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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读改变人生”

控制仓位 把握结构性机会

多要素共振暗示巨震来临 本周， 大盘回归牛途，继

续前进。 尽管近期创业板为首的中小盘股表现疯狂，涨停

潮令投资者群情激奋，但仍不要被疯狂的市场蒙蔽最起码

的风险意识，建议不要继续追高，应该利用指数反弹到前

高敏感区间进行调仓和减仓。 经过连续普涨后，市场面临

大分化风险。 而第二批新股抽血达3万亿元，或让短期股

指再次面临新一轮巨震。 管理层近期收缩伞形信托、券商

对两融保证金比例上调， 不少大市值股票折算率被降至

零，这直接导致大市值品种吸引力下降，造成沪市量能始

终不足。由于无量反弹往往不牢靠，再加上新股抽血，自然

易使大盘生变。此外，创业板近期涨幅巨大、市盈率罕见超

百倍，且大市值品种近期也频频被爆炒，短期或面临获利

回吐压力，A股新一轮巨震在所难免。

从板块轮动角度来看，本轮行情演绎过程中，金融股

率先发力，到汽车、家电、白酒等二三线蓝筹股接棒，同时

伴随互联网、信息技术、智能机器、生物医疗等丰富题材、

概念股活跃， 到石油板块走强，A股各板块已完成一个完

整的轮动周期，这也意味着在相对高位阶段，资金继续主

动做多意愿不会持续高涨，这也成为指数在当前阶段出现

回落，乃至步入整固阶段的重要内因。实际上，这种回调并

不会是坏事，一方面有利于为主流资金调仓换股留出足够

空间，另一方面也有利于酝酿新的做多动力，毕竟拳头收

回来再打出去会更有力。 （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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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10001113300E4A7339DFA.html

）

短线以控制仓位为主 在打新资金回流、央行降息及一

系列鼓励创新和新兴产业政策出台背景下，大盘一度出现连

续三日强势反弹， 之后遭遇4400点上方明显阻力。 短期来

看，能否放量站上4400点整数关口将是关键。 如大盘冲关受

阻，则意味着或将迎来二次调整。同时，下周又将迎来新一轮

IPO，市场资金面不容乐观。 此外，5月12日下午，证监会向三

家基金的风控总监了解风控情况。 这则消息被市场解读为

“约谈” ，要求基金公司控制买入创业板的节奏，以为是给近

期暴涨的创业板“泼冷水” 。但事实上，此消息并非市场上盛

传的“约谈” ，而是了解有关机构风控情况，且已有都合规的

结论。 但此事反映出市场对高高在上的创业板特别敏感。 不

过，对于创业板来说，3271点不会成为历史性顶部。 操作上，

在打新之前投资者应逢高减仓，控制仓位为主。 （金鼎

http://

blog.cs.com.cn/a/01010001291A00E4AA1F30F8.html

）

结构化投资机会仍存 当前市场多空信息共存：一

是，最新会议决定进一步推进资产证券化，新增信贷资产

证券化规模5000亿元，属于中长期利好；二是，新的政策

利好不断，央行牵头起草的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农民住

房财产权等两权抵押贷款试点指导方案；加强公共安全视

频监控建设联网应用工作的若干意见； 下达2015年度稀

土矿钨矿开采总量控制指标的通知；美重金研发新一代机

器，超级计算机竞赛一触即发；多部委力推地下管廊将迎

建设高峰；迪士尼商店将于5月20日开业的消息提振迪士

尼概念股；推动电子商务进农村等。 农业电商、超级计算

机、稀土重组题材、迪士尼题材等成为市场新的亮点，值得

投资者积极关注；三是，超级大盘股IPO来袭，中国核电有

望成为2010年8月光大银行IPO以来规模最大的IPO。 短

期内，这或给市场带来一定资金面和心理压力。总的来看，

当前短期是利空占据上风，中线多利仍上据上风。

从市场角度来看，大盘延续震荡整理格局，尤其是大

盘蓝筹股群体表现乏力。 再加上超级大盘股IPO来袭，对

当前市场无论是心理层面，还是资金面层都将会产生一定

负面冲击力量。接下来，由于受制于蓝筹股群体人气涣散，

股指短线重返近期高点还有一定难度。 不过，市场中结构

化投资机会仍不少，毕竟当前行情仍属于强势环境，尤其

是各类利好政策刺激的题材机会不断，值得投资者把握个

股 行 情 节 奏 。 （陈 晓 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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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10000BC5100E4ABC6BF7B.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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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息

