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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牛点牛

（300401）花园生物：本周涨幅61.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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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680）黄海机械：本周涨幅61.11%。 生物疫苗企业长春长生借壳上

市，其采用新工艺的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Vero细胞）开始上市。

（002341）新纶科技：本周涨幅61.10%。公司是中国防静电/洁净室行业

龙头企业，已与4000余家客户建立并保持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300038）梅泰诺：本周涨幅61.07%。持续拓展新业务领域，尤其是关于

互联网营销、参股拉卡拉征信有限公司等业务成为发展亮点。

（300364）中文在线：本周涨幅61.05%。 致力于成为全球领先的中文数

字出版机构，是较为纯正的移动互联网内容提供商。

（300480）光力科技：本周涨幅61.03%。 主导产品煤矿瓦斯抽采监控产

品和粉尘监测与治理产品优势突出，在国内同行业中处领先地位。

（002635）安洁科技：本周涨幅61.03%。 功能性器件包括粘贴、散热、绝

缘、电磁屏蔽等，汽车电子有望成为新业务增长点。

（002167）东方锆业：本周涨幅60.94%。 全球品种最齐全锆制品专业制

造商之一，主要用于核电能源、特种陶瓷、光通讯器件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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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yPal“单飞” 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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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5%

。从原有汽车、物业两大业务板

块向珠宝相关行业转型。实现物业出租业务升级，拓

展珠宝运营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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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数字出版机构， 是较为纯正的移动互联网内容

提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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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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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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3%

