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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高风险保持距离

□

皮海洲

对投资者来说，进入股市就

意味着与风险打交道，要远离风

险几乎是不可能的，毕竟股市是

有风险的，这一点，任何人概莫

能外。但投资者应该远离高风险

投资，与高风险保持距离，这是

投资者在股市的立足之本。只有

回避高风险，才能在股市里生存

下去。

而这事说来容易做来难，投

资者真要做到与高风险保持距

离， 实际上是一件并不容易的事

情。比如说，当前创业板市盈率平

均已经

70

倍了， 谁都知道泡

沫很大，风险很高，

但不少投资者就

是沉醉在其中流连

忘返。

之所以如此，一方面

是创业板的赚钱效应对投资

者构成巨大诱惑。 毕竟从去年

以来，创业板就一直处于上升的

过程中，不仅创业板指数出现翻

番走势， 一些个股更是涨幅巨

大，

200%

、

300%

涨幅的个股并不

鲜见，投资创业板的投资者收获

甚丰。 而这种赚钱效应就像一个

巨大的磁场，吸引着投资者参与

其中。

投资者对创业板乐此不疲的

另一个原因，也与创业板股票的炒

作题材众多有关。目前正是

2013

年

上市公司年报披露期，创业板由于

都是一些中小盘股，因此，创业板

公司高送转题材丰富。而且由于创

业板公司大都属于新兴产业，各种

行业支持政策层出不穷，因此各种

炒作题材也应接不暇。创业板炒作

也因此充满生机活力。

不仅如此，就在投资者对

创业板市场恋恋不舍的情况

下， 某些业内人士以及利益

中人的言论也让投资者热血

沸腾 ， 坚定了一些投资者在

创业板做多的决心 。 毕竟股

市是一个利益角逐的市场 ，

市场参与各方利益是不一致

的。 一些大量持有创业板股

票的机构投资者需要有人来

接盘，因此他们当然会唱多。

比如面对创业板“狼来了 ”的

声音 ，就有人反其道而行之，

认为创业板“浪”来了，继续

唱多创业板。 还有观点认为，

唱空创业板的人根本不懂股

市， 他们在思想上已经被人

类文明所淘汰 、 已经被日新

月异的高新技术所淘汰 ， 已

经被

21

世纪股市的投资理念

和投资潮流所淘汰 。 如此一

来，只有唱多创业板、做多创

业板的人们才是具有

21

世纪

投资理念 ， 才是符合

21

世纪

投资潮流的。 这样的煽情言

论， 很容易让一些投资者在

创业板里陶醉不醒。

除创业板外，新股炒作同样

也是充满高风险。

IPO

重启后首

批发行的

48

只新股， 上市后均

遭到市场爆炒，尤其是创业板、

中小板上市新股因为盘小遭到

市场疯炒。 过半数新股涨幅翻

番，众信旅游、易事特、东

方通的涨幅甚至超

过

200%

。 其

实，首批上

市的

48

只新

股业绩一般 ，根

据一季度的业绩预告，

半数新股业绩下滑甚至亏

损。 爆炒新股蕴藏的高风险不

言而喻。

如何与这些高风险保持距

离？ 首先这就需要投资者具有正

确的投资理念与良好的风险意

识，自己能够对风险作出判断，而

不是人云亦云， 甚至被别人牵着

鼻子走。 投资者进入股票市场要

有投资意识，如果一味地“炒”股

票， 甚至把股票投资当成一种赌

博， 那么这样的投资者在股市里

只能是认赌服输， 不可能有风险

防范意识。

其次， 投资者要保持一颗平

常心，不能贪婪，同时还要保持一

颗善心， 要在投资过程中与人为

善。 一些投资者面对高风险为何

不选择离开？ 因为他们认为股价

还会涨得更高， 他们还可以赚到

更多的利润。 这种想法本身就是

一种贪婪的表现。 投资者如果能

够保持一颗平常心， 在利益面前

做到适可而止， 这样自然就会远

离高风险了。

当然，与高风险保持距离，

也要求投资者掌握必要的投

资技巧。 虽然股市上有的高风

险是投资者可以看到的，但有

的高风险却是投资者看不到

的。 在这种情况下，掌握必要

的投资技巧也是必不可少的。

比如， 投资者必须学会止损，

不要让风险扩大。 如果投资者

不懂得止损， 放任风险扩大，

那么小风险投资也有可能演

变成高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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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向标

