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牛点牛

（002074）东源电器：本周涨幅61.09%。国轩高科有望借壳登陆A股。该公司生产的新能源汽车用锂离子动力电池销售收入国内排名第一。

（002568）百润股份：本周涨幅61.09%。前期停牌筹划收购巴克斯酒业100%股权，意味着公司将拥有鸡尾酒业务。

（300397）天和防务：本周涨幅61.07%。公司是此次新股中市场认同度最高的品种。在航天军工领域的布局彰显出强大的技术实力。

（300392）腾信股份：本周涨幅61.05%。将开发适合国内互联网及移动互联网营销新技术，巩固领先的互联网营销服务商地位。

（300393）中来股份：本周涨幅61.04%。主导产品光伏背膜的产能增速较快，在今年上半年，又建成两条年产200万平方米生产线。

（002729）好利来：本周涨幅61.03%。将扩大管状熔断器和径向引线式熔断器产量，并将电力熔断器和自复保险丝产业化。

（600965）福成五丰：本周涨幅60.96%。定向增发收购灵山宝塔陵园100%股权，这是A股市场唯一一家主营陵园资产的公司。

（300396）迪瑞医疗：本周涨幅59.70%。医疗检验仪器及配套试纸试剂制造商，涵盖尿液分析、尿沉渣分析、生化分析和血细胞分析四大领域。

（002568）百润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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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392）腾信股份

连平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下转0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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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市投资

不可急于求成

金牛点牛（000720）新能泰山：本周涨幅46.96%。 该股既拥有电改题材，也拥有低价股题材，左右逢源，成为A股热钱竞相追捧的对象。（000007）零七股份：本周涨幅45.50%。 定向增发收购广和慧云100%股权。 广和慧云是国内领先的分布云平台综合服务提供商和运营商。（002624）金磊股份：本周涨幅46.46%。 通过资产重组路径，完美影视成功借壳上市，公司股价演绎趋势应以影视产业为坐标。（300242）明家科技：本周涨幅46.45%。 公司定向增发收购金源互动100%股权。 金源互动是移动数字营销领域的新锐企业。（002679）福建金森：本周涨幅46.44%。 前期停牌筹划重大资产重组，连城兰花将借壳上市，意味着估值坐标将切换至花果苗木行业。（603806）福斯特：本周涨幅35.87%。 公司主导产品为EVA太阳能背膜，契合了当前太阳能发电产业复苏的趋势。（002074）东源电器：本周涨幅33.10%。 筹划收购国轩高科100%股权。 2013年国轩高科生产的新能源汽车用锂离子动力电池销售收入全国居首。（300021）大禹节水：本周涨幅27.65%。 主营节水灌溉业务，业务集中在内蒙古、新疆、甘肃、东北三省等成熟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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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老股民新三板炒股经

深水潜伏静等“大漏”

□

本报记者 杜雅文

新三板做市制度推行近

一个月，500万元的资金门槛

把众多“小散” 拒之门外，自

然品尝不到其中滋味。其实，

金先生的资金量也够不到这

个门槛，但是只要看准机会，

他就通过拆借资金 “翻墙”

进入。 这位“大散” 屡战屡

胜，体验到“早玩的市场有

钱赚” 的乐趣。 尽管他不愿

透露赚取的总金额， 但他表

示， 获利最丰厚的一只股票

持有8年，赚了10倍。

新三板风险相对较高，

像金先生这样的先行者，获

利心得总结起来就是两个

字———捡漏。 这需要长久的

等待和对猎物的了解， 就像

潜伏在深水区的鳄鱼， 无声

无息， 时机一到突然跃出水

面咬住猎物，打死不松口。

精打细算等“大漏”

金先生上世纪90年代末

入股市，可谓资深股民，但兜

兜转转十多年却没赚到什么

钱，他把原因归结为“流动性

太好” 致使操作的主动性太

强。 于是，当2006年新三板一

推出，他就一头扎了下去。 在

这个流动性欠佳的市场，他却

找到感觉，屡战屡胜，自称迄

今为止只有两只股票失过手。

从8月底到现在，1100

多家新三板公司已有40余家

选择做市交易， 但金先生认

为要获取暴利， 首先要在协

议转让交易阶段“捡漏” 。

“老股东着急变现时，

协议转让的价格能低到让

你不敢相信，绝对是暴利。 ”

