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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

骗贷配资大赚息差 银行资金曲线入市

� � � �投资股市历来是银行信贷资金的禁区， 但中国证券报在股票配

资灰色地带的调查中发现，部分配资资金来自银行贷款。有人采用骗

贷的方式，以低息贷款作为股票配资资金来源，由此获得高额的配资

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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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品·对冲

中石油盈利下滑13.3%�联通增67.7%

29

家蓝筹公司业绩增幅不足

1%

□

本报记者 汪珺

中国石油

21

日晚披露年

报，

2012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

入

21952.96

亿 元 ， 同 比 增

9.6%

；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153.23

亿元，同

比下降

13.3%

；基本每股盈利

0.63

元，拟每股派发股息

0.13

元（含税）。

与上年相比，中石油各板

块利润均现下降。 其中，上游

勘探与生产板块实现经营利

润

2149.55

亿元， 同比减少

2.1%

； 炼油和化工板块亏损

435.11

亿元； 销售板块实现经

营利润

163.91

亿元， 同比降低

20.6%

； 天然气与管道板块经

营亏损

21.1

亿元， 比

2011

年的

经营利润

155.3

亿元降低

176.4

亿元。

当晚，中国联通公布年报

显示，

2012

年实现营业收入

2562.65

亿元，同比增长

18.9%

；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23.68

亿元， 同比增长

67.7%

；基本每股盈利

0.112

元。

截至

3

月

21

日晚， 中国石

油、中国联通等

29

家大盘蓝筹

公司公布年报。

29

家公司

2012

年共实现营业收入

35818.26

亿

元，同比增长

11.73%

；实现归

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2425.51

亿元，同比微增

0.76%

。

29

家公

司中，

17

家公司业绩实现同比

增长。 其中，华能国际净利润

增幅最大，达

3.63

倍；巨化股份

净利润降幅最大， 同比下降

65.52%

。

从基本每股盈利看，共

8

家

公司高于

1

元。其中平安银行最

高，为

2.62

元；中国联通尽管净

利润同比增长近七成， 但基本

每股盈利最低，仅

0.11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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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报道 Today's� news

新兴产业

公司前景

今

日

关

注

●

公司实质投入将左右概念股成色

●

概念股要有“独门绝技”

●

概念炒作未见业绩腾飞 新兴产业股现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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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赚“星期五收益”

□

本报记者 郑洞宇

星期五是一年中出现频

率在

50

次以上的日子，也是多

数股市每周的最后一个交易

日。 在西方人眼中，星期五是

个不大吉利的日子，证券市场

也常常在星期五出现暴跌，

“黑色星期五” 成为投资人司

空见惯的字眼。 不过，“

80

后”

