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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丽芳看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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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改革主线

□石丽芳

本周大小盘股“跷跷板” 反复起落，主

力资金在大盘蓝筹和小盘成长股之间反复

切换。 前半周大盘蓝筹股表现低迷，资金获

利兑现迹象明显， 中小板创业板周三强势

反弹；然而周四银行地产盘中联袂爆发，一

度令疲弱的股指快速翻红， 中小盘股大幅

调整。

尽管上周五优先股利好激发大盘蓝筹

股大幅拉升， 本周银行地产股也再度护盘，

但这并不能有效改变当前的弱势格局。 首

先，在存量资金博弈背景下，大盘股的走强

需要牺牲小盘股，赚钱效应和交投热情受到

冲击。 其次，大盘股走强对于资金的消耗巨

大，在当前的存量资金格局下，反而不利于

行情向纵深推进。 再次，基于政策预期博弈

的大盘股行情也存在预期难以兑现的风险，

使得中期走势的不确定性增加。 此外，在经

济增速下滑的背景下，周期性行业集中的大

盘股反弹高度有限，阶段性走强反而会引发

存量资金获利了结。

与此同时，以创业板为代表的成长股整

体估值依然高企， 虽然阶段性反弹可期，但

整体高位回落的弱势格局仍将延续。 因此，

投资者参与热点不能简单地非 “大” 即

“小” 。挖掘宏观环境中的边际改善，是踩准

热点轮动的关键。

纵观当前的宏观环境， 经济增速放缓，

信用风险暴露，人民币阶段性贬值，新一轮

IPO压顶等利空依然存在；不过，近期政策

面有所改善，释放出一定稳增长信号。 3月

1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 《政府工作报

告》重点工作部门分工，强调“抓紧出台已

确定的扩内需、稳增长措施，加快重点投资

项目前期工作和建设进度，及时拨付预算资

金” 、“落实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按期完成

包括棚户区改造在内的保障性安居工程建

设任务” 。 加之房地产再融资放开、京津冀

一体化加速等政策，政策托底意味明显。

不过有市场人士表示，中国经济资本回报率

下降的趋势已经形成，未来可能面临着潜在

增速下移，即便出现稳增长政策，量级也远

远达不到2009年政策的力度。 在基本面因

素不发生根本好转的情况下，维稳无法带来

持续性的行情，这在过去几年的时间里被证

明过多次。去年和前年两次维稳的市场数据

就显示，脉冲式行情比较短暂、幅度不高，几

乎可以忽略。 而后市一旦政策落地不及预

期，恐会引发较大的卖出压力。由此来看，短

期即便大盘走出反弹，操作上也应控制仓位

快进快出。

尽管新一轮的稳增长并非针对全局，难

以推动趋势性行情，但这种结构转型的局部

支撑，对A股也存在着定向的带动作用。 换

言之，短期托底政策预期会提升投资者参与

度，市场投资机会并不缺乏。 而新的政策思

路不再是发货币和“类四万亿” ，而是结构

性刺激，因此，把握政策利好下的局部机会

是战胜大盘的关键。

近日国务院印发 《关于进一步优化企

业兼并重组市场环境的意见》， 重点提出7

个方面的政策措施。 在政策吹向集结号后，

多个地方国资改革陆续响应。天津发布《关

于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实施意见》，

敲定2014年至2017年天津国资改革的路线

图；有媒体报道深圳国资改革意见已经完成

起草工作，有望进一步降低国资委在一些企

业的持股比例以引进战略投资者；而作为国

资资产体量最大的上海，国资改革动作较为

明显，3月19日， 上海市商业投资集团并入

百联集团，3月21日上海农投已经并入上海

国盛集团，上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创

投）和上海科技投资公司（上海科投）等投

资公司近期也有整合预期。 由此来看，国资

改革很可能是贯穿全年的重要投资主线。具

体可把握三条支线： 一是国资平台整合，二

是地方政府积极推动本地国企从做大向做

强倾斜，三是混合所有制推进会导致产权制

度改革变化。

