂股份动用近22亿元巨资收购申银万国7.74%股权， 继万

科、恒大之后再度掀起房企加码金融类公司股权的热潮。 世茂股份

董秘俞峰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表示，公司收购券商资产，主要

是利用低估值的“机遇期” 整合企业金融资源，同时拓展公司视野，

暂无融资等因素的考量。

A12

商品/期货

节前多空观望

郑糖节后颓势难改

分析人士认为，近期国内外糖市

的反弹， 更多还是技术层面因素，糖

价节后仍有一定下行压力，包括云南

糖大量上市、进口量保持高位，都会

对市场形成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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