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牛点牛

（603005）晶方科技：本周涨幅75.73%。主营半导体封装测试业务，业绩

一直较为稳定成长，成为次新股领头羊。

（300108）双龙股份：本周涨幅61.15%。 通过资产整合的路径获得金宝

药业100%股权，将现炭黑与医药双轮驱动的业务架构。

（002722）金轮股份：本周涨幅56.48%。纺织机械行业龙头企业，在各路

资金的积极配置下，股价在上市后一路狂奔。

（600390）金瑞科技：本周涨幅48.36%。特斯拉将在我国推广电动汽车，

从事新能源动力汽车配套的金瑞科技有望获得发展契机。

（002446）盛路通信：本周涨幅46.4%。 定向增发收购合正电子股权，介

入车载移动互联网领域，从而提升了公司的内在估值。

（600211）西藏药业：本周涨幅44.79%。公司拥有一类新药，但推广进度

一直不尽如人意。 股价大涨或意味着新药推广出现积极信号。

（002721）金一文化：本周涨幅40.73%。主营贵金属工艺品，既拥有文化

题材，也拥有贵金属题材，估值想像空间大。

（300266）兴源过滤：本周涨幅40.38%。虽然业绩下滑，但所处行业是污

水处理等热门领域，业绩反转或翻身的可能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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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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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根弦弹好“马头琴”