当前市场已经基本反映了各种潜在的

风险因素，加上蓝筹股具备估值优势，且受

益优先股利好，大盘下跌空间有限；不过，在

经济增速放缓、IPO重启在即等压力下，市

场风险偏好难以提升， 上行动能同样不足。

因此，短期大盘或延续震荡格局，沿政策新

动向逢低布局国资改革等改革主线，是较为

稳妥的策略选择。

一季报来袭 关注业绩谨慎布局

一季报存机会

业绩浪 “呼啸” 而至 伴随着

2013年年报大规模亮相， 上市公司

2014年一季报业绩预告的披露也有

加速之势，而上述两种报告的批量涌

现或将引发业绩浪“呼啸” 而至。

已有247家上市公司披露了2014

年一季报业绩预告，其中，预喜公司

达到163家，占比约为65.99%。具体来

看，2014年一季度业绩预增公司达到

56家，续盈公司达到20家，扭亏公司

达到13家，略增公司达到74家。

从预告净利润变动幅度来看，

2014年一季度共有49家上市公司预告

净利润最大增幅超过或达到100%，吴

通通讯 （4339.89% ）、 胜利精密

（3007.80%）、金浦钛业（2003.42%）、

元力股份 （1500.00%）、 深天马A

（1000.00%） 等公司2014年一季度预

计净利润最大增幅更是达到或超过

1000%。

值得一提的是，公司一季报业绩

好坏， 往往能奠定其股票全年走势。

目前市场情绪偏谨慎，短期降低风险

偏好，追求业绩确定性。 3月中旬至4

月上旬是一季度业绩预告的密集披

露期。 业绩才是硬道理，一般来说，预

喜公司在发布预告后至一季报正式

披露前，其涨幅要高于业绩正式出台

后的收益，越早预告业绩，获得市场

青睐的程度也较高。 因此，一季报大

幅预喜的上市公司，具有一定的投资

机会。（猪猪侠公

http://blog.sina.com .

cn / s / blog_8fa220530101eiqc . html

）

业绩才是硬道理 日前的指数

下行是由于一些关键因素向不利方

向演变所导致，包括房地产市场的下

行，打击了市场对经济的预期；超日

债等违约事件让信用风险暴露，降低

了市场的风险偏好；流动性收紧的预

期，标志着央行回收流动性的银行间

操作和汇率下跌带来的心理影响。 短

期内能够带动经济稳定或回升的力

量不足，市场会继续保持弱势。

3月中旬至4月上旬是一季度业绩

预告的密集披露期，“业绩才是硬道

理” 。 从估值上看，前期表现优异的

白马成长股经过股价的大幅回落，

估值大都已经回归到30倍以下的合

理水平，开始具备较好的配置价值。

（年 轻 人

http://blog.sina.com.cn/s/

blog_61d187370102f1ja.html

）

关注业绩预增与超预期

特别关注业绩预增股 在去年

盈利同比负增长的154家公司中，有

35家已预告今年一季度业绩将实现

同比正增长。 虽然一季度业绩并不能

代表全年业绩走势，但该类公司体现

出的业绩延续性或拐点可能，仍值得

给予关注。

一季度业绩预增股股价表现得

牛气冲天，除业绩表现靓丽外，与机

构的青睐也不无关系。 数据显示，在

该124只已预告一季度业绩同比预增

的个股中， 去年四季度末有基金、社

保、QFII等驻扎的个股便多达61只。

一季度业绩预增股由于其在未

来一段时期内已排除业绩地雷的天

然安全性，再加上机构的关注，股价

表现坚挺，自然在情理之中。 有鉴

于此，有必要对该类个股给予充分

的重视。 在当前弱势整理的市场状

况下， 对于那些股价表现抗跌、流

通筹码集中度高或机构关注度高的

业绩预增股，更应给予特别的关注。

（苏 海 彦

http://blog.cs.com.cn/a/

01010001102C00D98E7B32BA.html

）

业绩超预期股受热捧 随着上

市公司2013年报和2014年一季报业

绩预告的披露进入密集期，业绩浪行

情也将到来， 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

一季报业绩超预期品种，成了提前挖

掘的市场另一个潜在热点。 值得注意

的是，在已经发布一季度业绩预告的

公司中，有45家公司是今年上市的新

股，其中26个新股业绩预喜，占比达

57.78%。 这些次新股业绩提前曝光，

消除了业绩不确定性，无疑成了游资

重点炒作的一个板块。 同时，一季报

业绩超预期品种，是后市机构重点挖

掘的潜在热点。 近期的市场表现也印

证了这一点，投资者可重点关注一季

报业绩超预期品种。（趋势

http://blog.

jrj.com.cn/4730061874,13545838a.