PM2.5引爆“防霾消费”

□

本报记者 倪铭娅

从防霾口罩、 空气净化产品

断货热销到“躲霾游” 、“无霾房”

频遭追捧再到环保股、旅游地产股

屡受追逐，一场雾霾催热了“雾霾

经济” ，引发了经济一连串反应。

防霾消费热潮掀起， 商家

“霾里淘金”疯狂不断。业内专家

认为，面对商家“独具匠心”的宣

传渲染， 只要稍不留神， 放松警

惕，马上就上了商家的船。 因此，

消费者对抗雾霾需理性当先。

防霾消费火热

“各位亲， 防PM2.5口罩现

已断货，您的订单将推迟两天发

货，请耐心等待” ，网购达人张倩

（化名）刚下完订单便收到淘宝

店主的上述回复，这让急于买口

罩的她只得另寻他家。

张倩在搜索中发现，不仅防

霾口罩、空气净化器、加湿器等

搜索指数很高， 就连抗雾霾菜、

抗雾霾水果、吸雾霾植物等产品

因打上了“抗霾” 标签，搜索热

度也大幅提升。

防霾产品在网上热销的同

时，网下销售同样火爆：空气净

化器、加湿器在不少商场出现脱

销；综合抗生素片、川贝等提高

抵抗力产品销量大增； 黑木耳、

萝卜等清肺食物遭抢购。

市场上，但凡与空气治理相

关的概念产品，无疑不备受消费

者青睐。 一场轰轰烈烈的“防霾

消费” 正迅速兴起。

“为做好防霾措施， 近期家

庭开支明显渐涨” ， 消费者老张

吐槽说，近期家里除了购买防霾

食品、防霾药品和防霾日常用品

外，洗衣液、洗衣粉、消毒液的购

买量也增加不少。“现在家里正

在考虑要不要添置一台健身

器，” 老张说，受雾霾天气影响，

近期一直不敢出门锻炼，想买一

台健身器材代替室外运动。

事实上， 跟老张有同样想法

的人不在少数。“一些消费者认为

北京雾霾天持续时间越来越长，

为不影响室外锻炼， 在家中添置

健身器械来代替室外运动成为越

来越多人的选择” ，北京某大型连

锁商场健身器材销售处负责人

称，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近期北

京健身器材销售量价齐升， 每天

前来探询健身器材的消费者络绎

不绝，“估计这也将成为未来不少

家庭的一项大支出。 ”

