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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02）世纪华通：本周上涨61.07%。 拟以定增+现金收购网游公司

天游软件和七酷网络100%股权，由此介入游戏产业。

（300376）易事特：本周上涨59.78%。 主导产品是在线EPS电源，客户主

要分布在风电等新能源业务领域，业务发展前景乐观。

（002711）欧浦钢网：本周上涨56.81%。公司是第三方物流，拥有仓储中

心以及电子商务平台，具有一定的网络平台价值。

（002196）方正电机：本周上涨56.13%。特斯拉概念股的龙头。目前特斯

拉电动车的市场渗透率迅速提升，普及化趋势较为明显。

（300366）创意信息：本周上涨56.01%。主营电信外包业务，具有向大数

据等诸多流行领域发展的技术能力。

（300377）赢利胜：本周上涨47.88%。主营金融领域的软件开发，在一定

程度上拥有金改、互联网金融等热门题材。

（002527）新时代：本周上涨46.45%。 得益于收购的众为兴100%股权。

众为兴主营产品为运动控制系统、数控设备。

（002446）盛路通信：本周上涨46.4%。 日前公告称收购合正电子100%

股权，而合正电子主要提供车载移动互联网等产品与服务。

漫画 张骊浔

刘煜辉：马年投资就看流动性

□

本报记者 任晓

日前， 广发证券首席经

济学家刘煜辉在接受中国证

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在当

前债务杠杆快速上升、 产能

严重过剩的大背景下， 央行

不存在大规模放松流动性的

条件， 缺乏能够有效降低长

期利率的手段； 央行最可能

做的是， 通过创新流动性管

理方式来平复货币端的季节

性剧烈波动。 2014年投资机

会的主要变量在流动性。

2013年六七月，中国金

融市场遭遇流动性冲击，当

时多数人认为这只是一次偶

发性事件， 央行放水冲一冲

就能过去。随着时间推移，市

场的看法逐步改变， 认识到

这种流动性冲击会变成一种

“常态” 而频繁发生，央行对

此也没有太多办法。

刘煜辉认为， 流动性压

力是经济内生性问题。 它与

宏观面债务冲顶、 经常账盈

余收窄、 国际收支的拐点都

源于一条逻辑线索： 生产率

衰退（潜在水平的衰退）。外

部状态由之前的 “易松难

紧” 转向“易紧难松” ；内部

状态之所以错配显现出“庞

氏” 特征，都是因回报率（生

产率）出现了严重问题。 长

期负向因素以一种非线性的

方式，在一个集中的时点、一

个薄弱的环节显现出来。

经济对债务承受的极

限，最敏感反应是流动性。泡

沫破裂过程对应的状态就是

利率飙升。

他表示， 目前政策层已

基本形成共识。

一是资金供给端可能

缺乏太多办法，至少这是央

行的看法。 在当前债务杠杆

快速上升、产能严重过剩的

大背景下，央行不存在大规

模放松流动性的条件，缺乏

能够有效降低长期利率的

手段。 央行最可能做的是，

通过创新流动性管理方式

来平复货币端的季节性剧

烈波动。

二是流动性压力源于经

济中旺盛的货币需求， 庞大

的债务存量存续和新增扩张

需求依旧。 只有当资金需求

端受到有效压制之后， 利率

中枢趋势性下移才能发生。

需求端未来状态的改变主要

是看三件事是否允许发生：

一是关厂， 地方政府允许一

部分僵尸企业、 过剩产能企

业退出；二是下马，地方政府

缓建或砍掉部分项目； 三是

违约， 信用系统的刚性兑付

突破。只有这三件事发生，才

意味着减杠杆实质性开始。

否则无解。

如果需求端没有发生实

质性改变， 那么国债收益率

维持在相对高位（如4.5%以

上）是大概率状态，不排除

阶段性突破2004年形成的

历史高点5.3%的可能性。

展望2014年投资机会，

他认为风格分化难被颠覆，

但操作难度会加大， 主要的

变量在流动性，即“改革的

憧憬在利率的刀锋上跳

舞” 。 利率压力在2013年上

半年没有显现， 而在下半年

表现出来。 但人们对2013年

六七月那场“钱荒” 的认识

和预期仍未统一。 当时多数

投资者认为这只是一次偶发

性事件， 央行放水冲一冲就

能过去。所以，市场风险偏好

并未被挫伤，创业板、中小板

股票股价不断创出新高。 但

随着时间推移， 投资者对市

场的看法可能逐步改变，认

识到这种流动性冲击会变成

一种“常态” ，而央行对此也

无能为力， 风险偏好有显著

下降的隐忧。 这是2014年股

票投资的难点所在。

目前市场高度关注流

动性状态，并非主要为博周

期品反弹机会，而主要是担

心支撑去年以来的主题投

资的风险偏好会否出现“崩

塌” 。 债市和宏观经济的逻

辑是一致的———减杠杆会

加速信用债风险溢价释放，

出清后才能迎来利率的“春

天” ， 否则仍将备受煎熬

（利率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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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13%

