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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观情绪回落 再踏筑底之路

上周市场情绪出现回落，大盘也出现回调。分

析人士指出，在月底资金面紧张、新股申购扰动和

强势热点回调这三方面因素共振下， 市场可能再

度踏上筑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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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打新悲催 中签也亏了

□

本报记者 蔡宗琦

19

日晚上，是参与打新“第二季”的

机构大跌眼镜的一晚， 看着网上网下罕

见的中签倒挂局面， 不少在新股大战中

抢到筹码的机构简单一算账就知道自己

亏了。

在看到最先出炉的联明股份中签公

告时，某机构人士在微信朋友圈里怒吼一

声“有没有搞错！ ”引来一堆附和。虽然心

里早已知道结局不妙， 看到获配明细，微

信群里仍是炸开了锅，大家纷纷吐槽“虽

然早已料到这次机构的获配不甚乐观，但

看到公告时才意识到自己太乐观了”，“各

位亲们咱们都去网上申购吧！ ”

引来吐槽的是散户和机构中签率前

所未有的倒挂。 按照公告，联明股份本次

网上申购中签率为

0.437%

， 而网下获配

比率仅有

0.076%

左右，这并非个案。 随后

公告的龙大肉食、雪浪环境、飞天诚信三

家个股的网下中签率都仅是网上的五分

之一甚至六分之一。在这场新股抢筹大战

中，机构罕见地输给了散户。

“看公告就能发现机构这次有多么悲

催，申购时我们都以万股计算，获配却是

以股计算”，一家基金公司人士哭诉道，以

龙大肉食为例，以每股

9.79

元计算，不少

机构都以上限

3300

万股申购，仅这一只股

票的冻结资金就超过

3

亿元， 但从最终获

配情况来看，打满申购的机构最幸运的也

仅中了

82000

多股， 手气较差的仅获得两

万余股，“冻结了

3

亿元打新， 最终中标市

值

20

万到

80

万元，就算赚

50%

，不少机构

都可能覆盖不了资金成本”。

他透露，为了打新，各路机构可谓四

处出击筹钱。 今年

3

月，证监会调整“游

戏”规则，网下申购中签机构家数只设下

限，不设上限，引起单只个股网下申购家

数暴增。 同时，此轮新股发行多数新股选

择不超募并披露发行费用， 机构能够轻

易估算发行定价，报价极其接近，入围比

例大大提高。 “不少机构直到

16

日公告询

价初步情况才估算出自己入围， 加上证

监会要求新股申购按照申购股数和价格

全额缴款， 导致这一次市场冻结资金巨

大，手头现金不足，不缴款又可能上‘黑

名单’， 机构不得不到处筹钱， 成本不

低。 ”（下转A02版）

住建部密集调研 棚改料加力

□

本报记者 张敏

住建部党组书记陈政高日前赴湖南

调研，并在长沙、株洲、湘潭三地考察了公

租房廉租房小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建设情

况。 这是陈政高履新住建部不到两个月

来，进行调研的第四站，调研重点直指棚

户区改造。 分析人士认为，如此密集的调

研节奏，或意味着棚改工作将被置于更为

重要的地位。

据媒体报道，陈政高仔细询问了棚户

区改造征迁安置补偿政策、 改造成本、资

金筹措和工程建设等情况。 此外，他还与

湖南省的有关领导进行了座谈。

陈政高是从四川直接赴湖南进行调

研的。 6月18日，陈政高一行调研成都市

内燃机总厂棚户区改造项目和锦城龙苑

公租房小区，并就四川省危旧房棚户区改

造、保障性住房建设以及房地产市场有关

情况展开座谈。

此前6月9-10日，陈政高在贵州遵义

进行调研并座谈，主要调研项目为遵义铁

合金厂棚户区改造项目和经济适用房小

区建设、汇川区团泽镇061基地和遵义县

乌江镇核桃村农村危房改造示范点。

5月25-28日，陈政高到达安徽，先后赴

蚌埠、合肥实地考察了棚户区小区和安置房

建设工地，并分别召开了有关市和省直有关

部门棚户区改造等有关工作座谈会。

陈政高履新住建部不到两个月来，已

经先后分三次、四地进行调研。 分析人士

指出， 上述调研的区域以中西部省份为

主，调研对象直指棚户区改造和保障房建

设，且调研节奏十分密集。在年中节点上，

此举或将意味着棚户区改造工作将被置

于更加重要的地位，并可能获得更多的政

策扶持。

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的推进，我国棚

户区改造的规模不断增加。住建部副部长

齐骥今年3月表示，全国1400多万户棚户

需要进行改造， 大多位于中西部地区、独

立工矿区、资源枯竭型城市和三线企业较

集中的城市。 其中，资金成为制约棚改的

主要障碍。

陈政高今年4月底履新住建部，此前

长期主政辽宁。 从2004年起，辽宁在全国

率先启动大规模的棚户区改造，陈政高曾

因大力推进棚户区改造而受到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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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养老金投资“保守+大胆”