股民陈杰（化名）今年却找到

了星期五稳赚不赔的路子，将

资金进行最安全且最优化的

投资。

这条路子是基金公司今

年正式为股民铺设的，名叫交

易型货币基金。 陈杰稳赚星期

五的 “如意算盘” 已经打好

了———逢星期四买入交易型

货币基金，星期五卖出。 而逢

过节休市，则在过节前的倒数

第二个交易日买入，在节前最

后一天卖出。 比如在即将来临

的清明假期，投资者就可以在

4

月

2

日埋伏交易型货币基金，

4

月

3

日趁资金哄抢时卖出。 谈

起这最新的交易心得，陈杰洋

洋得意地回忆起他春节前稳

赚的那笔意外之财。

今年

1

月底， 首只交易型

货币基金上市。 在春节前倒数

第二个交易日， 股指低开低

走，不敢持股过节的陈杰空了

仓，并将资金买入了交易型货

币基金。 不过，第一次“吃螃

蟹” 着实让陈杰吓了一跳，买

入数十万交易型货币基金后

账户竟显示浮亏上百元。 陈杰

直呼“太坑了”，毕竟货币基金

收益率较高时，

10

万块钱每天

也就能赚个

10

块钱，这上百元

的交易费用， 起码要拿个

7

、

8

天才能收回来，陈杰连忙拨通

客户经理的电话询问缘由。 好

在虚惊一场，券商账户只是暂

时显示交易成本，在当日结算

之后，账面的交易费用会返还

到账户之上，陈杰买入交易型

货币基金并不需要手续费。

惊吓之后随之而来的是

惊喜。 春节前最后一个交易日

恰逢星期五， 交易型货币基金

二级市场价格走高， 如果选择

卖出的话，仅二级市场差价，陈

杰就能提前获得约持有一天货

币基金的收益。 就这么误打误

撞， 陈杰发现交易型货币基金

存在着一条不成文的星期五定

律，那就是每逢星期五，二级市

场价格总会出现抬升， 能够提

前兑现部分持有货币基金的收

益。于是，每逢周四陈杰都会选

择买进交易型货币基金， 在周

五二级市场价格上涨时卖出，

稳赚“小便宜”。

这种交易型货币基金周

五必涨的现象，主要在于周五

包括以机构为主的闲置资金

愿意以较高价格在二级市场

买入， 以获得周末及休市期

间的持有收益。 而像陈杰这

样， 采取周五资金争相购入

时卖出， 反而是一种能够在

获得货币基金投资收益的同

时， 博取二级市场差价的讨

巧方法。 （下转A02版）

3月汇丰PMI初值小幅回升至51.7

� � � �汇丰银行

21

日发布

3

月中

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

PMI

）初值为

51.7

，较

2

月

50.4

的终值小幅回升，创两个月以

来最高。 制造业产出指数初值

为

50.8

， 同样为两个月来最

高。 新订单和新出口订单扩张

加速。

汇丰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屈

宏斌表示， 新业务与生产较快

增长带动

3

月汇丰

PMI

初值反

弹， 表明中国经济仍保持温和

复苏态势。同时，通胀压力不大

为决策层延续相对宽松政策支

持经济复苏创造了空间。

图为山东邹平县一家工厂

设备车间的工人在用自动焊接

机作业。

新华社图片 合成/苏振

本报记者 杨博 文

全球市场表格

李克强在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强调

稳增长防通胀控风险促转型

□

新华社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２０

日上午

主持召开新一届国务院第一次全

体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会议宣

布了国务院领导同志分工和国务

院机构设置，讨论通过了《国务院

工作规则》，对政府工作进行了部

署，新一届政府开始全面履责。

李克强指出，过去五年，在以

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

导下， 我国各项事业取得显著成

绩。 上届政府在温家宝同志领导

下，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长足进

展。 这些都为今后发展打下了良

好基础。本届政府任期的五年，是

我国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进具

有决定性意义的五年。 我们离实

现现代化目标越近的时候， 面临

的风险和挑战也就越多、更大。我

们既要看到有利条件， 也要看到

形势的复杂性和任务的艰巨性，

要有信心、勇气、智慧、韧性和耐

力， 敢于担当作为， 善于凝聚共

识， 认真负责地做好新一届政府

工作， 决不辜负各族人民的信任

与重托。

李克强说， 关于今年工作，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

都作了全面部署， 关键在抓好落

实。要把今年工作和今后工作结合

起来，既立足当前，又着眼长远。一

是持续发展经济， 做到稳增长、防

通胀、控风险，促进经济转型，切实

提高增长质量和效益，打造中国经

济的升级版。 二是不断改善民生，

围绕保障基本民生， 做到织好网、

