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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110

）中科英华：本周涨幅

61.22%

。 公司停牌期间，

A

股大涨，故有强烈的补涨动

能。 另外，公司定向增发涉足稀土产业。

（

600338

）西藏珠峰：本周涨幅

46.23%

。该股是摘帽概念股的龙头品种。公司定向增发

获得上海国资委同意的公告也提振了多方信心。

（

600368

）五洲交通：本周涨幅

23.44%

。 该股主营业务是高速公路收费，近期公告涉

矿，从而赋予该股强大的股价上涨能量。

（

600336

）澳柯玛：本周涨幅

22.82%

。 该股在启动前的价格只有

5

元多，出乎意料的

10

转增

10

的分配预案刺激股价上涨。

（

000797

）中国武夷：本周涨幅

21.38%

。 媒体报道公司在北京通州的土地增值

50

亿元。

虽然该消息已被公司澄清，但仍然受到资金追捧。

（

002568

）百润股份：本周涨幅

19.32%

。 公司属食品添加剂产业，食品安全事件驱动食

品企业向具有品牌优势的添加剂企业购货。

（

600746

）江苏索普：本周涨幅

19.05%

。 控股股东实力雄厚，拥有诸多医药题材，从而

使该股有各式“绯闻”传出。

（

000958

）

ST

东热：本周涨幅

18.57%

。 公司债务重组渐露曙光，资产重组迈入实质性一

步，这有利于改善股价的估值预期。

漫画 张骊浔

（下转06版）

欧洲经济动荡之源

在“欧猪五国”，欧洲经济

“信心源泉”在德国。欧洲

经济能否复苏，要看动荡

之源能否稳得住，更要看

“信心源泉”能否发力。

陈新：欧洲经济今年会企稳

□

本报记者 倪铭娅

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

经济室主任陈新日前接受中

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今年欧洲经济将在衰退中企

稳。明年有望实现弱增长。由

于当前欧洲经济复苏面临着

结构调整的挑战， 克服这一

挑战需要较长时间。

陈新表示， 当前欧元区

经济衰退在减缓， 其经济增

幅将比去年有所提高。

2012

年欧元区经济增长率为

-

0.4%

， 根据欧盟委员会日前

发布的预测数据， 今年欧元

区经济增长率达到

-0.1%

，预

计明年有望实现正增长。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

OECD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

1

月德国综合领先指标升幅

较大，由去年

12

月的

99.2

升至

99.6

。 陈新认为，欧洲经济动

荡之源在“欧猪五国”，而欧

洲经济的 “信心源泉” 在德

国。 欧洲经济能否复苏，要看

动荡之源能否稳得住， 更要

看“信心源泉”能否发力。 德

国是欧洲经济的火车头，德

国资本已在欧洲形成放射状

的产业链。 因此，

