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牛点牛

（603019）中科曙光：本周涨幅61.1%。 根据IDC报告，2013年公司高性

能计算机产品按厂商销售额排名升至全球第六，在亚洲厂商中排名第一。

（603688）石英股份：本周涨幅61.1%。 公司是国内最大的高端石英材料

制造企业，行业呈现寡头垄断格局，凭借技术优势，享受高额利润率。

（002731）萃华珠宝：本周涨幅61.09%。“萃华”品牌始创于1895年，萃

华金店早期曾负责为清皇室制作金银礼器和珠宝首饰。

（603988）中电电机：本周涨幅61.08%。产品应用于冶金、机械、船舶、建

材、电力等领域，为国内电机品种、规格和涉及行业最广的企业之一。

（300405）科隆精化：本周涨幅61.08%。 率先研制出甲基烯基聚醚单体

（TPEG），填补国内市场空白，成为高端聚醚单体生产的龙头企业。

（601015）陕西黑猫：本周涨幅61.04%。 焦炭收入是公司主营业务收入

中占比最高的一块，但近年来焦炭业务的成长空间并不乐观。

（300406）九强生物：本周涨幅61.03%。 公司是我国生化诊断试剂品种

最齐全的生产厂商之一，技术上具有较强实力。

（603011）合锻股份：本周涨幅61.01%。 公司是我国大型锻压设备自动

化成套技术与装备产业化基地，液压机产品销量国内行业排名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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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港通前夜

融资大户转场战A股

□

本报记者 黄莹颖

杠杆上的“牛市” 正在

发生变化。此前融资大户运

用杠杆，屡次上演大盘股拉

涨停的好戏。据中国证券报

记者了解， 沪港通确定11

月17日开通后， 融资大户

在香港低利率的吸引下快

速挪仓，谋划绕道香港再战

A股。

大幅减仓融资股

11月11日， 这天一大

早，私募基金经理李铭（化

名）即赶到位于深圳市民中

心附近的办公室。 此时，电

商闹腾的购物节正在不断

刷新着历史纪录，各种社交

媒体都在喧嚣昨夜的狂欢。

不过，这一天对于李铭来说

异常紧张。 这是“沪港通”

开通日期确立后的第二个

交易日。

“凡是融资做的股票都

抛售。 ” 李铭向一大早就对

被叫到公司的交易员下达指

令。 过去大半年，李铭管理

的私募基金一直在寻找各种

题材，加大杠杆做多，业绩颇

为出色。

当天市场温度迅速下

降，中小板、创业板更是成

为重灾区，大批强势股急速

下跌，所幸动手早，李铭的

基金得以全身而退。 对于当

天的市场，另一位私募人士

在微信圈庆幸，“今天操作

的公司产品是赚钱出来的。

回想今天的交易，仍感不寒

而栗……”

促使李铭痛下决心大

幅减仓源于此前一天（11

月10日） 参与的一次投资

圈聚会。 席间话题始终没

有离开沪港通。 落座之前

李铭环顾其余七八人 ，大

都是老面孔。 既有深圳私

募， 亦有刚从对岸赶过来

的香港投资圈人士。 若以

影响的资金规模看，“约有

300多亿元，都是作风激进

的资金。 ” 李铭粗略掂量了

一下。

11月10日，监管部门在

开盘前一个多小时， 正式宣

布沪港通将于11月17日开

通。 尽管这则消息的发布是

迟早的事情， 但是仍超出李

铭预期。 “原来估计是今年

底， 虽然上周知道梁振英赴

京，但还是感到有点意外。 ”