@陈俊：本周股市大涨，最根本原因还是因为上周调

整后存在反弹需要，而央行降息在此次反弹中是加强性因

素，对股市来说是一剂“强心针”。同时，此次降息幅度仅为

0.25

个百分点，预计后续仍有降息和降准可能，对股市长

期利好。 短期市场有望延续反弹趋势。

@王建红：降息主要是应对经济下行压力，此次更有

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之意，释放的“能量”亦倾向于实体经

济以调结构振经济。在开发贷未放松且有股市“拦截”情况

下，到楼市的“能量”就必然有限，而传导到房价的“能量”

就会更为有限，故房价不会应声而涨。

@李大霄：央行降息其目的是用强有力措施来稳定经济

增长，利于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利于房地产市场稳定。 同时，

对减缓股市下跌速度和下跌节奏有非常重要影响。 但降息并

不能改变许多股票在全球市场中处于绝对高估的基本事实。

创业板

@陈宗宝：创业板仍是本轮牛市的核心推动力，但短

期有明显投机资金介入，加快市场运行速率。 在行情出现

新变异、创业板急刹车下，市场个股分化必然更剧烈，只有

抓住市场龙头，方能跑赢指数，让收益最大化。在创业板没

有确定构筑头部情况下，看空也是不必要的。

@好基有：对于不进行调整的创业板市场来说，市盈

率评估指标已失效，属于典型的资金推动型行情。在降息、

降准轮翻推动下， 创业板指犹如火箭冲破地球进入太空，

且目前飞行正常。 初入股市的“小鲜肉”们在迷糊中赚钱，

久经股市的“老腊肉”们则在忐忑中赚钱。

地产股

@华西：考虑到目前中小市值股票普遍高估值、高仓位，不断

出台的地产政策将有助于改善市场对于地产及相关周期性板块

的预期，将加速市场向低估值蓝筹股风格转换。房地产板块成为

A

股市场难得滞涨和低估值蓝筹股。而央行降息与房贷新政双重刺

激下，则成为当前推动地产股股价上涨的催化剂，可着手布局。

@薛秋芬：地产股突然发飙，不要以为又是有大资金

进场，只是由于地产股之前的走势相对滞后，现在出现补

涨、轮涨而已。 对于那些持续炒作过的高位、高价品种，该

跌的始终还会继续下跌。 地产股存在补涨需要，根本无法

改变它们的趋势。 （田鸿伟 整理）

自贸区购物消费受“海淘族” 追捧

□ 本报记者 陈莹莹

2015年，无疑是中国自贸园区

布局和发展“迈大步” 的一年。 随

着此前广东、天津、福建三个自贸

区的获批， 加上2013年9月挂牌的

上海自贸区，中国开始形成由南到

北四个自贸园区的战略布局。在区

域经济迎来重大发展机遇的同时，

普通的消费者也从中获益不少。中

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随着自贸园

区不断完善，到自贸区“海淘” 也

受到不少海淘一族的追捧。

到自贸区“海淘”去

时至周末，家住北京的李女士

决定再次赶往天津自贸区。李女士

笑嘻嘻地说：“此行有两个目的，

一是带着孩子到天津玩一趟，二是

到自贸区‘海淘’ 。 ”记者了解到，

天津自贸区挂牌以后， 吸引天津、

北京、河北等周边省市游客购物消

费，更成为不少“海淘族” 的“新

大陆” 。 酒水、鞋帽、箱包等各类进

口商品，受到消费者们的追捧。

天津自贸区一家进口食品店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从法国红酒到

韩国小零食，从日本海鲜到澳洲牛

肉等，全球畅销的产品都可以在这

里找到。 商品从天津自贸区天津港

片区内的东疆保税港区直接供货，

享受保税仓储、 展销等政策优势，

价格比市场价便宜30%以上。

李女士告诉记者，“为了家人

的食品健康安全，也为了花最少钱

买到同样的商品， 从多年前开始，

我就开始给自己和全家人‘海淘’

了。 ” 用李女士的话说，国内许多

本土商品的性价比不高，“海淘”

虽麻烦些，但相当划算。

“现在好了， 自贸区开了以

后，许多以前需等上半个月甚至一

个月才能到手的东西，来回买一趟

也不过小半天的时间。 ”李女士往

购物篮里放了几瓶酒，说“这个牌

子的啤酒，价格比我们家门口的进

口超市要便宜不少。 ”