金先生说，让他印象深刻的

是，有一家新三板公司的公

开信息显示，其挂牌前PE入

股价格约20元/股， 协议转

让开始后他试着挂了8元/

股， 竟然有股东联系他，愿

以此价格成交，但条件是让

他一口气吃掉50万股。 金先

生推测是入股这家公司的

PE产品到期或有了更好的

项目，所以着急变现。 让金

先生遗憾的是他没有足够

的资金买下50万股。 如果当

时买下，按最近成交价大约

上涨3倍， 而花费的时间还

不到1年。

像这样的机会有很多，

金先生的秘诀就是， 先选好

公司然后等待。 他看好的公

司一类是主板上没有的稀缺

品种，还有一类是主板上有，

但新三板上便宜得多的公

司。 金先生会仔细阅读公司

相关公告，看它有没有PE进

入。一旦有公司股东要转让，

他就会围绕PE增资价格附

近报价，成功概率就很大。

乐观情绪未退潮

经济基本面不够给力，但政策预期又在

持续提升风险偏好，这使得市场情绪在很大

程度上成为短期市场波动的最重要决定因

素。 短期而言，乐观情绪出现一定冷却，但并

未全面退潮，强势行情仍将大概率延续。

本轮自

2000

点开始的上涨行情，虽然催

化剂众多，但能够给股市带来逼空走势的因

素其实非常有限。 比如，在经济转型大背景

下，

5

月开始的阶段复苏谁都知道很难长期持

续；又比如，改革预期虽然趋势确定，但“深水

区”的特点意味着绝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实现。

更何况，无论是国企改革还是经济转型，都不

是新出现的变量，如果其对市场的拉动作用

显著，为何行情在

7

月才开始成型？

其中原因在于，本轮上涨的直接推手根

本不是经济转好或利好政策，而是资金持续

高涨的乐观情绪。 乐观情绪的产生有必然的

一面，当积极信号逐渐增多后，其与过低的

估值共振，必然会导致资金转向乐观。 但作

为心理层面因素，乐观情绪的出现又有偶然

的一面，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投资者感觉本轮

行情启动有些突然的主要原因。

市场情绪有一个自我强化的过程，在没

有外力作用的情况下不会瞬间逆转。实际上，

2200

点之后已经找不到任何基本面支撑，但

大盘却出现二次上攻，这本身就说明只要乐

观情绪存在，那么强势行情就难言终结。

客观地说，在

9

月

16

日下跌之前，资金

情绪确实达到亢奋状态， 典型表现就是大

量低价股、小盘股无理由上涨。如果从情绪

走向把握市场运行， 那时投资者无疑需要

提升风险意识。

不过，随着

9

月

16

日的放量下跌，此前

过度亢奋的情绪出现了很大程度的冷却，

这反而为强势行情延续创造了条件。 一方

面，情绪就像橡皮筋，被拉到极限很容易断

裂，此时出现一次深幅调整，其实更有利于

乐观情绪延续；另一方面，冷却并不意味着

逆转，从调整后涨停个股数量的迅速恢复，

以及央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倾向看， 当前投

资者心态仍然乐观。换言之，在下一次市场

情绪到达亢奋的临界点之前， 行情很难因

为一次调整而逆转向下。

密集打新考验资金面

□

本报记者 任晓

打新即将迎来一轮密集期。 下周

一、周三、周四三天共有12只新股集中

发行。 据Wind数据显示，上一批已发行

的8只新股募资总额为59 . 78亿元，冻结

资金共计8465亿元。 若本批新股发行价

保持平稳， 预计下周新股将冻结至少

5000亿元资金。

下周将公布9月汇丰PMI初值。业内人

士认为， 除出口增速以外的近期主要宏观

经济指标出现疲弱， 特别是受房地产市场

持续下行影响，市场预期出现分化，削弱了

企业参与生产经营活动的动力。 预计稳增

长政策取向不会改变， 财政支出仍有较大

释放空间，通过基建、棚户区改造抵消房地

产投资回落的做法将持续。 运用多种货币

政策工具维持流动性平稳， 多措并举缓解

企业融资问题， 为企业生产创造更好的政

策环境，都将有助于企业生产回暖。 预计9

月PMI能够处于扩张区间。

自9月22日起， 沪深交易所决定扩大

融资融券标的证券范围。其中，上海交易所

在现有标的证券基础上， 新增104只股票

作为标的证券， 调整后的标的证券范围包

括500只股票和9只基金；深圳交易所将现

有标的中13只股票调出标的证券范围，新

增114只股票作为标的证券， 调整后的标

的证券范围包括400只股票和6只基金。

沪港通渐行渐近，19日上海证券交易

所已召开关于沪港通的网上新闻发布会。

预期沪港通将成为资本市场持续关注的话

题。 一些证券机构将陆续就该主题举行研

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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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刊启事

根据沪深交易所2014年 “十·一” 休

市的规定，《金牛理财周刊》10月4日休刊

一次，特此通知。

《金牛理财周刊》编辑部

漫画/张骊浔

公路运输股

近期公路运输股反复活跃， 有望成为

A股投资新热点。分析人士指出，两因素促

使资金加大对这一板块的投资力度。 一是

公路运输概念股尤其是高速公路股股价大

多在三四元， 契合当前增量资金喜欢低价

股的胃口； 二是公路运输概念股拥有强大

的现金流优势，海外机构看中企业现金流，

只要拥有强大的现金流获取能力， 即便是

传统产业，也有望获得较高估值，例如水电

股、 高速公路股的估值，H股大多高于A

股， 其诱因就是此类个股拥有较强的现金

分红能力。而且，现金流充沛表明公司业务

造假概率不大。 随着沪港通渐入实质性操

作阶段， 新增资金加大了公路运输股的投

资力度。

建议投资者积极关注两类公路概念

股，一是题材丰富的品种，例如华北高速向

光伏发电领域转变， 中原高速拥有金融股

权投资等；二是中低市值品种，例如龙洲股

份、江西长运、宜昌交运等。

（002074）东源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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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公司生产的新能源汽车用锂离子动力电池销售