。 特斯拉概念股的龙头。 目前

特斯拉电动车的市场渗透率迅速提升，普及化趋势

较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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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跃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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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4%

。 日前公告称收购合正电子

100%

股权， 而合正电子主要提供车载移动互联网

等产品与服务。

（002446）盛路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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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45%

。得益于收购的众为兴

100%

股

权。 众为兴主营产品为运动控制系统、数控设备。

（002527）新时代

（002602）世纪华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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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拟以定增

+

现金收购网游公

司天游软件和七酷网络

100%

股权， 由此介入游戏

产业。

（002711）欧浦钢网

� � � �本周上涨

56.81%

。 公司是第三方物流，拥有仓储

中心以及电子商务平台，具有一定的网络平台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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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01%

。 主营电信外包业务，具有向

大数据等诸多流行领域发展的技术能力。

（300366）创意信息

（300376）易事特

� � � �本周上涨

59.78%

。 主导产品是在线

EPS

电源，

客户主要分布在风电等新能源业务领域，业务发展

前景乐观。

（300377）赢利胜

� � � �本周上涨

47.88%

。 主营金融领域的软件开发，

在一定程度上拥有金改、互联网金融等热门题材。

新能源动力汽车相关股

特斯拉电动车热销对整个汽车产业产

生颠覆性影响，极有可能驱动汽车产业、能

源产业变革。

建议投资者积极关注新投资机会。 一

是在汽车、 能源结构变局中获得利益的相

关上市公司，比亚迪、中通客车等有着新能

源动力汽车储备技术的个股可能获益，在

充电桩方面有技术储备的相关上市公司也

可跟踪。 二是新能源动力汽车实现产业化

后，为锂电池产业带来革命性影响。特斯拉

要持续产业化且在我国等新兴市场打开市

场空间，必然要进一步降低成本，这恰恰是

我国相关上市公司的强项。比如电池组件、

电机等配套产品可能会向我国转移， 从而

给相关上市公司带来新的业绩成长引擎。

可以期待的是， 随着特斯拉产业化进程的

提速， 未来我国相关上市公司的配件业务

订单会迅速增加，新宙邦、江苏国泰、均胜

电子、欣旺达等个股均可跟踪。

流动性大概率趋紧

□

本报记者 任晓

下周将有1月一系列宏观金融数据发

布，预计1月CPI将继续回落。

交通银行金融运行中心报告预测，1

月CPI同比涨幅相比2013年12月继续回

调， 涨幅在3%以下；1月开工时间减少，出

口增速可能出现环比下降。 2013年1月出

口同比增速高达25%， 基数较高将拉低今

年1月出口同比增速。 综合以上因素，预计

2014年1月出口同比增速可能下调到4%；

信贷方面， 由于各行年初信贷计划较为充

裕，且首季度多投有利于提高商业利润，银

行1月信贷投放动力较强。 2013年末信贷

约束较紧， 部分贷款顺延至2014年1月发

放。 但由于银行业存贷结构性失衡的问题

持续存在，短期流动性压力较大，预计1月

贷款供需处于紧平衡状态， 新增人民币贷

款投放可能达到1.15万亿元。

美国经济复苏力度和QE退出预期、新

兴市场资本出逃、 中国经济今年走势等基本

面的变化是未来投资者需要关注的主线。 春

节后流动性变化是影响A股走势的重要因

素。申银万国预计春节后流动性大概率趋紧，

节奏上可能呈现先松后紧。 先松是因为节前

金融机构备付较为充分， 现金回流会导致短

期内资金宽松；后紧是因为从下周开始，陆续

有在节前公开市场投放的资金到期。

下周国际重要的数据包括日本1月国

内企业商品价格指数年率、 澳大利亚1月

失业率、 德国1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年率终

值、美国1月零售销售月率、德国上年四季

度GDP年率初值等。

农历马年， 股市内外部环境严峻，投

资更应强调稳健。 相对于此前对创业板等

成长“黑马”的追捧，进入

2014

年后，资金

对白马股的关注力度明显加大。 白马股通

常是指那些业绩增长稳定、 估值水平合

理、股本具备一定规模的蓝筹股。 只不过，