2013

年德国

经济如果有所增长， 会带动

一批欧洲国家尤其是中东欧

国家的发展。

“欧猪五国” 包括葡萄

牙、爱尔兰、意大利 、希腊

和西班牙， 他们今年会否

继续拖累欧洲的经济复苏

进程？

陈新表示，“欧猪五国”情

况各不相同。希腊是典型的因

“寅吃卯粮” 而发生债务危机

的国家， 目前已陷入深度衰

退， 这个趋势不会马上扭转。

目前希腊面临的根本问题在

于利息占债务比重过大，即便

债务本金得到部分减记，利息

却仍在不断增长，因此债务总

额还在不断变大。所以现在看

来，希腊近几年可能难以“缓

过来”。 但从理论上说，在不脱

离欧元的前提下，希腊在全球

金融市场再掀巨大波澜的几

率较小。

爱尔兰是几个重债国家

中最好的一个。 三年期国际

救助到期后， 爱尔兰应该可

以走出困境。

葡萄牙经济状况不如爱

尔兰，竞争力不强，但也不像

希腊那样过度花钱。 目前属

于“不温不火”状态，它的复

苏需要一个过程。 西班牙本

身是比较大的一个经济体，

在资本市场相对稳定、 发债

成本维持一个合理水平的情

况下， 如果西班牙经济能够

摆脱对房地产的依赖， 回到

发展实体经济的轨道上，则

前景比较乐观。另外，由于与

南美的联系较密切， 西班牙

有希望通过南美国家的增长

为自身经济增长注入活力。

目前意大利新政府组

建情况备受外界关注 ，若

本次组建新政府失败或新

政府放弃当前紧缩和改革

之路， 可能导致短暂平静

的欧债危机再度发酵。 陈

新认为， 意大利选举的最

终结果可能会引起欧洲资

本市场波动， 但导致欧债

危机再度发酵的可能性较

小。 不论是否需要进行二

次选举， 此次意大利大选

不会像希腊大选一样导致

欧洲经济出现大动荡。 另

外， 意大利北部属于欧洲

核心工业区， 是欧洲最富

有的地区之一， 让意大利

经济具备一定活力。

陈新表示， 经济结构调

整已经成为当前欧洲经济面

临的最大挑战。 欧洲经济结

构调整包括劳动力市场的调

整、 出口能力的提升和经济

竞争力的恢复。 由于前几年

欧洲劳动力成本上升过快，

导致劳动力成本增速与经济

增长不匹配， 一些国家失去

了国际竞争力， 从而出现经

常账户赤字。 解决这一问题

需要较长时间， 欧洲经济完

全复苏尚需时日。

精彩对话

中国证券报： 欧洲经济

变化对中欧经贸会带来哪些

影响？

陈新：

2012

年中欧双边

贸易总值为

5460.4

亿美元，同

比下降

3.7%

。 我国对欧盟出

口

3339.9

亿美元， 同比下降

6.2%

。 尽管欧盟继续保持我

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

进口来源地的地位， 但美国

取代欧盟成为我国第一大出

口市场。 今年欧洲经济企稳，

将会给中欧经贸带来较好的

起色， 拉动中国对欧盟出口

增长。

（下转0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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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连线