而实际上，类似的情况在几个

自贸区都差不多。福州自贸区一家

主营泰国进口商品超市的负责人

对于“五一” 小长假期间的火爆仍

记忆犹新，“用人山人海来形容一

点也不夸张，人流量比平时多了五

六倍，5月1日当天营业额达到50多

万元。 ” 据介绍，一般工作日，体验

店日营业额为9万元至10万元，周

末时会达到30万元左右。

而最为吸引“李女士们” 的无

疑还是那些国内外价格相差悬殊的

奢侈品等。李女士在坐落于天津自贸

区机场片区的欧洲贸易中心发现，不

同于一些奥特莱斯工厂店多为过季

货品， 在自贸区内的奢侈品店中，也

能淘到一些时新的“宝贝” 。

汽车大件也能“败”

除护肤品、包包、日常生活用

品外，自贸区另外一项新政是“汽

车平行进口” ，这意味着消费者购

买汽车等大件也能更加省心、省

钱。 据了解，在上海自贸试验区平

行进口汽车展示交易中心，包括宝

马、奔驰、路虎、保时捷等知名进口

品牌都能看得到。

业内人士指出，所谓“汽车平

行进口” ，指的是未经品牌厂商授

权， 由贸易商从海外市场买下，并

引进中国市场进行销售的汽车。这

种渠道与国内授权经销渠道 “平

行” 。 实际上，一直以来，由于进口

车要缴纳关税、消费税、增值税加

上4S店利润， 到岸30万元的进口

车在内地售价经常要上百万元。即

允许进口商直接从汽车原产地进

口。 继上海、深圳前海已获批试点

后，该新政料扩散到广东、天津、福

建等其他自贸区。如按上海自贸区

试点计算，自贸区买同款进口车比

传统4S店便宜15%至30%。

“我们已经向国家申报，争取

汽车平行进口平台在天津自贸区

落地。 ”天津空港经济区管委会经

济发展局局长于梅向记者介绍，空

港方面已与多家国内汽车平行进

口商和整车厂家进行了沟通。与上

海自贸区不同的是，天津空港汽车

平行进口平台的目标主要是中国

北方市场。

除平价汽车， 一项调查还显

示，在自贸区购买进口电子产品等

大件儿也在多数消费者的购物

“心愿单”上。 此外，还有5.54%的

“土豪” 希望能买到豪车和游艇。

还会去国外消费吗

而随着几大自贸区的不断发

展和完善，以及未来可能陆续新设

的自贸区，是不是就意味着强大的

中国“购买力” 就会回流到国内了

呢？“海淘族”们或“中国大妈们”

还会去国外消费吗？

值得注意的是，未来还将有一

系列利好政策正对“海淘族们” 抛

出橄榄枝。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4月

28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

署完善消费品进出口相关政策，丰

富国内消费者购物选择。 会议确

定，有关部门要在科学评估基础上

抓紧拿出具体方案，一是对国内消

费者需求大的部分国外日用消费

品， 于今年6月底前开展降低进口

关税试点， 逐步扩大降税商品范

围；二是结合税制改革，完善服饰、

化妆品等大众消费品的消费税政

策，统筹调整征税范围、税率和征

收环节；三是增设和恢复口岸进境

免税店，合理扩大免税品种，增加

一定数量的免税购物额，方便国内

消费者在境内购买国外产品；四是

进一步推进境外旅客购物通关和

退税便利化，严格落实进境物品依

法主动申报纳税要求。制定支持跨

境电商进口的检验检疫政策，清理

进口环节不合理收费；五是加快推

进中国产品品牌提升工程，支持实

体店发展，实现线上线下互动。

分析人士指出， 将于今年6月

底前开展降低进口关税试点，无疑

会丰富国内消费者购物选择。 其中

对于关税、 消费税等环节的改革，

将对日益增长的海外消费重新回

流国内消费起到不小的促进作用。

但短期来看，无论是自贸区购物还

是降低进口关税，想要彻底扭转中

国消费者青睐境外消费的习惯和

观念，都不是那么容易的。 一位奢

侈品业内人士坦言，“更为重要的

是，一些奢侈品牌的VIP们，并不是

单纯的价格敏感人群，他们仍会为

了更好的体验，在国外心情愉悦地

购物。 比如香奈儿在华降价之后，

门店前排起了长队， 一些VIP顾客

抱怨说，这与香奈儿的品牌理念太

不相称。 ”