马年想要“骑着白马获利”，其实并不是一

件容易的事。

2014

年

1

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

数（

PMI

）报

50.50%

，低于市场预期，连续

第二月出现下滑；与此同时，

1

月汇丰

PMI

指数更是近

6

个月首次跌破

50%

的荣枯

分界线，报

49.50%

。

PMI

指数的下行说明

2014

年初中国经济再度出现低迷态势，

对上市公司业绩构成负面压力， 白马股

特别是其中的周期股的业绩稳定性开始

面临更大考验。

尽管经济环境不佳， 但部分弱周期的

白马股，比如食品饮料、医药等行业内的蓝

筹股，仍然具备保持业绩稳定增长的能力。

但是，基于经济转型预期，上述稳定增长概

率较大的行业白马股， 普遍在过去一年出

现了明显上涨， 这使得不少个股当前股价

已经阶段性透支了业绩预期。因此，很多白

马股即便业绩仍能保持此前的增长状态，

但在目前估值下的股价上涨空间其实并没

有想像中广阔。

与此同时， 外围股市波动对白马股股

价构成较大干扰。 由于

QE

规模持续缩减、

中美经济数据不及预期，

A

股春节休市期

间， 欧美股市以及香港等亚洲主要股市都

出现一轮明显调整， 在全球风险偏好持续

下行、 资金流出新兴市场压力增加的背景

下，

A

股市场阶段性走势不受到影响几无

可能。 如果说部分小盘股还能在资金维护

下体现出抗跌的“妖股本色”，那么股本规

模相对大得多的白马股， 则很难扛住系统

性风险的阶段性冲击。

从上述三方面分析看， 马年蓝筹白

马股虽然相对小盘成长股具备很多投资

优势， 但按以往买入并持有的策略或许

很难获利。 从估值与业绩成长性相匹配

的角度看， 投资白马股的更好策略可能

是，等待系统性风险阶段性冲击下“跌出

来的机会”。

“白马”难骑

外资抢配中国权益类资产

□

本报记者 黄莹颖

春节期间， 海外市场风

声鹤唳，欧洲、美国、亚洲市

场均遭遇暴跌。然而，与此形

成鲜明对比的是， 海外机构

投资者对配置中国权益类资

产（股票和债券等）的兴趣

大大增加。

一位香港投资机构的高

管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看

好中国权益类市场的海外资

金处于“饥渴” 状态。目前无

论是机构还是个人， 对中国

权益类资产普遍处于低配，

换句话说， 他们的仓位比例

有很大提升空间。来自印度、

欧洲、 中东等机构的热情劲

儿尤其让人吃惊，“有的甚

至在产品尚未发行时， 就把

钱打到基金公司账上。 ”

权益资产吃香

春节前一周， 在香港中

环一幢高级写字楼的办公室

内， 谈起最近一个月的销售

情况，李丹（化名）一脸兴

奋。“最近一段时间，海外客

户询问的特别多， 印度、欧

洲、中东的都有，他们中大多

数都是新客户。 ” 李丹所在

的公司属中资机构， 近期在

筹备发行RQFII产品， 额度

在数亿元人民币。

“一些海外机构通过邮

件、电话沟通后，在产品成立

时间待定的情况下， 就直接

把资金打到指定账户， 要求

提前预定产品额度。 ” 李丹

一边感叹这些海外机构的风

控简单， 一边对他们的热情

直呼意外。

对中国权益类资产突然

表现出浓厚兴趣的海外机构

并非零星个例。李丹说，从一

些同行反馈的消息来看，这

种情况带有普遍性。 “虽然

海外机构一直都对配置中国

权益类资产有兴趣， 但是近

段时间这种兴趣不同以往。

比如对债券， 不少海外机构

认为，中国债市已处于底部，

现在是配置中国债券资产很

好的时点。 ”

对此，南方东英总裁丁晨

感同身受。南方东英即将向国

际投资者推出全球首只

RQFII国债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基金（ETF），总规模20亿

元人民币。 在1月底接受中国

证券报记者采访时， 丁晨说，

“虽然产品挂牌时间尚未确

定，但已经获得不少亚洲机构

认可，表示要参与申购。 ”此

外，南方东英旗下的南方A50

自2012年8月28日推出以来，

即受到海内外投资者追捧，目

前已成为香港市场规模最大

（接近200亿元人民币）、交

易最活跃的RQFII� ETF。

额度紧俏

海外资金配置中国权益

类资产的胃口难以得到满

足。 李丹表示，QFII和RQ-

FII，要待额度售罄才能申请

新额度。 目前驻港投资机构

都在争取申请更多额度。

“对于很多海外机构而

言，对中国权益类资产不是增

加配置的问题，而是有没有投

资的问题。大部分机构投资者

由于没有渠道进入中国市场，

即使想配置中国权益类资产

也只能被挡在门外。 ”香港一

家中资机构的高管说。

中国经济只是纵向比较不如以前那么好，

但是从横向来看，中国经济要远远好于其他经

济体。 而目前A股主板股票股价普遍处于较低

位置，其避险功能要强于全球其他资产。

不能要求宏观政策为

审慎监管的漏洞埋单。 这

部分信用分配及其配方是

定好的，放得越多，平台地

产得到的就越多。 除非配

方换了。 这配方显然不是

由央行所决定。

刘煜辉

广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展望2014年投

资机会，风格分化难

被颠覆，但操作难度

会加大，主要的变量

在流动性，即“改革

的憧憬在利率的刀

锋上跳舞” 。 投资者

对创业板、中小板的

风险偏好有显著下

降的隐忧。这是2014

年股票投资的难点

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