� � � �本周涨幅

21.38%

。 媒体报道公司在北京通州的

土地增值

50

亿元。虽然该消息已被公司澄清，但仍然

受到资金追捧。

（000797）中国武夷

（000958）ST东热

� � � �本周涨幅

18.57%

。公司债务重组渐露曙光，资

产重组迈入实质性一步， 这有利于改善股价的估

值预期。

� � � �本周涨幅

19.32%

。 公司属食品添加剂产业，食

品安全事件驱动食品企业向具有品牌优势的添加剂

企业购货。

（002568）百润股份

（600110）中科英华

� � � �本周涨幅

61.22%

。 公司停牌期间，

A

股大涨，故

有强烈的补涨动能。 另外，公司定向增发涉足稀土

产业。

（600336）澳柯玛

� � � �本周涨幅

22.82%

。该股在启动前的价格只有

5

元

多，出乎意料的

10

转增

10

的分配预案刺激股价上涨。

� � � �本周涨幅

46.23%

。 该股是摘帽概念股的龙头品

种。 公司定向增发获得上海国资委同意的公告也提

振了多方信心。

（600338）西藏珠峰

� � � �本周涨幅

23.44%

。 该股主营业务是高速公路

收费，近期公告涉矿，从而赋予该股强大的股价上

涨能量。

（600368）五洲交通

（600746）江苏索普

� � � �本周涨幅

19.05%

。控股股东实力雄厚，拥有诸

多医药题材，从而使该股有各式“绯闻”传出。

信息安全板块

信息安全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不言而

喻， 信息技术和网络与人们的工作生活越

来越紧密， 由此驱动企业加大对信息安全

的投资力度， 近年来我国信息安全产品市

场容量持续以两位数速度增长。

2012

年，市

场规模达到

157.84

亿元， 比

2011

年增长

20.3%

，高于全球平均增速。

信息技术发展日新月异， 各种新应用

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这使得黑客攻击的目

标日趋多元化， 信息安全市场不断产生新

的发展空间。例如，越来越多的零售商和广

告商鼓励用户使用手机扫描条形码， 以获

得更多的产品信息， 但黑客可借机把用户

转到一个恶意连接、文件或应用上去。

从中短期来看， 建议投资者积极关注

产业龙头品种， 尤其是近年来刚刚完成

IPO

的公司，例如，托尔思、蓝盾股份、北信

源、美亚柏科等。另外，榕基软件、启明星辰

等也可跟踪。

I P O重启疑云

□

本报记者 周文天 蔡宗琦

IPO

企业财务核查 “大

限”牵动着资本市场神经。

去年

12

月以来，股市重

拾升势，

IPO

的暂停是助推

器之一。 然而，

IPO

终归要回

来，春风和煦的

3

月过半，投

资者此刻最关心的莫过于重

启

IPO

的具体时点。

投行“生死时速”

IPO

核查已然进入倒计

时。 证监会规定，发行人及

中介机构需在

3

月

31

日前

提交自查报告。 面对不少

希望背水一战的排队公

司， 投行进入了前所未有

的繁忙阶段。

“证监会重点规定的核

查项目刀刀见血，之前企业

玩的把戏 ， 现在无处遁

形。 ”北京一家大型投行工

作人员朱羽 （化名） 自嘲，

在财务核查之后，自己改行

做私家侦探已绰绰有余。朱

羽目前服务于某拟登陆创

业板的

IPO

项目。 自

IPO

核

查开始，他的工作节奏明显

加快。

朱羽称，“之前查银行流

水，只做余额审计；现在不行

了，发生额和余额都要审计，

钱从哪来到哪去，看得很清

楚，捂不住了。 ”

查过发行人的 “钱袋”

后，还要去查供应商和客户

的 “户口”———工商登记资

料。 证监会规定要摸清供应

商和客户的注册资本、注册

地、股权结构等信息。 由于

调查涉及供应商上下游众

多企业， 工作量异常繁重，

朱羽要调查

150

多家企业，

忙得四脚朝天的目的只有

一个，让自己的客户顺利通

过此次核查。

按照证监会计划，核查

之后还有抽查，但抽查的时

间段并不确定。 “从我们得

到的消息来看，

4

月中旬抽

查就可能开始， 将持续到

5

月底。 ”北京另一家投行负

责人透露， 业内普遍预计，

虽然证监会将对所有排队

企业进行抽查，但最终被抽

到的公司将主要集中在创

业板和民营企业等业绩变

化比较大的公司，“因此对

那些比较靠谱的客户，我们

在递交完自查报告后就准

备开始推动其他工作，希望

四五月能抓住机会上市。 所

以这段时间要核查和上市

筹备两项工作一起做，压力

前所未有的大。 ”