“霾里淘金”疯狂

一场雾霾不仅掀起了疯狂

的防霾消费热潮，而且为商家带

来了争抢“雾霾经济” 蛋糕的商

机。 “霾里淘金” 已经在商界悄

然打响。 此前，一直不温不火的

环保产业以及相关企业借雾霾

之势迅速攀升。

旅游业便是其中之一。 按照

往年经验，春节过后，旅游业便

进入淡季。 但今年的旅游业这段

时间却异常火爆。“为吸引游客，

增加旅游班次，公司几乎每周都

要更新一次旅游路线图，” 北京

一家旅行社工作人员说，受雾霾

天气影响以及人们对时尚健康

追求的提高，逃离霾区、呼吸新

鲜空气的旅游项目受到热捧。 借

此，华北地区的不少旅行社纷纷

推出 “躲霾游” 、“清肺游” 项

目，主推一些空气较好的山水景

区作为远离雾霾天气的旅游地，

并做成系列进行推广。 主打山水

的景区也因此依靠“躲霾游” 概

念拉动了不少客源。

无独有偶，借雾霾之势，“无

霾房” 、“绿色住宅” 的说法随之

兴起， 淘金潮在房地产业掀起。

一些外地房产开发商已从雾霾

着手，抢占商机，将一张张印有

阴霾天空和沿海城市蓝天白云

的对比图以及“买房子送新鲜空

气”的宣传语推广到大街小巷。

业内人士表示，在一个越来

越注重健康和养生的时代，持续

严重的雾霾天导致旅游地产尤

其是滨海地产逐步变成一种刚

性需求， 很多人需要去 “洗洗

肺” 。这对开发商来说，是一个新

的营销契机。 在雾霾围城后，很

多开发商都以“生态宜居，抗雾

霾”为宣传点来进行楼盘促销。

据了解，北京等城市已有了

使用置换式新风系统的楼盘出

现，但是这类楼盘的价格比其他

楼盘高出一截。 对于刚需购房者

来说，有多少人愿意掏钱去购买

技术尚未成熟的“抗霾” 楼盘？

在业内人士看来，“绿色住宅”

的增加势必是今后住宅发展的

趋势，但是在技术尚未成熟的情

况下，说“绿色住宅” 因雾霾而

受热捧恐怕还为时过早。

理性抗击雾霾

当雾霾成为人们心中挥之

不去的痛，个人理智会不由自主

地降低，加上商家“独具匠心”

的宣传渲染， 只要稍不留神，放

松警惕， 马上就上了商家的船。

因此，消费者应理性对抗雾霾。

面对狂热的防霾消费，业内

专家提示，目前国家标准没有明

确防粉尘需要几层纱布口罩，从

医学角度讲，雾霾天外出时只要

佩戴纱布口罩就可以防细小颗

粒物和粉尘。

有专家认为， 单纯为了雾霾

天气而购买净化器的消费者，与其

说是在买健康不如说买的是放心。

实际上， 除了极端的雾霾天气，开

窗通风仍然比开机器更有效。

中烹协副会长卢永良认为，

抗霾食物如百合、雪梨、木耳等，

适量配合主餐吃一些，只要注意

营养均衡，对于提高身体抵抗力

是有好处的。“雾霾频发，多吃蔬

菜水果，菜肴搭配些木耳、猪肝

有助于增加营养来源。 ”

应运而生的 “雾霾经济” ，

尤其是那些逐渐推出的产品，如

何进行规范值得关注。 业内专家

称， 雾霾本身的危害是原发性

的，对于“雾霾经济” ，要是没有

规矩听之任之的话，恐怕就是对

消费者的二次伤害。 以“抗霾”

为噱头，夸大功效，就违反了市

场法律规定，理应有所管束。 因

此，对政府管理部门来说，要管

好这个市场，必须发挥市场监管

的职能，尽快到位，避免缺位。

“雾霾经济” 蝇头小利的背

后折射出环境污染的重大损失，

在一些专家看来，空气污染带来

的损失要远远大于它所催生出

来的市场份额。“先污染后治理

不可取， 政府在限公车出行之

外，还应该和有关部门携起手来

加强机动车尾气和工业污染治

理， 采取联防联动等多项措施，

还民以碧水蓝天。 ”