。 主导产品煤矿瓦斯抽采监控

产品和粉尘监测与治理产品优势突出， 在国内同行

业中处领先地位。

（300480）光力科技

计算机板块

近期涨幅不大的计算机板块有望成为

存量资金建仓的新标的，原因是该板块业绩

弹性较为乐观。 相关数据显示，计算机板块

2015年半年报预喜概率大。 一方面，说明在

当前智能化、自动化趋势较为清晰的大背景

下，计算机产业的发展趋势乐观，那些竞争

能力强的相关上市公司出现业绩加速提升

的态势。 另一方面，计算机板块左右逢源，计

算机板块利用天然的互联网优势，积极向互

联网+领域挺进， 例如用友网络原先主要开

拓财务软件领域，近年来向互联网金融领域

挺进。 与此同时，军工领域智能化、自动化趋

势也愈发明显，部分计算机上市公司利用自

身优势迅速向军工领域渗透，甚至收购军工

业务资产，实现完美转型。 投资者可积极跟

踪计算机板块， 包括硬件系统和软件领域。

其中，向军工领域渗透、向互联网+领域挺进

的龙头品种尤其值得关注， 包括佳讯飞鸿、

初灵信息、创业软件等。

沪指在

4000

点附近反复震荡之后，本

周终于打破了多空胶着僵局。 这种突破显

然提振了此前对行情存疑的投资者信心，

市场后续大概率延续震荡方式，逐步消解

压力、修复行情和信心，用时间换取上行

空间。

自

7

月

9

日以来， 市场经历了连续三日

的快速反弹，当时市场中停牌个股近半，未

停牌股出现连续三日几近全面涨停的罕见

盛况，不过在

4000

点关口却止步，开始二度

回落。随后，

4000

点一线成为多空角逐的重

要阵地，大盘指数形成横盘态势，逐步摆脱

了均线压制；直到本周四，大小盘股共同发

力，促使指数形成上攻态势。

复盘这种走势对于后续行情的判断或

有帮助， 市场大概率延续这种震荡慢行格

局，不慌不忙、不动声色地化解前期大起大

落阶段埋下的各种隐患， 以时间换取上行

空间，等时机到来再一举拿下。这意味着行

情运行的节奏和逻辑在悄然改变。 如上半

年那般快攻格局难以重现， 但近期大波动

也是小概率事件，市场将重回慢牛轨迹。这

种前期的震荡使得指数在修复之中养精蓄

锐，在震荡之中等待各种积极因素的汇集，

将偏离的拉回正轨。

在这种预期之下， 逐利资金持续进场

意愿自然较弱。从近期两融来看，反复上下

波动而非稳步增长凸显激进资金的态度。

尽管周四强攻时融资余额出现大幅增长，

但在周五震荡之时， 可能部分短线资金已

再度撤离。因为，部分激进资金已经挽回了

前期连续下跌的损失， 而今开始思考去留

问题。

由此， 行情短期内正处于存量博弈之

中，也许多方占优的大前提下，这个存量是

温和扩大的。但在获利盘回吐、温和去杠杆

化、市场尚未恢复常态的背景下，行情仍然

需要通过充分震荡整理消化诸多压力，信

心也需要时间恢复。因此，市场尚未具备趋

势性行情的条件，暂难摆脱双向波动。

在此期间， 普涨行情出现的频率正在

降低，个股表现分化越来越大，业绩确定、

安全边际高、 具备产业资本增持等催化剂

的品种行情更为稳定，国企改革、国防军工

等正在显现龙头特质。

张怡

本报记者

“飞单”“返价” 屡现

上市公司保定增谋自救

□

本报记者 黄莹颖

6月至7月初，市场调整

超出市场预期，下跌更是打

乱了上市公司定增的节奏。

屡屡出现的“破定” 使得参

与定增的机构开始反悔 ，

“飞单” 、“返价” 现象不断

出现。

不过，对于不少上市公

司而言，定增项目是公司转

型战略核心，上市公司与参

与机构正通过提升公司业

绩、推进新并购等多种手段，

以尽快提振股价。

定增机构后悔

“运气太背， 当初怎么

能报那么高的价？ ” 提及今

年参与的一次定增， 李敏

（化名）颇为懊恼。 与7月9

日最低点相比，李敏参与定

增公司的股价虽然已上涨

60%， 但是仍低于其当初参

与的定增价30%。

“前几天专门和几个一

同报价的机构人士去了趟上

市公司，公司几位高管也很无

奈，他们表示会尽快推动公司

业绩增长以及其他并购事项，

争取把股价搞上去。 ”李敏透

露， 虽然之前参与定增时，上

市公司有业绩等方面的一系

列承诺， 但是如果市场不好，

这些承诺即使兑现，股价也不

一定能涨到定增价以上。

由于这段时间的痛苦经

历， 目前李敏所在机构参与

定增的热情大幅下降。 公司

对于一些定增项目， 尤其是

新三板公司的定增项目，更

是慎之又慎。 Wind数据显

示，2015年以来实施或拟实

施定向增发的上市公司中，

有近40家跌破定增价。 若以

市场最低点的7月9日计算，

“破定”上市公司超过百家。

值得注意的是， 部分跌

破定增价的上市公司同样频

频反悔。李敏透露，“比如华

北一家上市公司几个月前发

布了一份上市公司大股东与

数家机构拟定的定增方案，

发行价要比当时股价低30%

多。 但是到了7月初，股价已

经跌破定增价， 参与的数家

机构集体反悔， 要求重新核

定发行价，最终没能谈拢，只

能终止定增。 ”

事实上，最近一个月，因

跌破定增价而流产的定增项

目并不少见，例如鹏博士。 3

月19日，该公司披露，拟以

19.95元/股非公开发行不超

过2.5亿股，募集资金总额不

超过49.875亿元， 拟全部用

于“家庭智能无线感知网”