收入国内排名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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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平：四季度

GDP

有望企稳至

7.4%

□

本报记者 任晓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

家连平19日接受中国证券

报专访时表示，当前我国经

济正面临进入新发展时期

以来的最大挑战，宏观政策

面临重大考验。 结合近期宏

观数据，并考虑到去年三季

度GDP增速基数较高，预计

今年三季度GDP增速或下

探至7.3%左右，四季度增速

可能企稳略升至7.4%左右，

全年 GDP增速可能处在

7.4%左右的区间。

连平认为，年内货币政

策保持稳中偏松，货币市场

资金宽松将成为常态，全

面、大幅降准和降息的可能

性不大，定向降准、定向公

开市场操作和定向再贷款

等举措有望继续推出，但不

排除为提振信心和推动融

资利率下降而小幅下调基

准利率的可能性。

近日有媒体报道，央行

对五大行实施了5000亿元

的常备借贷便利（SLF）操

作，有人认为此举等同于降

准或降息。对此，连平认为，

目前市场对降准和降息似

乎过于敏感。 SLF既不等同

于降准， 也不等同于降息。

SLF直接影响货币市场利

率，但对存贷款利率的影响

较为间接和有限，而调整基

准利率则直接影响存贷款

定价；SLF属于定向操作，

仅对部分金融机构有直接

影响，而降息影响的是全部

金融机构的存贷款定价。与

降准比较，SLF影响的是基

础货币，而降准影响的是货

币乘数；SLF仅是直接增加

部分金融机构的流动性，而

降准则改善银行的整体资

金运用能力；SLF属于短期

流动性调节工具，而降准的

影响则是长期和持久的。

精彩对话

中国证券报：如何看待

年内的经济走势？

连平：当前经济下行压

力大的主因是投资和制造

业疲弱。 从中长期看，经济

增长放缓的深层次原因主

要有三方面：一是制造业产

能过剩压力持续，化解产能

仍需要较长时间和过程，企

业扩大投资和生产的意愿

不强；二是当前处于经济结

构转型升级时期，服务业对

经济增长的贡献度逐渐增

大，而工业领域的贡献在减

弱；三是改革开放红利和人

口红利大幅减弱，要素成本

上升导致以往粗放式增长

难以维持。

但我们可以发现，当前

经济运行存在一系列积极

现象。 消费增速保持平稳。

虽然8月消费名义增速下

降，但实际增速10.6%，环比

上升0.1个百分点。出口形势

尚好。 7月和8月分别增长

14.5%和9.4%， 预计下半年

出口增速可能在10%左右，

对下半年GDP增长可能贡

献0.5个百分点。未来基建投

资还会发力，1至8月基建投

资增速21.6%（不含电力为

23.5%）， 稳增长政策将重

点支持基础设施建设，从而

部分对冲房地产投资下行

影响。 此外，去年基数较高

的原因也不容忽视。 去年8

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

10.4%，为当年最高值；同期

固定资产累计同比增速

20.3%， 为2013年下半年最

高值， 成为拖累8月相关数

据的重要因素。

虽然经济增速面临放

缓压力，但前八个月新增就

业已经接近1000万人的年

度目标。 一方面，劳动力供

需结构转变使得就业压力

减弱；另一方面，经济结构

转型效果似乎初显，第三产

业吸纳就业的能力在增强。

今年上半年， 第三产业对

GDP贡献度48.8%， 超过第

二产业1.6个百分点，预计第

三产业比重将保持上升趋

势。 当前虽然制造业有下行

压力，8月制造业PMI有所

下降，但非制造业PMI上升

0.2个百分点至54.4%，并已

是连续7个月高于54%的高

位，表明服务业增长势头向

好。 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占

比的提升意味着未来分析

经济增长时不能只看工业

和制造业。

货币市场资金

宽松将成为常态，

全面、 大幅降准和

降 息 的 可 能 性 不

大，定向降准、定向

公开市场操作和定

向再贷款等举措有

望继续推出， 但不

排除为提振信心和

推动融资利率下降

而小幅下调基准利

率的可能性。

未来基建投资还会

发力，稳增长政策将重点

支持基础设施建设，从而

部分对冲房地产投资下

行影响。

王栋 祁连山下大禹情

如果不是西北这片干旱的土地，不会诞生节水灌溉这样一个产业；如果不是西北这片

神奇的土地，也不会诞生王栋这样一个人。

（下转06版）

已经有几十家挂牌公司董事会通过了公

司股票转让方式变更为做市方式的议案，意味

着有更多公司会陆续开始做市。一种操作方式

是可以在协议转让阶段买入合适的个股，然后

做市首日抛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