汇眼看市

地缘政治扰动市场

□

中国银行金融市场总部 徐凡

过去一周，乌克兰局势发生

急剧变化， 对外汇市场构成扰

动。 2月22日，乌克兰议会投票

罢免总统亚努科维奇， 亚努科

维奇随即消失于公众视线，这

似乎标志着反对派在这场政治

斗争和其引发的暴力冲突中取

得暂时胜利。 然而事态并未平

息， 俄罗斯总统普京26日下令

对西部和中部军区及多个兵种

进行战备水准突击检查；27日，

俄罗斯外交部强调将毫不妥协

地捍卫俄侨民利益；同日，俄国

防部宣布西部边境地区战斗机

进入临战状态。 在俄罗斯侨民

占多数的乌克兰克里米亚地

区， 还发生了武装分子强行占

领议会和政府大楼的事件。 这

意味着， 乌克兰角力的主角可

能才刚刚登场。

面对这种紧张局势， 外汇

市场暂时只作出了有限的反

应。 截至2月27日的一周，欧元

对 美 元 微 幅 下 跌 ， 收 在

1.3710； 英镑对美元则小幅上

涨了0.2%，收在1.6688。 美国

房屋价格强劲的增长和超预

期的新屋销售数据可能对外

汇市场产生了更大的影响，欧

元区仍然低迷的通胀，英国良

好的增长可能相应地影响了

欧元和英镑走势。 而在下周的

美国非农数据和欧洲央行议

息会议前，市场可能选择谨慎

行动。 然而，如果乌克兰紧张

局势继续升级，欧元汇率就可

能承受更大的压力，英镑也可

能受到一些影响。 而在中期，

如果欧盟需要向乌克兰提供

经济援助，可能也会因增加欧

元区负担而不利于欧元。

避险倾向在日元上表现得

稍微明显一些， 但日本经济数

据并不足以降低日本央行进一

步扩大宽松的预期， 限制了日

元的涨幅。 截至2月27日，日元

小幅上涨0.1%， 美元对日元收

在102.13。 日本的核心CPI同比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已从-0.

5%升到了1.3%，日本的宽松货

币政策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

面临即将到来的消费税上调和

可能的经济影响， 日本央行还

难以放缓宽松的步伐。 对日元

走势而言， 短期避险倾向可能

成为主导， 而中期日元仍有下

跌空间。

澳洲在下周也将公布重

要经济数据和召开央行议息

会议 ， 因而本周走势也较平

稳。 截至2月27日， 澳元对美

元 一 周 下 跌 了 0.5% ， 收 在

0.8965。 我们认为澳洲央行仍

会暂时维持中性立场，这带给

澳元的可能更多是横盘整理

走势。

文摘

“宝宝们”