次新股板块

从以往经验来看， 新增资金一旦加盟

A股市场，往往会关注刚刚上市的次新股。

原因有二： 一是次新股换手率大， 股性活

跃，群众基础好，热钱进出较为方便；二是

次新股刚刚上市，财务包装尚未完全拆封，

公开信息均较为乐观。

近期上市的次新股还有独特优势。

一是新规则导致新股发行价格较低。 因

为在本次IPO重启初期， 新股高发行市

盈率一度备受舆论指责。 随之出台了新

股定价指导意见，这给二级市场炒作留

出空间。 二是次新股的稀缺资源。 待发

行企业需补充2013年报等资料。 众多市

场分析人士指出，2014年2月乃至3月上

旬，新股发行工作难以展开。 如此就为

次新股炒作提供了极佳的时间窗口。 投

资者要认识到次新股板块是近期的强

势股摇篮，但是要随时保持警惕。 赢时

胜等一些具有补涨可能的次新股值得

跟踪。

流动性改善、

IPO

真空、 年报憧憬、两

会预热……

2

月

A

股市场环境可谓兼具天

时人和。 而本周量能突破、权重启动、热点

绽放， 更折射出主力资金对行情的认可和

期待。 鉴于

2

月不确定性降低、利好因素渐

次出现，“马头”阶段的看多逻辑正在形成，

而两会政策和年报预期则是弹好

2

月“马头

琴”的关键两弦。

与低迷的“蛇尾”相比，

A

股“马头”气

势如虹。 综合来看，

2

月很可能是一个黄金

投资时点。

首先，

IPO

失血恐慌暂时消退。 新股

发行无疑是压制

1

月行情的大山，而随着

2

月中下旬新股发行暂停，未来一段时间

流动性格局将大为改善。 不过，经历

2

月

的准备期后，

3

月将迎来批文集中发布

期，

IPO

发行再度进入快速通道。 换句话

说， 从流动性角度而言，

2

月

A

股将迎来

“夹缝中的阳光”。

其次， 年报业绩和两会政策步入憧憬

期。

2

月既临近年报公布期，又处于业绩空

窗期， 这就给投资者对于年报的预期和想

像营造了较大空间。 年报业绩预增的行业

和个股， 有望迎来估值切换预期下的股价

上涨； 年报预期高送转品种也将再度纵情

享受“吃饭行情”。 此外，两会即将召开，围

绕相关政策的热点题材将此起彼伏。 而到

了

3

月末，随着年报的公布，无论是“见光

死”还是“业绩地雷”，都将给股价带来冲

击。届时两会政策的落实将重塑市场预期。

因此，

2

月可谓主题炒作的较佳时期。

另外，历史上

2

月市场表现较好。 从历

史走势来看，鉴于流动性改善、经济数据扰

动减小、“春耕”情结等利好因素，

A

股春节

之后的走势相对强劲， 往往会成为春季攻

势的序曲。而这种历史规律，将再次与投资

者情绪形成正向反馈， 提升主力资金的风

险偏好， 有利于短期行情的顺利推进和交

投热情的升温。

占尽天时人和， 兼处年报朦胧期和两

会憧憬期，

2

月“马头行情”值得投资者“见

缝插针”。 操作上，年报和两会或是市场最

为鲜明的两条投资主线， 应密切围绕年报

业绩预期和两会政策动向寻找标的， 弹好

“马头琴”的两根弦。

李波

本报记者

憧憬两会

□

本报记者 任晓

被各界寄予厚望的两会将于3月初召

开，A股相关题材股近期渐次启动，成为重

要的领涨力量。

市场将逐渐进入“两会红包”模式，养

老、环保、国企改革、金融改革、土地改革等

多个领域迎来丰富的投资机会。

下周央行或发布1月外汇占款数据。有市

场人士认为，美联储退出QE等国际因素对中

国国际资本流动和外汇占款的影响不容忽

视。 美联储退出QE带来的市场动荡可能导致

中国新增外汇占款在近期出现阶段性回落，

预计2014年1月新增外汇占款在2000亿元左

右。 综合考虑中国货物贸易差额的季节因素

和当前新兴经济体金融市场动荡， 预计2014

年2月的新增外汇占款将回落至零左右。

央行近期公开市场操作引发市场对货

币政策会否放松的猜想。 中金公司首席经

济学家彭文生认为， 央行近期的流动性投

放主要为抹平春节导致的流动性波动，并

不代表货币政策转向。 短期内增长环比走

势虽有放缓迹象， 但尚不足以证明货币政

策放松。除非经济增长显著放缓（GDP同比

跌至7.5%以下）、房价涨势得到遏制以及货

币增速显著下降，货币政策才会有所放松。

21日G20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将在悉

尼召开。 新兴市场动荡可能让各国政要的

讨论更加复杂化。随着资本逃离新兴市场，

土耳其、南非、印度和巴西等国央行提高了

利率，以遏制本币贬值引发通胀上升。业内

人士猜测， 最后公报中可能会提及美国货

币政策问题。

投研人员大转岗

险资“马头” 加仓成长股

□

本报记者 费杨生

“马年开局这波行情有

点出乎意料。 ” 在某中型保

险公司上班的投资经理魏江

（化名）说，“还好船小好调

头，这些天公司忙着加仓调

仓，布局春季行情。 ”

在他看来，这波反弹开

启牛市的可能性不大，但在

政策趋松预期升温、流动性

紧张局面缓解、新股发行现

空窗期、两会前不会发布利

空政策等因素支撑下，春季

行情、 两会行情值得期待。

“‘马头’ 一旦错过， 今年

行情就不好做了。 我们的权

益类投资比例已升到10%

以上。 ”

逢高甩周期

“这几天调仓的力度

比较大。 ” 魏江急促的声音

从电话里传来，“主要方向

是减持部分传统周期类个

股，增持新兴产业类成长型

股票。 ”

“2月11日，银行、煤炭领

涨，中信银行还涨停了，创业

板指数则回调1.7%。 趁这个

机会，我们减持了有色、煤炭、

银行等周期类个股，同时捡了

不少中小盘的成长类股票。

13日，中小板、创业板再次回

调，我们又捡了些便宜票。 ”

“调仓从春节前就已开

始， 只是马年开局这波行情

让我们加快了调整步伐。 ”

魏江说，“我们判断，流动性

紧张局面的缓解和政策趋松

的预期升温将推动这波反弹

持续到两会前后， 相应加大

了资产配置力度， 权益类投

资比例提升到10%以上，但

关注点还是集中在与经济转

型、 体制改革契合的成长股

上。 ”

魏江介绍， 该公司对春

季行情的布局不仅体现在股

票持仓的调整， 还包括人员

配置的腾挪。 “开年忙的主

要就是这件事。 ” 魏江说，

“原先主要做传统产业研究

和投资的人员一部分转岗

了， 转做新兴产业研究和投

资；还有一部分下岗了，另谋

出路。 目前约有20%的人员

转岗或下岗， 未来调整幅度

可能会达到50%。 ”