中国可以向401k学什么

提起美国的养老金制度， 不少投资者都会想起401k计划，但

401k计划只是美国养老制度中的一环。事实上，美国的公共养老金

投资保守，主要投向国债等品种，但类似于中国企业年金的401k计

划则十分灵活，大批资金都流向了股票型基金甚至股票市场。

对于谈“股” 色变的养老金投资运营，不妨参考这些分层差异

设计未来我国养老金制度完善的方案。对此，证监会研究中心建议，

建立当今世界主流的三支柱养老模式。

940家公司预告业绩

逾六成公司中报预喜

□本报记者 张玉洁

截至6月22日，沪深两市共有940家上市公司发布2014年半年报业绩预告。 不少上半年业绩增长良好的公司，近期

股价表现抢眼。 伴随6月20日天银机电公告2014年半年报首份高送转预案，A股市场中报行情已拉开帷幕。

606家公司预喜

同花顺数据显示，940家公司中，除19家业绩不确定之外，171家预增，261家略增，126家续盈，48家扭亏，共计606

家预喜，占已经披露业绩预告企业的64.47%。

其中，已公布业绩预告的主板公司有168家，预喜企业为59家。 719家中小板公司中，118家和250家企业预增和略

增，124家企业续盈，扭亏24家，预喜企业占比达72%。 53家创业板公司中，预喜企业为31家。

公告显示，以净利润增幅下限计算，共有98家中小板企业实现利润翻倍。其中，尤夫股份预计实现净利润4483.67万

元至4500万元，增长幅度为13628.32%至13678.3，增长率排名第一。除基数较低外，公司二季度年产20万吨差别化涤纶

工业丝项目的一期项目产能完全释放，生产稳定，销售形势良好，产品毛利空间有所增加，业绩也相应增加。由于收入增

加并加大成本控制力度，金风科技预计实现净利润32438.77万元至37072.88万元，增长幅度为250%至300%。

高景气板块大盘点

行业景气度方面，医药医疗和TMT仍然延续了高景气度。

医疗医药行业可能是目前两市为数不多的不受产能过剩困扰的行业之一，且显示出一定的高成长性。 随着广大人

民群众对医疗医药服务需求不断提升，整个行业一直是热门投资方向和资本运作的青睐之地。（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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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需格局逆转

楼市大调整渐行渐近

分析人士指出，经过多年的房地产投资高增长，当前房地产市

场的供需大势已经出现逆转，供需关系趋于平衡，居民自有住房率

提高。这种基本判断决定了，房地产市场将可能迎来深度调整，市场

下行趋势难免，高增长时代将可能终结。

Getty图片 制图/苏振

严治交易平台乱象

盘活场内场外大棋局

多年来， 一些违规操作的交易场所在利益驱

动下“整不死”“更疯狂” ，背后更暴露了地方保

护、 交易场所设立门槛低， 以及相关部门监管盲

区、惩罚机制缺位等行业深层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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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国贸 不在自贸区

跳板上看风景

作为福建重点贸易企业之一，

厦门国贸因自贸区概念受到关注。

自贸区对贸易企业影响几何？ 传统

贸易类企业如何创新转型？ 中国证

券报记者带着相关问题探访了厦门

国贸和业界人士。 访谈中，厦门国贸

总裁陈金铭提出： 厦门国贸将以市

场化、国际化、产业链延伸为核心要

素，转型国际供应链运营商，为探究

自贸时代贸易企业的战略方向提供

可鉴之径。

一元股数量倍增

凸显经济阵痛

今年以来，沪综指震荡走低，跌

幅超过4%，在此期间，低价股的数

目也不断增多。 其中，“一元股” 的

数目较年初增长了近一倍，而且其中

钢铁、交通运输、建筑建材、机械设备

等传统周期性行业的个股较多。 一

元股数量的明显增加，是转型中经济

阵痛与市场分化加剧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