给传统银行上了一课

□

郝亚琳

无论是交水电煤气费， 还是转

账还信用卡账单， 抑或是颇为丰厚

的资金账单， 以余额宝为代表的互

联网金融产品的异军突起， 带给人

们的不仅是实实在在的收益， 还有

对传统银行业务实实在在的冲击。

在随之而起的种种争论乃至抨击声

中， 一个日益被公众广泛接纳的观

点是：面对余额宝们，传统银行业的

自省远比指责更重要。

其实，互联网金融对传统银行的

冲击已是不争的事实。 从去年至今，

以余额宝为代表的各种“宝字号” 货

币基金理财产品，在金融市场上快速

崛起，大量社会存款因此“搬了家” 。

据最新数据统计，今年1月份货币基

金规模达9532.42亿元， 环比增幅高

达27％， 与之相对的是，1月份人民

币存款却减少了9402亿元， 同比少

增2.05万亿元。

面对这样的局面，比“是非” 更

重要的问题是：传统银行雄霸数十年

的江山，为何如此轻易地遭遇“丢城

失地” ？ 诸多缘由耐人寻味，更促人

深省。

银行既是金融性行业， 也是服

务性行业， 谁家利率高、 谁家服务

好，客户自然愿意选择谁。 面对余额

宝们远高于银行活期利率的收益

率，从心动到行动是最正常的选择。

更何况， 这样诱人的收益率还搭配

了亲民的投资门槛和便捷的投资方

式。 与之相对的则是传统银行冗长

的业务办理时间、 不合理的霸王条

款和名目繁多的服务收费。 如此观

之， 与其说是余额宝在侵袭传统银

行业务的领地，不如说是公众“用脚

投票” 作出自己的选择。

不论是运作机制、 服务理念，还

是产品设计，余额宝们不仅让社会公

众“眼前一亮” ，更该让传统银行业

“猛地一惊” 。如果继续故步自封，继

续高高在上，只能丢失更多的阵地和

人心。

当然，人们不会期待余额宝们完

全取代传统银行。互联网金融的资金

来源，归根结底还是传统银行。 虽然

发展迅猛， 但与前者庞大的体量相

比，仍然只能算是小微金融。 重要的

是，余额宝们从观念和机制上给传统

银行上了一课。 如果这样的 “搅局

者” 真的能倒逼传统银行改革创新

乃至利率的市场化，这对中国的金融

体系和广大民众来说，未尝不是一件

大好事。

（摘自2月26日《广州日报》）

收藏

扇面 “纸上风”劲吹

□

萧蔷

回顾2013年秋拍，扇画不

能小觑。 北京匡时推出“嘉树

堂” 藏明人扇面书画专场，甄

选的40余幅明人扇面书画精

品悉数成交，成交总额达2596

万元，其中郑重的《仙山楼阁

图》 以207万元易主， 邢侗的

《临王羲之<儿女帖>》则拍得

161万元；中国嘉德的“扇苑善

緣” 专场同样表现不俗，吴湖

帆， 周煉霞合作的 《红荷鸳

鸯》 扇面以230万元领跑该专

场；北京保利的秋拍，推出第

二个 “小万柳堂剧迹扇画夜

场” ，70余幅明清扇画中不乏

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明四

家和董其昌、王铎等明星作品

的身影；保利香港也在其中国

古代书画专场中推出明清红

金扇面专题。

万里江山藏袖中

扇面画以小见大，强调笔

墨趣味。

中国历代书画家都喜欢在

扇面上绘画或书写，抒情达意，

或赠友人。保持原样的叫成扇，

为便于收藏而装裱成册页的俗

称扇面。圆形的叫团扇或纨扇，

折叠式的则叫折扇。 在宋、元

时代，团扇画广为流行。 明代

以后，折扇画渐成主流。

南北朝梁代肖贲“曾于扇

上画山水，咫尺内万里可知” 。

宋代的山水画、花鸟画在唐代

基础上空前繁荣，文人画大兴，

加上“画家皇帝”徽宗的倡导，

书画扇面艺术臻于顶峰。 “归

一握，藏袖中” 的扇面小品成

为表现万里江山的重要形式。

折扇，古称聚头，又称聚

骨，元代以后，扇叶多以纸制，

且尚泥金。 明代以来，兼具实

用性和观赏性的折扇得到永乐

皇帝的推广，文人之间玩扇赏

扇，互赠书扇之风盛行，诞生了

大批扇画名家作品。张大千说：

“扇子并非只是用来纳凉的，

一扇在握，文人的身份便显现

出来。 谁题的诗、谁作的画、谁

刻的字，都透露出主人的艺术

品位。 ”民国继承扇画精华，成

为扇画发展的又一高峰，赏扇

藏扇蔚然成风，文人士大夫以

藏扇为雅事。

藏家认为， 小品大艺，扇

面书画很能检验一个书画家

的艺术水准，尤其是上宽下窄

的折扇。 由于扇面形式特殊，

创作空间有局限，材质对笔墨

的吸收性差，有折痕，作画难

度较大，非常考验艺术家驾驭

笔墨和构图等多方面能力。

“扇面无论从构图还是笔墨

上， 都比在宣纸上作画难得

多。 扇面尺幅较小且为弧形，

书写作画都有讲究；折扇有折

痕，对画面、字体、线条要求较

多。 扇画要一次性完成，不能

停笔，画家要胸有成竹才能动

笔， 因而画扇面最见画家功

力。 扇面尺幅较小，需要近距

离观赏， 所以扇画都非常精

美， 书法也往往是认真之作，

不论是蝇头小楷，还是草书行

书，都比较精细。 扇画往往极

具观赏性，常有书画大家的代

表作。 ”

“一尺扇面两尺画”

在当代，书画收藏界素有

“一手卷、二册页、三中堂、四

条屏、五楹联、六扇面” 之说，

扇面位居最后，沦为古字画收

藏的配角，但在古代，也有“一

尺扇面两尺画” 之说。 就形制

而言，同一位画家相同题材的

作品，扇面较之手卷、册页等

创作更难， 价格也要高出数

倍，故有“求扇一页，胜画三

尺” 之说。近年来，随着书画市

场的火爆，扇面也成为热门收

藏种类。 在国家博物馆做研究

的朱万章认为，“扇面的价值

一直被忽视，特别是存世的历

代名家扇面，数量有限，升值

空间更大。 ”