项目。根据方案，参与此次定

增计划的包括实际控制人、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及核心员工。

对于不少上市公司而言，定增项目是公司

转型战略核心，通过资本市场输血更是重中之

重。 “像我们近期谈的一个项目，上市公司就

做了较大让步，一方面是折扣率增加，另一方

面公司大股东还垫资承诺保本。 ” 一位专事定

增业务的私募人士说。

关注国企改革动向

□

本报记者 任晓

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16日至17日在吉

林调研， 多次发表了关于国企改革的重要

讲话。业内人士认为，国家正在加快制定国

企改革顶层设计方案， 并进入出台倒计时

阶段， 以市场化为主导的国企改革下半年

将进入全面加速期。 下周国企改革动向是

市场关注的焦点。

7月官方PMI下周六发布。 6月官方制

造业PMI为50.2%，与上月持平。 从24日出

炉的财新PMI初值来看，市场人士认为，整

体而言，经济仍在底部徘徊。从微观层面来

看，房产销售反弹带动库存去化，但库存基

数较高，房产投资并未抬头；工业用电量、

工业价格指数与进口运价指数皆略有回

暖，但幅度皆较弱，制造业仍处在去库存、

去产能、去杠杆的长期大趋势当中；基建受

制于土地出让金与财政收入的双下滑，托

底回升压力大。

从已公布的中报看，中小创公司是披露

高送转预案的集中地， 而专用设备制造、医

药制造、计算机、软件信息服务技术等行业

则是高送转的集中区。 业内人士指出，推出

高送转分配预案，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上市公

司对企业持续稳定发展有信心，而且在震荡

格局下，显示出上市公司维稳股价的意愿。

在沉寂一段时间后， 机构调研再趋活

跃。机构密集调研的公司值得关注。有分析

认为， 调研频率和参与的机构数量是判断

公司热度的不二因素。 公司被调研频率越

高，调研来的机构越多，说明市场主力对这

些公司越是关注，越容易受资金青睐。

郑学勤：无视耶伦言论会付出代价

□

本报记者 任晓

美国芝加哥期权交易所

董事总经理郑学勤日前接受

中国证券报专访时表示，美

联储主席耶伦再三说联储今

年要加息， 这就是让国际上

使用美元的人有时间去应

对。因此，不应当认为又是一

次“狼来了” 。这次加息成为

现实的概率比以往都高。 无

视耶伦反复传递的信息，可

能会付出代价。

他说， 从欧盟通过新的

希腊救援方案之后， 美联储

在9月开始加息的预期就变

得强烈起来。在此之前，市场

预测9月加息的概率在50%

之下，现在已经在50%以上。

最近，美元上涨，投资者在股

市平仓，原油、黄金和其他商

品价格下跌，债券价格上涨、

收益率下降， 以及拉美国家

经济下滑， 都同美联储将在

9月开始加息的预期有关。

耶伦在最近多次讲话中

提醒投资者，如果没有意外，

美联储今年会开始加息。 她

在国会听证时说， 她认为如

果加息日期过迟， 加息的频

率会增加，因此，把握时机很

重要。 联储在耶伦就任之后

改变了方针， 加息不再有时

间表， 是否决定加息取决于

每一次联储开会时掌握的经

济数据。

美国最近的各项经济数

据时好时坏， 没有一个明确

方向。但是，非农失业率持续

下降，通胀率在低位徘徊。普

遍预期美国GDP增长率将

停留在2.5%附近的区间。 经

济增长缓慢但是就业人口增

加， 说明劳动生产率没有改

善。今天美国的现实是，工作

不难找，商品价格便宜，但是

经济发展前景不明朗。 联储

要加息， 要解决的不是眼前

的经济困境， 而是经济发展

的远景。

郑学勤说， 联储是制定

货币政策的， 它的使命实际

上有3个：价格稳定、充分就

业和帮助实现经济发展潜

力。美元刚脱离黄金的时候，

同其他西方国家一样， 美国

的金融决策者把货币政策的

重心放在维持汇率稳定上，

在金本位时， 国际间汇率稳

定就能带来国内的物价稳

定。 我们都知道蒙代尔等人

提出的“三难论” ， 也就是

说， 一个国家只能在三种自

由中选择两种： 制定汇率的

自主权、制定利率的自主权，

以及允许货币国际间自由流

动。 美国当时选择的是汇率

自主权和货币流通自由，因

此， 对利率部分失去了自主

权。当年美国的高通胀，以及

沃克尔掌舵的美联储不得不

采取的高利率， 都同这种选

择有关。此后，随着汇率市场

成熟，美国改变了方针，逐步

将汇率决定权过渡给市场，

美联储把稳定价格和管理通

胀预期作为它的核心使命。

美联储的使命并不只是

通常说的价格稳定和充分就

业。否则，美国目前就业率改

善，通缩威胁大于通胀，没有

理由加息。 联储要加息是为

了利率正常化， 利率正常化

是为了经济正常化， 正常发

展的经济才能充分实现经济

发展的潜力。

精彩对话

中国证券报： 美联储加

息会对美元指数和我国货币

政策带来什么影响？

郑学勤：对美国来说，由

市场决定汇率是一种有利的

模式。美元是国际主要贸易、

结算和存储货币。 汇率发生

变化， 其他国家的经济必须

根据汇率变化而进行调整，

使用美元的美国则没有这种

必要。不过，货币的外在价格

是汇率， 它的内在价格则是

利率。因此，货币价格是利率

和汇率的综合结果。 在“广

场协议” 和“卢浮协议” 时

代， 美国通过纽约联储在外

汇市场的运作不断对美元汇

率进行干预。 等到汇率完全

取决于市场之后， 政府不再

干预汇率， 但市场给美元定

价，要考虑美国利率。利率上

涨，货币价值理应上升。除非

有其他经济因素抵消利率影

响， 美联储加息会导致美元

指数上涨。 美元上升对美国

经济有负面影响。

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

间内，全球主要发达国家利

率水平可能都会比较低。低

利率的国际环境为中国低

成本发展经济提供了有利

条件，不过，也为出现金融

泡沫提供了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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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储的使命

并不只是通常说的

价格稳定和充分就

业。否则，美国目前

就业率改善， 通缩

威胁大于通胀，没

有理由加息。 联储

要加息是为了利率

正常化， 利率正常

化是为了经济正常

化， 正常发展经济

才能充分实现经济

发展潜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