一位券商研究所的负责

人证实， 这种人员调整在买

方机构自去年中旬以来就相

当普遍，目前部分基金公司、

保险公司还在进行此类调

整， 但此类调整在大型保险

机构并不多见。

在一家大型保险集团工

作的一位研究员告诉中国证

券报记者， 公司并没有做出

整体性加仓或减持某类股票

的指令， 人员配置基本没有

变化， 但加大了对新兴产业

领域的研究力度。

连平：互联网金融不会颠覆银行

□

本报记者 高改芳

就在互联网金融颠覆传

统银行的势头愈发强劲之

时，银行股在本周一雪前耻，

以中信银行为龙头的银行板

块出现走强迹象。

面对风云变幻的银行股

行情，作为全国为数不多的、

能够掌握商业银行翔实运营

数据的专家， 交行首席经济

学家连平在接受中国证券报

记者专访时表示， 今年银行

业整体盈利增长将趋向经济

体平均水平。 互联网金融已

经开始以其独特的经营模式

和价值创造方式， 对商业银

行传统业务形成直接冲击。

但未来一段时间内， 真正能

够推动银行业整合的因素是

利率市场化步伐的加快和存

款保险制度的推出， 而不是

来自电商从事金融所带来的

压力。

连平认为，首先，互联网

公司给银行带来的最大挑战

是其依托平台资源， 已经并

将进一步对商业银行客户基

础形成一定冲击。当然，其客

户群目前仍以零售客户为

主。

其次， 互联网金融助推

利率市场化， 迫使银行抬高

资金成本。 一是分流储蓄存

款。 以余额宝为例，“T+0”

的支付+货币市场基金，从

技术上实现了活期存款的利

率市场化。

而在现行利率管制条

件下，商业银行依靠法定利

率吸收存款缺乏竞争力。 二

是加剧理财市场竞争。 商业

银行受到资产证券化等诸

多限制， 金融产品选择少，

而P2P平台相比之下产品设

计更加灵活，年化投资收益

率也更高。

但互联网金融企业和

银行各具优势，目前双方都

难以有效地在对方的绝对

优势领域迅速扩张。互联网

金融的优势在于批量化、标

准化地服务金融长尾市场，

对中高端个性化的金融服

务领域尚不具备优势。 因

此，互联网金融公司对商业

银行影响的主要优势都在

零售业务。

与之相比， 商业银行传

统经营模式无法高效应对小

微企业和个人金融需求。 小

微企业往往地域分散， 贷款

需求“短小频急” ，缺乏抵押

担保，批量获得客户困难，信

贷投放成本高，效率低。商业

银行做小微企业和个人信贷

的主要难题在于渠道不畅和

信息不对称。

此外， 商业银行由银监

会和央行监管， 贷款业务有

明确的资本充足率、 贷前调

查、贷款用途、受托支付、贷

后资产处置、 资产保全等要

求； 而互联网企业则不受监

管约束。

需要明确的是，互联网

金融难以替代商业银行。

首先， 互联网金融和

商业银行均存在比较优

势。 互联网金融的优势在

于平台、 零售客户资源和

数据。 商业银行的优势在

于资本、批发客户资源、信

用和风控能力。

其次， 从金融模式和

金融需求的匹配来看，单

纯的互联网解决不了所有

的金融需求， 特别是高端

客户的面对面个性化服务

仍不可替代。 最后， 互联

网金融的本质是金融 ，互

联网只是技术手段。 银行

可以通过技术升级更多地

开展互联网金融业务。 目

前商业银行的症结在于和

互联网金融文化理念上的

冲突。

“从国际经验看， 在欧

美等金融覆盖面更广的成熟

市场， 互联网金融目前只是

补充。 ” 连平声音恬淡地得

出结论。

未来

3

至

5

年内， 我国

银行业将进入一轮整合

期， 银行业并购重组将在

一定程度上发展起来。 在

这一过程中， 以银行为核

心的全牌照金融控股集团

将会具有明显优势。 但市

场化收购兼并难以大规模

开展。

原先主要做传统产业研究和投资的人员

一部分转岗了， 转做新兴产业研究和投资；还

有一部分下岗了，另谋出路。 目前约有20%的

人员转岗或下岗， 未来调整幅度可能会达到

50%———某中型保险公司的投资经理说。

连平

交行首席经济学家

互联网金融

已经开始以其独

特的经营模式和

价值创造方式，对

商业银行传统业

务形成直接冲击。

但未来一段时间

内，真正能够推动

银行业整合的因

素是利率市场化

步伐的加快和存

款保险制度的推

出，而不是来自电

商从事金融所带

来的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