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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20）金城股份：本周涨幅61.28%。定向增发收购百花集团、百花生

物股权，从而意味着公司将进军“苗药” 。

（300401）花园生物：本周涨幅61.08%。公司是全球规模最大，在国内乃

至全球提供维生素D3上下游系列产品种类最多的生产厂商。

（300398）飞凯材料：本周涨幅61.08%。 将逐步扩大光纤涂料系列产品

国内市场份额，争取2016年在国内光纤涂料市场占有率达到70%。

（603010）万盛股份：本周涨幅61.07%。 是国内最主要的有机磷系阻燃

剂生产企业之一，阻燃剂产能规模仅次于雅克科技，居国内第二位。

（601016）节能风电：本周涨幅61.05%。公司是集风电项目开发、建设及

运营为一体的专业化程度最高的风力发电公司之一。

（300402）宝色股份：本周涨幅61.02%。 参与我国第一台钛合金太阳望

远镜及除光学仪器外的主体框架的制作。

（300399）京天利：本周涨幅61%。 在金融行业移动信息服务市场占有

较高份额，2013年营业收入排名前20的券商中有18家是该公司客户。

（603456）九洲药业：本周涨幅54.59%。公司业务亮点是在专利药、原料

药及中间体合同定制领域（CMO）取得突破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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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3010）万盛股份

新能源动力汽车板块

在环境压力增强的大背景下，我国各

级政府加大了对新能源动力汽车的财政

补贴力度， 有利于新能源动力汽车的普

及。 从技术追赶的角度来说，各级政府也

愿意加大扶持力度。 数据显示，新能源汽

车增长明显，9月产量达到8947辆，比8月

的4353辆增长1.1倍， 比去年同期的1074

辆增长7.3倍。 1至9月新能源汽车生产

3.85万辆， 销售3.82万辆， 同比分别增长

2.9倍和2.8倍。分季度看，一季度产销量同

比增长1.8倍和1.6倍， 二季度产销量同比

增长2.7倍和2.9倍， 三季度产销量同比增

长3.9倍和3.8倍。

锂电池、汽车电子、汽车空调等产业链

最易产生新的强势股。其中，锂电池领域可

以关注中国宝安、杉杉股份、当升科技、路

翔股份、雅化集团，汽车电子领域可以关注

均胜电子、东风科技，汽车空调领域可以关

注松芝股份。

A

股市场步入高位调整已经多日，尽

管指数频繁盘中跳水后收复失地， 但同时

又欠缺那么一个有分量的理由， 以促使大

盘突破阻力实现上攻。短期来看，在找到新

的上攻理由之前，大盘将以波动消化压力，

以时间换取空间。

在外围市场风声鹤唳、 低迷经济数据

密集发布、三季报业绩检验来临的背景下，

10

月

A

股行情注定波幅加大。 好在当前有

两股护盘力量相互配合， 使得股指估值中

枢保持坚挺。一是政策面暖风频吹，继国庆

节期间地产救市政策和地方债政策发布之

后，本周央行下调了回购利率，资金面宽松

预期形成； 二是市场中频繁出现权重股强

势护盘现象，继钢铁、煤炭等低价蓝筹交替

逞强后，券商股、银行股和交运股相继在指

数低迷之时强势拉升、力挽狂澜。

不过由于支撑上攻的理由 “青黄不

接”，大盘上攻心有余而力不足。

10

月是诸

多政策利好兑现的节点， 不少前期获利丰

厚的资金开始蠢蠢欲动伺机派发。 因此依

靠改革和政策预期支撑的大涨板块多出现

滞涨乃至回调， 赚钱效应急剧萎缩引发避

险情绪升温。 在热门的高估值板块风险骤

增的同时，由于经济数据低迷，低估值周期

性板块尚无足够的理由和能力接过带动行

情的接力棒。

由此，

10

月市场呈现出上涨乏力而下跌

不成的纠结态势，通过频繁的盘中跳水释放

压力。 此时逐利资金何去何从？ 其尚未形成

明显趋势。 但盘中资金已经逐步开始借助波

动进行调仓换股， 从行业涨跌幅中可以发

现，医药生物、非银金融、交通运输等前期表

现并不突出的行业，近期频繁出现在涨幅榜

前列，或是资金当前选择的避风港。

在多方坚定防守而反击动力不足的情

况下，投资者只能顺势避险，并耐心等待量

变到质变之间的逐步蓄势。实际上，大潮退

去之时也是个股经受考验之时， 发现金子

备战下一轮行情的上攻是主要任务， 重个

股轻指数重新成为操作宗旨。 此前积极唱

多市场的国泰君安也发出了 “风口正在酝

酿”的声音，这次其将目光投向了改革大潮

中的“新成长”，建议增配大消费和创业板

中的中大市值股票。

寻找上攻理由

张怡

本报记者

三季度

GDP

下探几何

□

本报记者 任晓

下周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三季度经济数

据。 此前市场普遍预期三季度GDP将是年

内低点。 预计下周数据将为研判四季度经

济形势提供重要依据。

交通银行报告预计，7至8月国内主要

宏观经济数据整体下行， 特别是8月工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6.9%，创2008年12月以来