html

）

逢低关注优质农业公司 临近一

季报可逢低关注优质公司，由于养殖业

持续不景气， 也影响到下游饲料行业，

另外种业也处于去库存的状态中，海产

品价格低迷，预期农业板块一季度业绩

仍然受累，压制整个农业股表现。 目前

猪价基本已经见底，下半年有望止稳回

升，种子行业空间巨大，两大龙头持续

看好，饲料板块稳健，龙头强者恒强，一

些优质农业公司在短期下跌后，价值已

经显现， 建议逢低关注优质农业公司。

（投 机 者

http://blog.cs.com.cn/a/

01010000CFAA00C09565DD3F.html

）

个股吸金 机会风险并存

一季报白马股吸金 尽管一季

报业绩预告小荷才露尖尖角，但从这

些业绩预告中也不难看出，2014年取

得良好开端的行业，将有可能继续成

为牛股集中营。 根据以往经验，从3月

中下旬开始一季报业绩预增股往往

会受到主力资金追捧而跑赢大盘。 目

前是布局一季报行情的好时机。

一季报预告公司业绩突飞猛进，

让这些公司股票近期表现十分抢眼，

统计显示，在已披露一季报业绩预告

为预喜的个股中，有71只业绩预喜股

3月以来跑赢大盘， 占一季报业绩预

喜个股总数的65.74%， 沪指3月份以

来下跌1.81%。具体来看，在已披露一

季报业绩预告为预喜的个股中，有50

只个股3月以来股价实现逆市上涨。

（金财论市

http://blog.sina.com.cn/s/

blog_721446350101hofc.html

）

机会与风险并存 由于此前市

场对不少公司年报已有预期，其股价

也大多有所反映， 有一定程度的涨

跌。 因此，随着一季报的明朗，投资者

可重点关注两方面：一是关注一季度

业绩持续增长、但前期涨幅有限估值

不高的个股；二是警惕股价透支业绩

以及一季度业绩下降超预期的个股。

（煜 锦

http://blog.sina.com.cn/s/

blog_767b53710101kg2s.html

）

以上博文由中证网博客版主倪

伟提供

本栏文章均源自博客，内容不代

表本报观点。 如有稿费及涉文事宜，

请与本版编辑联系。

上市公司一季度业绩好坏， 有时能奠定股价

全年的走势。 本期《一周看点》收集相关博文，看看

草根博主如何看待上市公司一季报， 哪些 “开门

红”绩优公司值得关注。

优先股

@鲁晨光： 优先股从本质上可看做

是债券。 公司可以发债券， 这对股票利

好吗

?