空气净化器 智能化趋势迎风而起

□ 本报记者 张玉洁

空气净化器目前已成为不少

一线城市家庭必备的家电之一。

记者身边不少朋友几乎都是每家

一台，一些有老人、孩子的家庭甚

至拥有多台。 记者此前在日本旅

游时发现， 即使是环境质量优良

的日本， 许多酒店在房间内也均

放置有空气净化器， 以保持室内

空气清新。 因此， 在日本的酒店

中， 基本不会碰到房间有异味情

形。 由此来看，除了除霾保健康，

空气净化器在国内还有着巨大发

展空间。

受行业高速发展推动，首届中

国空气净化器产业年会暨 “5·13

我要散” 京东空净节启动仪式5月

13日在北京举行。 业内人士指出，

大功率、复合型、更加智能的空气

净化器将是发展趋势，消费者更加

看重品牌和品质，而价格已不是消

费者购买时主要考虑的因素。

直奔高大上

“与其他白色家电消费水平

逐渐不同，空气净化器自流行开始

便直接走上高大上发展路线。 ”一

位业内研究人士表示。记者从身边

不少消费者那里了解到，出于对健

康的关注，知名品牌、大功率、多功

能的空气净化器，已成为他们购买

空气净化器的首要考虑因素，价格

已显得“不那么重要” ，甚至不少

超过万元的高端空气净化器也得

到消费者热捧。 “只要东西好，价

格不重要” 已成为不少消费者对

于空气净化器的消费理念。

中国电子报社和捷孚凯市场

咨询 (中国) 有限公司联合发布的

《中国空气净化器产业趋势报告》

（以下简称“报告” ）显示，2014年

空气净化器市场呈现 “双高” 趋

势： 高端空气净化器及追求高

CADR（空气洁净量）值和大适用

面积的空气净化器销售表现突出。

高端空气净化器产品无论是

在线上还是线下都有令人瞩目的

表现。《报告》显示，2014年中国空

气净化器线下市场5000元以上价

格段零售额同比增长近50%，而这

一趋势在线上表现的更为显著，

5000元以上价格段零售额同比增

长率接近190%。受市场需求推动，

2014年多家知名品牌推出超万元

空气净化器，通过各大厂商和零售

商的市场推广与促销活动，这些万

元型号的知名度和销量在线上和

线下均得到明显提升。

此外，追求高CADR值和大适

用面积的空气净化器成为一种消

费趋势。《报告》指出，2014年线下

市场CADR值300以上的产品零售

额占比达到40%，而在线上，这一

占比也超35%，两者较2013年均有

较明显增长。

从目前品牌表现来看，外资品

牌占据主导地位，其在线上和线下

均占据较大市场份额， 例如飞利

浦、夏普、奥郎格、霍尼韦尔等品牌

都有很好的发展态势。国产品牌目

前更多是以低价和高性价比取得

市场份额。

复合型、智能化是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市场的不

断扩大，互联网、跨界的玩家也在

不断增加。 2014年，不少互联网企

业跨界进入空气净化器行业，一些

专门在线上销售的互联网品牌也

备受关注。其中三个爸爸儿童专用

空气净化器在京东众筹平台30天，

众筹总额突破1122万元，成为国内

首个突破千万元的众筹项目。 小

米、 猎豹相继推出空气净化器产

品。 不过，这些互联网品牌在产品

技术上与品牌企业还无法比肩，但

价格和多样化的营销手段是这些

品牌的最大优势。

但这些互联网公司会给空气

净化器带来怎样的智能功能令人

充满想象。 相对于其他家电，智

能的空气净化器能为消费者提供

更加舒适的环境，消费者也愿意

接受更高的产品价格。 例如空气

净化器能否通过APP等实现远程

控制，对室内空气质量进行实时

监测并自动开启调节室内空气质

量。

《报告》显示，目前已有空气

净化器厂商开发出移动终端模式，

使消费者可以更便捷地进行操控，

体验智能化优势。 《报告》 认为，

WiFi联网、APP远程控制、自动启

动系统、自动检测提醒滤网寿命等

功能的引入是空气净化器智能化

的标志，消费者可以通过APP掌控

室内空气质量，对空气净化器进行

远程控制；空气净化器自身可以自

动检测空气中污染物数量，探知室

内外空气质量状况，并根据检测结

果开启各种功能。

在智能化产品价格接受度方

面，《报告》显示，在同一品牌下，

主打智能的空气净化器要比同类

型不带智能化功能的产品价格高

出至少50%。 在这样的背景下，不

乏外资传统厂商积极推出智能型

号，且还有更多新进入这个行业的

生力军。

超越自己心中那座山峰

□ 张鹏

一次偶然的机会， 笔者认识

了融资中国杂志总编辑、 三好生

登山队队长方泉先生， 也因此喜

欢上登山。 他成功登顶过珠峰，还

写过一本书叫做《冷暖

50℃

：从股

市

K

线到珠峰雪线》。 读后才知道

他当年曾经千万元筹码重仓银广

夏爆仓，自此笃爱登山不可收拾，

每年都要登一座高山，“想静静”