的新低。 经济增速将放缓，其原因：一是房

地产投资迅速下滑， 全国商品房开发投资

累计同比增速已低至13.2%， 比去年同期

下降6.1个百分点， 预计将进一步下跌，这

是拖累经济增长的最大因素。 二是随着往

年投资建设项目陆续竣工， 而今年新开工

项目有限，新增长动力不足。 三是PPI已经

连续30个月负增长，制造业领域面临通缩

压力加大。四是金融机构风险偏好下降，金

融支持力度减弱。结合近期宏观数据，并考

虑到去年三季度GDP增速基数较高，预计

今年三季度GDP增速或下探至7.3%左右。

沪港通万事俱备，只待监管层“发令

枪” 响。若沪港通在10月开闸，下周将迎来

重要政策窗口。

下周将公布10月汇丰PMI初值。 这一

数据较三季度经济数据更具有前瞻意义。

下周将迎来新股申购密集期。下周四、

下周五，共9只新股密集申购，资金面再临

考验。

下周公布的国际重要数据有澳大利亚

三季度消费者物价指数年率、 美国9月消

费者物价指数月率、加拿大10月央行利率

决议等。

静待沪港通开门时刻

海外资金涌港意在A股

□

本报记者 蔡宗琦

沪港通， 通的可不仅仅

是香港。

9月下旬， 台湾股市成交

量大幅走低，日均交易量仅数

百亿新台币规模，资金备战沪

港通被解读为原因之一。

不仅是台湾， 这几个

月，来自新加坡、美国、欧洲

的部分资金早已来到门外，

等待通过香港这一中转站

投资A股。

据测算， 海外投资者投

资A股规模理论上将达到

9000亿元，是目前所有基金

投资A股市值的77%。

台湾资金移师香港

9月中旬， 李小加亲自

率团赴台，拜会包括国泰人

寿、富邦人寿等在内的台湾

重量级投资机构。有台湾媒

体在报道这一事件时指出，

李小加此行正是为了推广

沪港通，“想把台湾资金引

进香港、投资A股。 ” 而这

次拜访在台湾引发极大关

注，联系台湾股市在9月价

量齐跌，有台湾媒体甚至将

李小加冠以 “台股最大敌

人” 称号。

这背后正是因沪港通引

发的外资效应的一个样本，

沪港通特别是沪股通在海外

市场恐怕比想像中更热。

9月台股价跌量缩，9月

21日加权指数维持窄幅震

荡格局 ， 终场成交值仅

653.37亿元新台币， 创下

2009年2月26日以来近32个

月新低。 “台股价量齐跌有

明年将征收富人税、大户条

款和前期走高需要回调等

因素，但沪港通带来的冲击

不可忽视。 除台湾本地资金

外，大量海外资金都在考虑

均衡配置，9月离场去香港

布局。 ” 台湾本地一家不愿

具名的证券公司高管透露。

按照台股交易量，绝大多数

台湾券商将陷入亏损僵局，

必须布局沪港通，台湾大型

券商拥有香港子公司的，已

经提前在香港做好安排，

“对于台湾来说， 资金借道

香港参加沪港通投资，基本

没有法律障碍，技术上更是

不难实现。 只要监管部门允

许通过‘复委托’ 方式让香

港券商落盘交易A股即可。

台湾大型机构投资资金转

到香港非常容易，这部分资

金短时间从台股流失难以

避免。 ”