我看是有利好因素。 主要是因为

上市公司不必只靠配股增发融资， 通过

债券或优先股，可以融到更多保守资金。

股市资金多了，自然对上涨有促进作用。

@墨言：优先股是一把双刃剑。 一

方面将形成对股票市场的有益补充，或

对大型公司融资形成一定的刺激，同时

利于分红机制的推进，但另一方面则可

能加大市场资金沉淀效应

,

对股票市场

特别是对去年炒高寻机出仓的创业板、

中小板及大量的绩差公司形成冲击。

@范二先僧：市场冷静思量之后，其

利好力度有限， 连最为受益优先股的银

行股近期都出现滞涨走势， 说明目前市

场对这一利好已经完全消化， 市场期待

的蓝筹股暴涨行情落空， 对创业板股票

的压力反而减轻。

京津冀

@小雪国际： 京津冀概念股现在

的确很火热，但是依然摆脱不了纯概念

炒作的下场。从之前市场对于上海自贸

区的疯狂炒作看，概念股很容易形成分

化，然后随着政策发布周期形成局部的

脉冲反弹，随后呈现沉寂或整理态势。

@卓赢-追风： 市场在创业板等新兴

成长板块中批量撤退甚至多有踩踏之时，

难免也需要寻找一些安身之地，因此，在低

股价低估值低配置的传统经济板块中寻找

配置机会，也是没有选择余地的配置策略。

而在这个时候出现新而美的京津冀主题生

逢其时，最容易产生显著超额收益。而且主

题能够持续、不会一两波结束的。

互联网金融

@逸凡LSY：余额宝的发展，打通

了不同市场之间的资金通道，有利于缩

小利率水平差异，有助于更好地发挥金

融体系的价格发现功能。互联网金融凭

借技术优势和客户优势，对传统金融体

系而言发挥着“鲶鱼”效应，倒逼各类金

融机构加快创新和完善服务，提高市场

化程度，间接推动了利率市场化进程。

@全先银：近两天，监管部门、银行与

支付宝的博弈进入白热化阶段。在各种各

样的言论中，唯独没有来自作为重要一方

的消费者的声音，各方却都声称为了消费

者利益。 对银行来说，风险承担的选择权

能交给消费者吗？ 对支付宝来说，把风险

充分提示给消费者了吗，风险发生后你真

的赔偿了吗？ （田鸿伟 整理）

弱市寻找投资标的策略

□陈宝林

面对漫漫“熊” 途的A股市场，

有人悲哀，丧失斗志，逃之夭夭；有

人却高呼机会多多，豪情满怀。 真正

的高手不理会股指的涨跌， 只在选

好股、选准股、选对股上做文章，让

他们“在弱市” 中也能轻松地套取

高额利润，赢得巨大收益。

一是从“政策走向” 上找股 。

2013年， 以净值年增长125.55%，摘

得阳光私募桂冠的创势翔团队，选股

的策略就是把握国家的政策走向，通

过对政策的精准解读， 去寻找 “成

倍” 增长的股票。 去年十月，他们从

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 的消息入

手，研究、布局安防军工板块，此举也

给他们带来了滚滚财源。

二是从能“进入老百姓生活” 的

商品中找股。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

醋茶。 中国是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大

国，能进入老百姓生活的商品，市场潜

力一定是巨大的， 股票业绩也会快速

释放。所以，不少股市精英喜欢到农产

品、消费类、医药类等板块中去淘金。

如“公募一哥”王亚伟投资北大荒，去

年下半年， 北大荒演绎了一波又一波

令人难忘的上涨行情。

三是从“市盈率比较低”的股票

上找股。理论上讲，股票的价格等于每

股收益乘以市盈率。 由于低市盈率股

票的市场价格更接近于价值（或价值

被低估），且这类股票往往是市场投资

者关注较少的股票， 难成短期内的热

点。然而，对于资本市场而言，价格向价

值回归是一种长期趋势，而热点转换也

是市场运动的规律， 因此价值被低估

的、暂时性非热点的公司，往往就是潜

在的下一个热点， 而其股价上涨的空

间和概率都比较大。 创势翔团队正是

利用这一点， 他们在评估一家公司价

值的时候， 除了看它的业绩增长以

外， 更加关注它市盈率的增长空间。

他们认为，如果标的公司能够业绩翻

倍的同时， 市盈率也能增长三倍，其

股价就会有6-7倍的空间。 所以，他

们常常潜伏低市盈率股，以期抓住翻

番的“黑马” 。

四是从“喜欢折腾” 的公司里找

股。 有本钱、有实力的公司，才有资

格、有能力去“折腾” 。 大量实践证

明，那些不墨守成规、敢折腾、能折

腾、会折腾的公司，必定有可让投资

者倾情关注的鲜活题材，如去年表现

不凡的掌趣科技 、中青宝等，股价已

涨到十倍之多，真正成了让人梦寐以

求的传说中的十倍之股。

五是从“有独家经营权” 的股票

上找股。不少精明的投资者在选股时，

喜欢寻找那些有独家品种、 具有定价

权、能够担当行业整合的、有壁垒的、

已经建立好成熟的销售渠道、 有品牌

的企业，如医药类。 因为，这些企业在

其所在的市场领地中， 已形成了一种

排他性独家经营权， 这种排他性独家

经营权就是股市中的阿拉丁神灯，会