补短板、兜住底，让人民群众安心

创业就业。 三是促进社会公正，从

制度上为所有人、所有企业创造公

平竞争、公平发展的机会。 四是建

设创新政府，各部门都要有改革的

举措，用制度创新来推动发展。 五

是建设廉洁政府，要坚决落实国务

院向社会承诺的“约法三章”，勤俭

过日子。 六是建设法治政府，各项

工作都要依法行政，对不符合科学

发展、有碍社会公正的法规政策和

规则进行清理。

李克强强调， 这次机构改革

力度不小，要抓紧落实改革方案，

保证改革中各项工作 “无缝对

接”。 但转变职能的任务更加艰

巨， 这是新一届政府开门要办的

第一件事。各部门都要自觉行动，

限期完成职能转变各项任务，绝

不能“换汤不换药”。 把不该管的

微观事项坚决放给市场、 交给社

会，该加强的宏观管理切实加强，

做到事前审批要多放， 事中事后

监管问责要到位。 这对促进民间

投资、 扩大就业、 提高企业竞争

力、 激发经济社会活力等都是一

剂“良药”。

李克强着重就做好政府工作

提出了六点要求：

第一，有全局意识。 各部门

都要从国家命运、 民族前途、群

众利益的高度想问题、 办事情，

这样留下的业绩才是久远的。 如

果被部门和局部利益牵着走，不

仅损害全局， 从长远看对部门也

是不利的。 （下转A02版）

李克强就做好政府工作提出六点要求：

第一，有全局意识。

第二，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第三，在谋大局当中抓重点。

第四，锐意改革形成长效机制。

第五，把有限的钱花在建机制、增效益上。

第六，不断提高政府的公信力、执行力和效率。

网络巨头或颠覆传统金融生态链

� � � �阿里金融宣称已掌握风险定价这一核心技术，其金融信贷产品

将实现对买家和卖家客户群的全覆盖；快钱等第三方支付公司早已

为企业提供合同质押融资等金融服务；腾讯、平安、阿里巴巴合作开

展网上保险销售……这些变化更深层次的意义或许在于，传统银行

业的概念正在被颠覆，传统金融生态链面临重大变局。

■

明日《金牛理财周刊》导读

小私募尾随超级主力

对了翻一倍 错了亏千万

砂影重重

深圳小产权房或成重灾区

□

本报记者 张昊 张莉

深圳“海砂事件”曝光后，深

圳楼市为之震动，部分新房项目

的销售明显受到影响。业内人士

表示，由于小产权房长期游离于

监管之外，施工建设过程很不规

范，或是“海砂房”的重灾区。

新房市场遭受冲击

在此前中央电视台的报道

中， 深圳东大洋建材有限公司

负责人表示，“嘉逸豪园” 项目

使用其生产的涉嫌使用问题海

砂的混凝土。 随后，东大洋建材

有限公司被深圳住建局吊销资

质证书。 在深圳的在售商品房

项目中，并没有“嘉逸豪园”这

一项目，但有发音相近的“嘉御

豪园”项目。 “嘉御豪园”的正式

推广名称为 “信义嘉御山”，去

年下半年开盘， 第一期基本已

售罄。 信义嘉御山的众多业主

认为，央视曝光的“嘉逸豪园”

就是“信义嘉御山”。 “信义嘉御

山”的开发商起初并不承认“嘉

逸豪园”这一点，但后来承认该

项目确实使用了东大洋建材有

限公司的混凝土。

“信义嘉御山” 的业主已成

立了维权委员会，最希望由第三

方机构进行检测房屋混凝土的

氯离子含量。一位业主对中国证

券报记者表示：“经过一番理性

的考虑，现在要求退房的业主有

所减少，大家还是想先等等检测

结果。 ”“信义嘉御山”业主已向

住建局申请信息公开，希望公布

项目使用东大洋混凝土浇筑的

详细部位。

上述业主表示，“信义嘉御

山”使用了问题混凝土，必将对

未来楼盘的市场价值造成影响。

深圳住建局相关人士表

示，已对央视报道提到的

3

个项

目进行了抽样检测。 鉴于项目

体量巨大，还将进行一轮复查，

检测结果将一并公布。 如果检

测结果不合格， 深圳住建局将

会同有关部门责令开发商采取

补救措施。

业内人士称，如果没有“海

砂事件”，“信义嘉御山”第二期

很有可能近日开盘。不过，已缴

纳“诚意金”购房人

21

日被通知

可以领回诚意金， 这意味着第

二期开盘将推迟。 业内人士称，

整体而言， 深圳的新建商品住

宅成交量将受到“海砂事件”的

影响。

小产权房建设质量堪忧

业内人士称，“海砂事件”的

重灾区是小产权房。“据我所知，

深圳的小产权房在建设过程中

几乎都没有聘请监理公司。 ”深

圳房地产律师刘子孺对中国证

券报记者表示。深圳小产权房在

建设过程中缺乏最基本的质量

监督保障。由于小产权房长期处

于灰色地带，游离于政府部门的

监管之外，问题海砂流入小产权

房的建设几乎不存在障碍。（下

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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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为近

10

年最高水平。 从长期来看，二者估值溢价可

能向低水平回归，操作上可利用两融工具“做空”这一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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