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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之下更应理性投资

□

本报记者 王小伟

15

日，以

12386

热线实现全国直拨为开

端，中国证监会“公平在身边”投资者保护

专项活动启动。 证监会主席肖钢在启动仪

式上强调， 要为投资者营造更加公平的市

场环境。 分析人士认为

,

在监管部门对投资

者相关权益全力保护的同时， 不少新入市

的投资者在风险意识方面仍有待增强。

监管部门针对投资者保护的最新专

项行动具有三大全新背景。首先是改革红

利提振

A

股成交持续活跃，资本市场黄金

时代众望所归。 在市场交投活跃、投资者

回报可观的背景下，监管部门悉心呵护市

场热情、 最大力度保护广大投资者权益，

无疑正逢其时。

其次，

A

股“赚钱效应”吸引大批投资

者纷至沓来，不少新投资者跑步入市。 投

资者踊跃入市，说明大家希望通过投资股

市分享改革创新和经济增长成果，但不少

新投资者只看到炒股赚钱的可能，缺乏对

股市涨跌的经验和感受，不少投资者开始

面对投资方面的弯路甚至陷阱， 因此，针

对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保护，对于

保证投资者相关权益、构建健康持续的投

资生态具有重要意义。

再次，从融资结构而言，以股权融资

为代表的直接融资大发展契合我国融资

结构改善，包括

A

股在内的直接融资将大

有可为。股权投资繁荣又可以与创业创新

水乳相融，从而带动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与

产业升级，共同营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的良好环境和氛围。公平是资本市场健康

发展的必然要求， 资本市场参与主体多

元、利益诉求多元，没有公平的市场环境，

就不可能保证有活力、 有秩序的市场竞

争，资本市场配置资源功能作用就难以有

效发挥。 从全局看，保护投资者公平投资

资本市场无疑有更为重大的意义。

今年以来，监管部门对投资者的保护

工作不断推进， 不少经典案例陆续涌出。

以

5

月

15

日停牌的

*ST

博元为例， 这家公

司成为

2014

年退市制度改革后首家因重

大违法启动退市机制的公司。有关部门通

过依法合规开展各项工作，最大限度地对

投资者合法权益进行保护。

在监管部门对投资者相关权益全力

保护的同时，不少新入市的投资者在风险

意识方面仍有待增强。股票市场是高度复

杂的系统， 股票价格受上市公司价值、供

求关系、国家政策等多种因素影响，市场

各方都应尊重市场、敬畏市场。 除借助投

资者保护机制外，投资者应增强自我保护

能力，积极主动行使权利，更应在入市前

做足功课，理性谨慎、量力而行，树立风险

意识，增强心理调节能力，注重价值投资，

切勿沉迷炒作。

正如肖钢在上述活动的启动仪式上

所指出的那样，投资者应认真分析公司基

本面，及时了解公司披露的信息，切忌道

听途说，盲目跟风。 广大中小投资者特别

是新入市的投资者一定要牢固树立风险

意识，审慎决策，理性投资，自担风险，量

力而行。

“两股风” 助力次新股

□

本报记者 徐伟平

在经历4月气势如虹的逼空式上

涨后，股指5月步入“波动季” ，宽幅震

荡成为主旋律。股指大幅波动一定程度

上削弱了短期市场赚钱效应，个股出现

分化。 但是， 次新股成为牛市 “弄潮

儿” ，它们上市后近乎疯狂的表现将财

富效应演绎到极致， 成为资金追捧宠

儿。 究其原因，“老牌” 成长股价格高

企、大市值股票去杠杆隐忧迫使资金寻

找新突破口， 新股具有的独特优势凸

显，如筹码相对分散和“干净” 、比同行

业其他个股更具想象空间等。

次新股大面积走强

在改革红利释放和增量资金入场

两大因素支撑下，2015年A股在牛途上

一路狂奔。 在市场整体向好的大背景

下， 资金追逐新股热情显著高于以往，

次新股成为市场“弄潮儿” 。

从历史经验看， 在经历申购时的

“打新热” 后，新股在上市后通常会在

二级市场迎来“炒新热” ，部分优秀上

市公司会迎来“翻倍”行情。 对2015年

上市的新股而言，“翻倍”只是“保底”