自1994年中国嘉德在秋

拍中首推扇面专场以来， 扇面

拍卖成交率就一直处于平稳上

升态势，即便是2006年中国书

画市场出现首次调整， 以及这

三年来艺术品交易市场不景

气， 扇面拍卖的成交率都未曾

出现波折， 体现出良好的抗风

险能力。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收

藏家把目光转向这一升值潜力

巨大的门类， 拍卖公司纷纷推

出扇画专场， 一些名家精品拍

出高价。

2010年北京保利春拍，南

宋画家夏珪的《松岩静课图》、

马麟的《茉莉舒芳图》、叶肖岩

的《苔矶独钓图》，三幅扇面均

以336万元成交； 目前拍卖成

交价最高的扇面是以2420万

元成交的刘贯道的《人物故事

图册》， 规格是元代人物团扇

画六开。

2013年春，北京保利推出

“小万柳堂剧迹扇面”专场，该

专场72件拍品全部成交，总成

交额达9087.3万元。 唐寅的

《江亭谈古图扇面》 估价为

200万元至400万元， 最终以

1150万元拔得专场头筹；仇英

的《孤舟垂纶扇面》以690万

元的高价成交；傅山的《行书

记事廿四韵》估价为30万元至

80万元，最终以529万元成交，

其另一件作品 《秋林高逸》估

价为60万元到120万元， 终以

494.5万元成交；文徵明的《凭

江追远》 以 517万元成交 。

2012年，由王鉴、王翚、王原

祁、 王时敏创作的山水扇面在

中贸圣佳被拍出264.5万元；黄

宾虹1950年所作 《春山著书

图》 扇面在北京匡时拍出

149.5万元；齐白石1925年作的

《海上仙山》 扇面以109.25万

元成交。

业内人士认为，名家的扇

面与其手卷、册页、中堂相比，

价值还有挖掘空间。 作者名气

对于艺术品投资价值的影响

很重要，但艺术品最大的价值

还在于其艺术性。 同一名家常

常创作出不同价位的扇面，不

能以一概全。 有的名家擅长山

水，其花鸟扇面就不能与其山

水扇面等价；同一艺术家不同

时期创作的作品价格也不相

同，比如齐白石60岁时的作品

价格普遍偏高，李可染在20世

纪70年代后，创作水准达到顶

峰， 这一时间节点前后的作

品，价格也高；名家仿前人扇

面与其原创作品存在价格差

异。 中国文人历来有仿画的传

统，像张大千就曾模仿过八大

山人的扇面，这类作品一般情

况下不如张大千原创扇面的

价值大；名家应酬之作价位偏

低，升值空间较小。

影响名家扇面的市场价

格，还有诸多因素。

从外在形制而言， 纸质扇

面分为有色扇面和白色 “素

面” ，在同一艺术水准下，前者

价格高于后者。 有色扇面中又

以金面价格较高， 其中备受古

人推崇的泥金扇面最贵。

在题材方面， 山水扇面价

格普遍高于花鸟或人物扇面，

因为山水画更讲究布局， 如何

在有限的小空间内展示山水宏

阔意境，着实费力。

从创作时代上来区分 ，

唐宋时期的扇面不论名家与

否，只要是真品，价格都居高

不下，因其存世量少，大多被

博物馆收藏， 民间流通凤毛

麟角。 目前，明清时期与近现

代的名家扇面是各大拍场的

主流，不仅数量多，还高价迭

出。 朱万章分析，明代扇面现

在成为最贵的一批， 收藏家

最为钟情的也是明代名家的

精品扇面，其原因在于：一是

传世作品少，物以稀为贵。 二

是明代扇面大多较为精湛，

尺幅虽小，艺术水准上乘。 三

是折扇在明代达到发展高

峰， 在扇面书画中占据主导

地位。 明代折扇工艺精巧，造

型雅致， 材质和艺术水准相

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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