给你带来无限的收益。

六是从“景气度高”的行业中找

股。 未来国内需求大、景气度高、政策

支持、符合转型方向的个股，是投资精

英们出击的又一重点。 如私募大佬徐

翔出击东方锆业， 该股是核电重启概

念股，2013年6月，股份置换后实际控

制人变为中核集团，持有公司6480.72

万股，占总股本15.66%。 目前我国已

建成及正在建设的核电站每年锆材的

用量约550吨，需耗用核级海绵锆760

吨， 但我国核级海绵锆生产尚处于起

步阶段， 核电用锆材基本依赖进口。

2012年11月， 公司将其中350吨核级

海绵锆生产线变为全资子公司朝阳东

锆实施， 其余650吨核级海绵锆生产

线仍由公司按原计划实施； 并将完工

日期延长至2014年6月30日。 由于个

股的行业景气度高，前景也十分迷人。

七是从“重组股”里找股。 大牛

股都是有大资金推动的股。而重组股

正是大股东进行资产重组，更换资产

的股票，是对资源的重新配置。 重组

股能给被重组公司带来新的机遇，并

引导资源在股市的优化配置，给股市

带来了巨大的新生活力。投资人赵丹

阳之所以看好中国石化的原因在于

中石化宣布未来将对油品销售业务

板块进行重组，引入社会和民营资本

参股，实现混合所有制经营。

别瞧不上金融股

□周凤迟

肖国胜从小就喜欢集邮 ，对

1980年发行的“庚申猴” 票推崇备

至，他先后买卖过上千枚，但赚的都

是蝇头小利。 虽说经常折腾邮票，但

他对股票却没有什么感觉， 引他入

道的是其同事老张。

老张的姐姐和姐夫因买了深发展

的原始股而一夜发迹， 这给老张留下

了深刻印记， 他对深发展的一举一动

特别关注，于1995年的年初买了3000

股，并向肖国胜推荐了深发展，说它如

何如何好， 断言它必将成为行情中的

黑马。 但是，肖国胜并不领情，仍痴迷

于“庚申猴”票的买卖。 直到当年年

底，肖国胜才坐上深发展这班车。

从深发展上市以来的走势来看，

它的运行轨迹跟“庚申猴”票几乎是

如出一辙， 那就是何时买都是对的，

而何时卖都是错的，这也正是肖国胜

买进深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当时的

市场环境极差，没有几个投资者敢于

在此时行动，但肖国胜却认为这样的

机会是可遇不可求的，因为深圳成份

指数已经跌到900点左右， 几乎没有

任何风险可言。

肖国胜倾其所有于年底买了

5000股深发展，成交价为6.45元。随着

市场运行态势的改变， 资金开始入场

角逐了，股票的活跃度陡增，人气被激

活了。面对这种情景，肖国胜并没有急

于卖掉深发展， 而是采取了死捂的操

作手法，既不加仓也不减仓。

市场一天天地红火起来， 深发

展充当了中流砥柱的角色， 肖国胜

心中窃喜。 到了1997年6月下旬，深

发展已涨到了37元左右 （复权价高

达84元左右），肖国胜认为卖出的时

机成熟了，就毫不犹豫地统统打掉，

账面上的资金顿时跳跃到40多万

元。 肖国胜卖了深发展之后，就再也

没有操作过， 他认为一只股票只能

操作一次， 除非出现非常特别的东

西，否则决不染指。

此后肖国胜一直找不到操作金融

股的感觉，就又玩邮票去了。转眼到了

2005年的年底，肖国胜见上证指数跌

到了千点左右，又有了买进的冲动。这

次他看中的品种是中信证券， 原因在

于：一是价格低廉；二是行业特殊；三

是稀缺品种，随即就买进6万股，他认

为当大行情到来的时候， 金融股的表

现都会不错，更何况行业龙头呢！这次

中信证券的卖点， 就远不如当初的深

发展好了，卖出的价格只有30元；可它

其后最高涨到了100元之上。

每当概念满天飞的时候，也是涨

停板股票遍地开花的时候， 更是最容

易浑水摸鱼的时候， 但并不是每个投

资者都能驾驭的， 肖国胜一直都是这

种想法， 并认为自己就没有驾驭概念

股的能力，所以一直不碰，仍旧专注于

半死不活的金融股； 虽说金融股的盈

利机会并不多， 有的时候甚至在相当

长的时间内都是无利可循， 但这并不

意味着它没有任何机会。

肖国胜一直认为， 金融股的稳

定性是许多概念股无法比拟的，不

能只看到概念股暴利的一面， 应该

从稳定性的层面鼓励投资者多关注

金融股的内在价值。

2012年12月初，他果断地以6.5元

的价格买进了20万股民生银行，因为

这是民营银行中的标志性品种， 在多

次金融股行情中都留下了它的身影。

民生银行果然不负众望， 成为了行情

的启动者之一。两个月之后，肖国胜以

11元的价格卖出全部民生银行，获利

90万元。这些年来，肖国胜只专注于金

融股的操作，先后买卖过浦发银行、宏

源证券、华夏银行、北京银行等金融股

几乎是无一失手，虽然盈利不多，有的

时候只有5%，但都有效地躲过了各式

各样的概念股风险。 在大盘暴跌的情

况下，力擒中信银行，是肖国胜的最新

成果，3.70元买进了30万股，直到现在

仍是按兵不动，目标直指6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