面对这样的局面， 台湾

证交所宣布将在明年3月开

通“台星通” ，并规划推出台

日通、台英通，“这样的规划

被台湾媒体说成是‘小巫见

大巫’ ， 此前有大陆交易所

工作人员来台交流， 我们了

解到台湾证券交易所也表达

了开展互通的愿望。 ” 前述

证券公司高管透露。

除台湾证交所之外，亚

洲其他交易所在沪港通宣布

后也动作频频。

对于台湾来说， 资金借道香港参加沪港

通投资，基本没有法律障碍，技术上更是不难

实现。只要监管部门允许通过“复委托” 方式

让香港券商落盘交易A股即可。 台湾大型机

构投资资金转到香港非常容易， 这部分资金

短时间从台股流失难以避免。

刘满平：油市处于短缺到过剩拐点

□

本报记者 王颖春

长期从事价格研究的中

国经济学会理事刘满平近日

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

表示， 本轮国际油价下跌不

是阶段性的， 会持续一段时

间。 当前油市更像是处在从

供给短缺转为过剩的转折

点，而非简单波动。

刘满平认为， 犹如互联

网金融颠覆传统金融一样，

美国页岩油气革命的爆发对

国际传统的原油市场将带来

根本性冲击。 2012年页岩油

在美国原油产量中的占比由

4.7%提高到35%， 美国原油

对外依存度已降至56%，比

2009年下降6.4个百分点，为

20多年最低。 预计随着页岩

油产量不断增加， 美国原油

对外依存度将进一步降低。

作为石油消费大国， 美国对

国际原油市场的影响至关重

要。 更何况还有我国正在大

力推动页岩油气的发展，一

旦我国页岩油气开采取得突

破， 国际原油市场供求会发

生更为深刻的变化。

世界经济处于恢复调整

阶段。主要经济体中，除美国

出现较明显的复苏外， 欧元

区经济复苏乏力， 核心国家

增长缓慢， 德国经济或进入

萧条期， 日本经济出现大幅

滑坡，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

体增速放缓。 石油需求与经

济增长形势密切相关， 经济

形势不好， 石油需求整体上

也好不到哪里去。

随着经济全球化、 一体

化的发展和国际石油市场的

逐步健全， 地缘政治较量逐

渐转入幕后， 地缘政治对油

价的冲击越来越弱。 例如今

年尽管出现俄乌冲突、 伊拉

克国内武装叛乱、 欧美与俄

罗斯的制裁和反制裁等，对

国际原油供应和油价上涨的

边际效应明显下降。

长期以来， 大型投行在

大宗商品市场兴风作浪，大

量买空卖空使得国际原油价

格经常背离其实际价格。 近

来， 日益增强的金融监管压

力正在使多家大型投行开始

削减甚至退出部分大宗商品

市场， 这大大削减了国际油

市的波动幅度， 使国际油价

趋于理性。

精彩对话

中国证券报： 本轮油价

下跌的主要原因有哪些？ 最

核心的原因是什么？

刘满平： 首先是结构性

因素。尽管伊拉克、乌克兰东

部局势依旧动荡， 美欧与俄

罗斯之间相互制裁， 但全球

主要原油资源国家或区域总

体上相对平静， 对原油市场

影响不大。

其次是市场供需关系。

从供给上看， 得益于页岩资

源开发的突破， 美国原油产

量持续增长，9月产油量增至

869万桶/日，创1986年以来

单月最高水平； 俄罗斯为增

加财政收入也将产量提高，9

月产量逼近1987年创造的

1148万桶/日的最高纪录；欧

佩克并没有因为油价下跌而

减产， 甚至还继续增加，9月

增至近两年最高水平。 从需

求上看，全球经济增长疲弱，

尤其是中欧两个较大的原油

消费经济体， 经济整体表现

相对疲软， 导致原油需求增

速不及往年， 旺季不旺 。

OPEC等国际组织已连续3

个月同步下调2014年全球

石油需求增长预期。可以说，

当前国际原油市场供需正处

于近几年以来少见的超预期

的宽松状态。

最后是波动性因素。一是

美国经济形势整体向好，美联

储持续收缩QE规模， 且加息

预期愈发浓烈，美元指数大幅

飙升；二是受市场供需形势影

响，投机者相信宽松态势会持

续，买涨不买跌，金融投资市

场看空情绪高涨。

上述因素往往会夹杂在

一起，共同影响原油价格，很

难说明谁起主导或核心作

用。如果非要选择，我认为最

核心的原因肯定是市场供大

于求， 毕竟原油价格最终是

由市场供求决定的。

中国证券报： 此轮国际

油价下跌， 对国内成品油市

场有何影响？ 对国内石油下

游行业有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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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如互联网金融颠覆

传统金融一样， 美国页岩

油气革命的爆发对国际传

统的原油市场将带来根本

性冲击。 更何况还有我国

正在大力推动页岩油气的

发展， 一旦我国页岩油气

开采取得突破， 国际原油

市场供求会发生更为深刻

的变化。

原油价格下跌

到一定程度时，部分

消费者可能因成本

降低而重新选择原

油作为燃料，减少甚

至放弃此前成本优

势明显的太阳能、氢

燃料等新能源，这样

对某些新能源行业

来说，将由于被“替

代” 而受到一定的

负面冲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