成为一种生活习惯。 前不久，听他

说今年要去慕士塔格峰， 可惜笔

者这个登山的新兵只有羡慕嫉妒

没有恨的份儿。

好在，笔者已在他这本珠峰日

记中领略了那令人敬畏惊叹的自

然和人文景观。 同时，在他与不同

的文化背景和性格特点的同行者

身上发生的很多故事，让笔者思考

关于登山、 投资和人生的很多东

西。 譬如，喜欢登山就不能是太盲

目肤浅的喜欢，为什么登山，与谁

一起登山，能否安全地上山和下山

才是最重要的。 一如他在书中所

述，“登山不是玩命，而是一种打发

时光的方法， 一种有趣味的活法，

一种个人化的玩法。登山要以登顶

为目标，却决不能以登顶为唯一目

的。 更重要的是，登顶更意味着危

险，登顶不必然能够逃顶，登顶下

撤时往往可能由于心力衰竭或滑

坠冰崖而遭遇不测。 ”

所以，当作者历尽千辛万苦最

后终于站到世界之巅时感觉恍惚、

空虚和沉重，而没有幻想中的亢奋

和激动也就易于理解了，这大抵也

是大多登顶珠峰 勇 士 们的通

感———只有安全上山和下山的一

步一脚印才能真正踩出生命的荣

耀、梦想的光华和责任的力量。 这

也是那条绿色

K

线给作者冥冥中

的警示，“山就在那里， 总可以再

来，股票爆仓绝难翻本，但生命只

有一次，这生命还属于我爱的和爱

我的人。 ”

当然，对于那些正在珠峰半山

腰及将来攀登珠峰的人来说，安全

时时刻刻是最 重要的 。 谷歌

（

Google

）高管丹弗雷丁伯格，还有

很多人攀登珠峰遭遇意外，无不令

人扼腕叹息。笔者也认识几位今年

登珠峰的朋友，其中有一位是使用

义肢的夏伯渝老先生，他们的有幸

得归，让笔者想到，这些同样渴望

拥有异于常人的登山境界和体验

的人，实际上已将自己置身于深不

可测的风险之中。尽管在不可抗力

发生时，每个人的具体处境和应对

能力不同，但生死两隔的巨大差异

还是提醒我们，应该保持对自然和

生命的敬畏，同时重视细节观察和

经验积累。 一些人或许是过于自

信，也可能是疏忽大意，忽略了一

部分概率很小而一旦发生即为系

统性的风险，以往再熟悉不过的经

验都没能提供任何帮助。

这些感悟可以引申到工作事

业和家庭生活的很多层面。 笔者

现在从事的工作是 “受人之托忠

人之事”的资产管理行业，更是要

把“安全”放在突出的位置。 个人

主观上必须敏感内省， 既不能过

于自信也不能疏忽大意， 在投资

上更不能搞投机犯下很低级、不

专业的错误， 因为我们为客户管

理的资金承载他们对于我们的高

度信任和认同。 或许，“黑天鹅”事

件没有办法百分之百避免， 市场

也不是总那么有效， 但这些也都

在时时提醒我们务必坚持 “理性

深入， 长远回报” 的价值投资理

念，积极推行“独立思考，持续学

习，平等分享，团队协作”的投资

文化， 依靠健全的行之有效的风

险控制体系和手段， 通过长期投

资中国优质企业和成长型企业，

为客户获取资本稳健增值。

读一本好书，如同交一位良师

益友。如果又与好书的作者成为朋

友，更是人生一大幸事。不过，无字

之书难于有字之书，无形的山峰难

于有形的山峰。无论读有字之书还

是登有形之山峰，都可能让我们明

白不少事理，但不可能教会我们人

之为人、己之为己所有的东西。 也

许， 放弃一些自己所谓的执著，才

能成就一番超越自己期望的功德。

最困难的还是如何认识自己，面对

这个世界和人际社会吧！

漫画，赵天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