“根据目前汇总的各路

信息来看， 在专项检查工作

完成后，

IPO

是否大规模重

启，还要看当时的市场情况。

如果大盘继续疲弱， 市场承

受能力低， 新股重启可能推

后。 ”一名券商分析师称。

董秘担心被抽查

“一方面， 希望自查、抽

查工作尽快过去；另一方面，

又担心抽查到自己公司。”一

家拟上市公司董秘王富说，

这种纠结的心态恐怕要持续

到四五月。

中国证券报记者获悉，

IPO

核查有

100

多项内容 ，

“如果是深海养殖企业，甚

至要说明雇佣哪位潜水员

进行盘点。 ”一会计师透露，

有时将抽查机票、高铁票乘

坐记录以及住宿记录作为

佐证。

此外，对于重要交易和

重大往来余额， 文件要求

必须有回函且确认相符 ；

所有回函均应核对签章签

字是否异常、 回函人身份

是否适当。

� � � �近期多空分歧加大，指数剧烈震荡。经

济复苏力度偏弱， 意味着连续大涨不具条

件；而复苏格局尚未打破，又铺就了回调的

安全垫。在弱复苏格局下，短期结构性行情

是大概率事件，更具说服力的

3

月经济数据

将帮助市场选择方向。

经济“弱复苏”难成“强动力”。 从最

新公布的经济数据来看， 尽管

2

月出口

增速和

1

至

2

月房地产投资增速不乏亮

点，但

1

至

2

月消费和工业增加值的同比

增速却低于市场预期，

2

月

PPI

增速也略

低于预期。 这意味着，当前宏观经济处

于弱复苏格局， 尽管复苏趋势并未打

破，但复苏力度难以对股市构成显著的

正面推动力。

政策释放“强心针”的概率较低。 政府

工作报告提出的经济增长目标， 反映出当

前管理层“淡增速求质量”的意图，这也意

味着出台强劲刺激政策的概率较小， 市场

难以获得立竿见影的外部提振。而随着“国

五条”细则的公布和落实，市场对于房地产

投资的预期迅速降温， 不仅影响到在

A

股

占据较大权重的“地产系”板块，对经济复

苏预期也会形成冲击。

进一步来看，房价、环保和通胀三大约

束也决定了整个

2013

年的弱复苏格局。 假

设经济增速回落触发固定资产投资这一旧

有模式重新开启， 则房价和通胀无疑会上

升，环境污染势必继续加重；在经济结构转

型、 加强环境保护、 抑制房价上涨的背景

下，调控政策便会出台，从而导致强复苏难

以实现。

根据经济发展和市场运行的对应关

系，经济弱复苏格局往往诞生结构性行情，

因此市场仍不乏赚钱机会。 尽管本周小盘

股在估值溢价高企的压力下大幅调整，热

点似有“换角”迹象，但周期股可能并不具

备接棒能力。 在银行、地产、煤炭、有色、钢

铁“五朵金花”中，只有银行股受益当前的

弱复苏格局，但恐陷入独木难支的境地。

经济弱复苏

框定

A

股格局

银行年报或“护盘”

A

股

□

本报记者 任晓

下周银行年报将密集公布， 银行业

绩好于预期或为近期震荡的

A

股市场

“护盘”。

从多家银行发布的业绩快报和已公布

的年报看， 超过

25%

的普遍业绩增速相当

“惹眼”， 机构纷纷调整了此前相对悲观的

预期。平安银行年报显示，

2012

年净利润为

134.03

亿元，同比增长

30.39%

。浦发银行年

报显示，

2012

年实现营业收入

829.52

亿元，

同比增长

22%

，净利润

341.86

亿元，同比增

长

25%

。

此外，业绩快报显示，兴业银行

2012

年

实现净利润

347.08

亿元，同比增长

36.08%

；

光大银行

2012

年实现净利润

236.22

亿元，

同比增长

30.74%

。

下周，中国人民银行可能公布

2

月外汇

占款数据。我国金融机构

1

月新增外汇占款

为

6836.59

亿元人民币， 创出历史最高水

平， 并超过

2012

年全年的新增外汇占款

4946.47

亿元。 分析人士表示，短期资本流

入是外汇占款激增的主要原因， 但这种大

幅增长态势难以持续。

2

月外汇占款能否继

续走高值得关注。

此前多家媒体报道， 全国城镇化工作

会议将于两会后召开。届时，全国城镇化工

作会议将对外颁布 《全国促进城镇化健康

发展规划（

2011

至

2020

年）》（以下简称《规

划》）， 涉及全国

20

多个城市群、

180

多个地

级以上城市和

1

万多个城镇的建设。有关人

士预计， 下一步国家将统筹推进铁路、公

路、水运、航空、输油气管道和城市交通基

础设施建设， 发挥其对城镇化发展的支撑

和引导作用。

“从目前汇总的各路信息来看， 专项检查

完成后，

IPO

是否重启， 还要看当时的市场情

况。如果大盘疲弱，市场承受能力低，新股重启

可能推后。 ”一名券商分析师称。

陈新

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

经济室主任

前几年欧洲劳

动力成本上升过快，

导致劳动力成本增

速与经济增速不匹

配，一些国家失去国

际竞争力，从而出现

经常账户赤字。解决

这一问题需要较长

时间，欧洲经济完全

复苏尚需时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