行情，新股上市后大面积走强，成为市

场中最具赚钱效应的群体。 在2015年

上市的118只股票中，有95只股票涨幅

超过100%，占比超8成。 3月24日上市

的暴风科技已累计上涨2098.44%，股

价从9.43元的上市价一路飚升， 最高

达到278.15元，截至5月17日的收盘价

为226元。 1月21日上市的中文在线累

计上涨1208.15%， 上市首日股价为

8.17元， 此后持续走强， 最高上探至

128.33元，5月17日收盘价为128.33元。

这两只股票短短几个月里实现超过10

倍涨幅，成为A股“明星股” ，赚足市场

眼球。

与一股脑儿的“打新热” 不同，参

与炒新的资金遵从“小” 和“新” 两大

配置思路。 一方面，新兴产业股票受到

炒新资金热捧，涨幅普遍较高。 2015年

以来涨幅超过400%的次新股有10只，

它们是市场中火热的品种，其中4只股

票来自传媒板块，机械设备、公用事业、

化工、电子、计算机和商业贸易各有1

只股票，新兴产业板块股票占据绝对优

势。 考虑到经济下行压力仍较大，一定

程度上制约传统强周期行业上行空间。

与之相比，新兴产业更符合经济转型方

向，有望穿越周期，资金炒新同样遵从

“新”逻辑。

另一方面，流通股相对较小的品种

更有利于资金炒作。 经过一波持续炒

作，次新股股价连续上涨，市值显著增

加， 但涨幅居前股票流通股普遍较少。

2015年以来涨幅超过400%的10只次

新股平均流通股为0.37亿股，其中流通

股最多的快乐购和昆仑万维有0.7亿

股，流通股最小的浩丰科技仅为0.10亿

股。 流通股较小的品种更便于资金发

力，涨幅自然靠前。

两股风助力 次新股热浪难落

从历史经验看，伴随着牛市行情逐

步推进，此时上市的新股往往走出超预

期行情。（下转A02版）

公募扎堆成长股

增量资金逐鹿“神创板”

“龙头股”易主

中小创分化加剧

5月494只个股

创历史新高

A09�产业透视

上市公司掘金旅游投资万亿时代

旅游投资快速增长， 旅游业成为国内经济调结构促转型的重要抓

手。 国家旅游局表示，2015年全国旅游投资将继续保持稳定增长态势，

预计全年旅游直接投资将达1万亿元， 未来3年旅游投资将超过3万亿。

在旅游投资万亿时代来临之际，上市公司成为其中一股重要力量，投资

持续加码，以期分享旅游大蛋糕。

新华社图片 制图/韩景丰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

12个重点行业分类实施有序推进

□

本报记者 刘丽靓

国务院日前印发 《关于推进国际产

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

称《意见》）。《意见》提出，坚持“企业主

导、政府推动，突出重点、有序推进，注重

实效、互利共赢，积极稳妥、防控风险” 的

基本原则， 将与我装备和产能契合度高、

合作愿望强烈、合作条件和基础好的发展

中国家作为重点国别，并积极开拓发达国

家市场，以点带面，逐步扩展。 将钢铁、有

色、建材、铁路、电力、化工、轻纺、汽车、通

信、工程机械、航空航天、船舶和海洋工程

等作为重点行业，分类实施，有序推进。加

强统筹协调，注重体制机制创新，坚持开

放合作发展，健全服务保障体系，大力推

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有力促进国

内经济发展、产业转型升级，拓展产业发

展新空间，打造经济增长新动力，开创对

外开放新局面。

《意见》提出，力争到2020年，与重

点国家产能合作机制基本建立， 一批重

点产能合作项目取得明显进展， 形成若

干境外产能合作示范基地。 推进国际产

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体制机制进一步完

善，支持政策更加有效，服务保障能力全

面提升。 形成一批有国际竞争力和市场

开拓能力的骨干企业。 国际产能和装备

制造合作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进一步提

升， 对国内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的

促进作用明显增强。

立足国内优势，推动钢铁、有色行业

对外产能合作。 结合当地市场需求，开展

建材行业优势产能国际合作。 加快铁路

“走出去” 步伐，拓展轨道交通装备国际

市场。 加快轨道交通装备企业整合，提升

骨干企业国际经营能力和综合实力。大力

开发和实施境外电力项目，提升国际市场

竞争力。加大电力“走出去”力度。加强境

外资源开发， 推动化工重点领域境外投

资。 发挥竞争优势，提高轻工纺织行业国

际合作水平。 通过境外设厂等方式，加快

自主品牌汽车走向国际市场。推动创新升

级，提高信息通信行业国际竞争力。 鼓励

电信运营企业、 互联网企业采取兼并收

购、 投资建设、 设施运营等方式 “走出

去” 。 整合优势资源，推动工程机械等制

造企业完善全球业务网络。 加强对外合

作，推动航空航天装备对外输出。在亚洲、

非洲条件较好的国家探索设立合资航空

运营企业。 加强与发达国家在卫星设计、

零部件制造、 有效载荷研制等方面的合

作，支持有条件的企业投资国外特色优势

企业。 提升产品和服务水平，开拓船舶和

海洋工程装备高端市场。

《意见》明确，在继续发挥传统工程

承包优势的同时，充分发挥我资金、技术

优势，积极开展“工程承包+融资” 、“工

程承包+融资+运营” 等合作，有条件的

项目鼓励采用BOT、PPP等方式， 大力开

拓国际市场，开展装备制造合作。 鼓励金

融机构开展PPP项目贷款业务，提升我国

高铁、核电等重大装备和产能“走出去”

的综合竞争力。（下转A02版）

巴菲特减持能源股 鲍尔森坚守黄金

美国知名投资人巴菲特、鲍尔森、索罗斯等日前集中披露了今年第一季度

持仓情况。“股神”巴菲特旗下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第一季度进一步远离因

油价大跌而受创的能源股，并减持7家传媒股。 今年以来，尽管许多投资者远离

了黄金市场，但鲍尔森仍坚守黄金持仓。

“债”“股”“期”“现”四大领域

美林时钟拨向何方

当前中国经济“稳增长” 政策持续发力的背景下，美林时钟已经指向了从

衰退期到复苏期的转折点，这或许意味着债牛已入尾声，而股市的牛蹄仍将奔

跑在经济起飞的跑道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