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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债上演触碰强赎

“接力赛”

伴随牛市效应发酵，近期已

有多只转债触碰强赎进而成功

转股摘牌。 分析人士指出，转债

行情完全依托于A股走势，鉴于

股市中长期依旧向好，存量转债

未来均有望以实现转股摘牌而

收官。基于这一预期，不择券、盯

准触发赎回“接力赛” ，成为不

少机构的转债首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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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债券

白酒国企改革陆续启动

业界认为， 白酒企业当前已迎来国企改革的

最佳时机，在老白干酒混改方案的带动下，后续改

革将陆续启动。 明年国企改革有望成为支撑白酒

板块估值继续平稳甚至提高的一条主线。

A08 A10

CHINA SECURITIES JOURNAL

中国保监会指定披露保险信息

中国证监会指定披露上市公司信息

中国银监会指定披露信托信息

新华网网址

: http : / /www .xinhuanet . com

新华通讯社主管主办

A�叠 /�新闻 56�版

B�叠 /�信息披露 48�版

本期 104 版 总第 6205 期

2014 年 12 月 11 日 星期四

可 信 赖 的 投 资 顾 问

更多即时资讯请登录中证网 www.cs.com.cn 更多理财信息请登录金牛理财网 www.jnlc.com

中国证券报微信号

xhszzb

中国证券报微博

http：//t.qq.com/zgzqbs

牛基金

APP

金牛理财网微信号

jinniulicai

“指数牛” 变身“个股牛”

□

本报记者 张怡

在经历9日的超百点暴跌后，10日的A股行情给市场很大安慰。 市场指数普遍大涨、行业板块

全线飘红、热点多点开花、个股涨停潮再现……A股市场呈现出近期罕见的全面回暖格局，赚钱效

应较此前的逼空式指数型大涨明显放大。 市场热度不降反升体现出资金坚定的看多情绪，也让对

市场的多种担忧不攻自破。

实际上，当前A股市场正从前期金融股带动的“指数牛” 切换至主题催生的“个股牛” 阶段，

这种转变实际上是主力资金和投资者都愿意看到的。 展望后市，尽管牛途之中挫折不可避免，但

市场有望由此逐步步入良性循环。

热点开花 个股普涨

10日，A股市场在自贸区、环保、传媒等热点支撑下迅速企稳回升，指数、板块和个股均出现大

面积普涨行情，行情和情绪的乐观程度让人惊喜。 总体来看，市场呈现出三大良性特征：热点全面

开花、个股普现补涨和量能维持高位。 如果这种态势能够延续，那么行情的演绎将带动市场情绪

更加乐观，促使资金入市热情高涨。

相对于前期市场逼空式大涨中的“冷热不均” ，10日行情让人惊喜之处在于热点全面开花引

发的全面回暖态势。 28个申万一级行业全线飘红， 前期强势的非银金融行业涨幅最小， 仅为

0.58%，其余行业涨幅均超过2%。 传媒、交通运输、公用事业和建筑装饰4行业涨幅超过5%；钢铁、

汽车和家用电器行业涨幅均超过4%，可见二线蓝筹补涨动力十足。

热点全面开花形成的直接结果是个股大面积补涨。 10日全部A股中下跌的个股仅75只，涨停

股数达114只，这与9日市场大跌时仅186只个股上涨、跌停股达184只的情形形成鲜明对比。 10日

跑赢上证指数的个股达1320只，强势特征凸显。

A股市场成交活跃，量能保持高位。 10日沪深两市成交额分别达5349.90亿元和3046.11亿元，

凸显资金心态稳定和坚定的做多信心。 资金热情促使指数普涨，创业板表现尤其突出。 上证综指

收报2940.01点，上涨83.74点，涨幅为2.93%；深证成指上涨4.24%至10545.51点；中小板指和创业

板指分别上涨3.88%和4.52%。 业内人士认为，这并不意味着市场风格的二八转换，而是前期压抑

之后的反扑和补涨。

股指期货亦现普涨，次月合约涨幅较大且增仓明显，凸显出对中期市场的信心。 短线宽幅波

动和交割日渐近促使IF1412当日持仓减少388手， 不过IF1501获增仓18997手，IF1503持仓量增

长3018手，促使当日持仓量较上个交易日大增20800手，接近历史高点。

情绪仍乐观 迈入新阶段

在经历前期多日的逼空行情后，当前A股进入主题刺激下的个股演绎新阶段。 10日的良性市

场特征凸显市场情绪依然乐观及对中期行情坚定的做多信心。 对于此前饱尝“赚指数不赚钱”之

苦的投资者而言，多点开花的态势带来翻身契机。 尽管后市仍可能遇到波折，但指数良性循环态

势可期。（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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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证券等12家企业获IPO批文

□

本报记者 任明杰

证监会10日核准了12家企业的首发

申请。 12家企业及其承销商将分别与沪

深交易所协商确定发行日程，并陆续刊登

招股说明书。

这12家企业中，上交所有6家，包括：

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新澳纺织股

份有限公司、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高发汽车控制系统股份有

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设计研究院股份有

限公司、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深交所

中小板有3家，包括：国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中矿资源勘探股份有限公司、葵花

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有3家，

包括：广东正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迦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金盾风机股

份有限公司。

6月9日、7月14日、8月19日、9月

15日、10月15日、11月13日，证监会分

别核准了10家、12家 、11家 、11家 、11

家和11家企业的首发申请。 加上本次

12家企业， 证监会已核准78家企业的

首发申请。

新华社图片 制图/韩景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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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邦保险再度举牌招商银行

举牌“大户” 安邦保险再度出手。 招商银行10日公告，截至12

月9日， 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达总股本的

10%。 这是继去年12月斥资百亿元增持招行股份之后，安邦保险再

度触及举牌线。 截至三季度末， 安邦财产保险持有招行股份的

7.36%，是第三大股东。

“大象”震荡主题“上马”

三大路径寻“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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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改善股市大环境

调结构呵护“慢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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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改”不应被遗忘

近期国企改革、一带一路、自贸区等相关概念

走势强劲，土改板块相对不温不火，今年是深化改

革元年，作为市场一直重点关注的热点板块，从技

术角度上看亦有一定的交易性机会。

责任编辑：孙 涛 版式总监：毕莉雅

图片编辑：刘海洋 美 编：马晓军

地址:北京市宣武门西大街甲 97 号

邮编:100031���电子邮件:zzb@zzb.com.cn

发行部电话:63070324

传真:63070321

本报监督电话:63072288

专用邮箱:ycjg@xinhua.cn

国内统一刊号:CN11-0207

邮发代号:1-175����国外代号:D1228

各地邮局均可订阅

北京 上海 广州 武汉 海口 成都 沈阳 西安 南京

长春 南宁 福州 长沙 重庆 深圳 济南 杭州 郑州

昆明 呼和浩特 合肥 乌鲁木齐 兰州 南昌 石家庄

哈尔滨 大连 青岛 太原 贵阳 无锡同时印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