李铭说。

当天券商股如预期般

大幅上涨， 一直用杠杆做

股票的李铭未对交易员下

达任何交易指令， 尽管盘

中有交易员反映， 组合中

的数只中小板、 创业板股

票有点不对劲， 但是李铭

还是对交易员表示 ，“看

看再说。 ” 卖与不卖，对于

李铭这样习惯于波段操作

的私募基金经理总是颇为

微妙的事情。

10

月底以来启动的本轮上涨行情，带

有明显的估值修复特征， 这给投资者判断

后市行情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市场流

动性异常充沛。 尽管权重股的高举高打料

难持续，但基于流动性充沛的事实，未来一

段时间股市即便出现下跌， 也不会缺乏结

构性机会。

自

10

月

28

日开始， 沪深主板大盘股启

动了第三轮逼空式上涨， 低估值权重股成

为领涨主力。不到一个月，沪综指从

2300

点

大幅跃升至

2500

点关口。

权重股本轮的上涨，从基本面上可以找

到原因。 比如，从券商到航运，再到钢铁，尽

管盈利能力存在差异， 但相关行业毛利率、

净资产收益率等表现经营状况的关键指标，

近两个季度都出现持续改善。 但是基于中国

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以及经济增长中枢趋势

性下移的预期，大盘周期股短期内经营情况

的改善似乎并不支持资金如此亢奋地追捧。

大盘权重股的上涨动力可能更多来自

流动性充沛推动的估值修复。 充沛的流动性

来自两个领域。其一，市场制度建设引来增量

资金。 测算显示， 沪港通能为

A

股市场带来

3000

亿元的增量投资；与此同时，在两融标的

大扩容后，融资余额呈现跳跃式增长。 其二，

资金利率下行引发居民资产再配置。 随着货

币政策保持宽松， 以及实体经济低迷引发资

金需求下降， 今年以来资金利率呈现持续下

行格局。目前，房地产、银行理财、信托等传统

居民投资渠道均难以提供令人满意的收益率

水平，股市的相对吸引力持续增强。

上述两方面原因导致市场流动性处于

明显充沛状态， 富余资金寻找投资机会的

动力增强。 但是此前最受青睐的小盘股估

值过高、上方抛压沉重，很难吸引增量资金

介入， 于是股价涨幅十分有限的大盘蓝筹

股成为这部分增量资金的关注目标。

短期而言，在中期基本面难以有力支撑

的情况下，权重股继续大幅向上的空间或许

有限，市场在不久的将来出现震荡调整难以

避免。 但是资金利率继续下行格局只要延

续，

A

股市场流动性就将保持宽松状态，这意

味着股市中期强势格局已基本确立。

龙跃

本报记者

增量资金

支撑强势格局

重现江湖运作手法大变

“成功系”刘虹

10

亿重金换“话语权”

□

本报记者 万晶

5年的禁入期刚过，资

本大鳄刘虹即携“成功系”

高调重现江湖：在二级市场

精准伏击重组股，斥资超过

10亿元参与上市公司定增。

与之前谋求控制权不同，刘

虹此番更在意与上市公司合

作的话语权。

二级市场精准潜伏

成功系掌门人刘虹的最

新亮相是在精准伏击多伦股

份一役。

11月13日， 数次易主、

股权极其分散的多伦股份宣

布新实际控制人 “浮出水

面” 。 原实际控制人鲜言将

公司控股股东多伦投资全部

股权转让，即将其间接持有

的多伦股份 5.87%股权转

让，自然人殷群将成为新实

际控制人。

“刘虹此役干得相当精

准，三季度刚刚大举买入多

伦股份， 随后该公司易主。

多伦股份早已是空壳公司，

易主让市场对其资本运作预

期加大。 ” 一位多年前在刘

虹手下工作过的投资经理文

群（化名）说。 截至9月底，

刘虹控制的湖南潇湘资本投

资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多伦股

份700万股， 占比2.06%，成

为新进的第三大股东。

“保守估计刘虹账面获

利应在1000万元以上。 ” 文

群表示， 刘虹大举建仓多伦

股份， 正值该股股价开始暴

涨，6月底股价只有6.84元，9

月底达到9.22元，到11月6日

盘中最高上冲至9.94元，最

大涨幅达45%。

文群透露， 潇湘资本的

大股东是刘虹旗下的成功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该集团持有

潇湘资本26.79%的股权。 此

外，潇湘资本股东之一的湖南

建鸿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三

季度也新进成为多伦股份第

五大股东，持有443.39万股。

“刘虹复出后， 显然对

重组股下了很大工夫， 押宝

成功率极高。 ” 一位深谙重

组炒作的大户殷华告诉中国

证券报记者， 潇湘资本在二

级市场频频押中重组股，今

年一季度潇湘资本买入汇源

通信100.07万股， 成为第十

大股东， 二季度加仓2.59万

股。 汇源通信股价今年一路

上涨， 至8月29日下午停牌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股价最

高涨幅达74%。 潇湘资本二

季度还买入大洲兴业550万

股，新进成为第五大股东，7

月底大洲兴业公布收购在扬

影视全部股权， 三季度大洲

兴业股价涨幅达44%。

出手定增快准狠

“二级市场伏击重组股

只是小打小闹，‘成功系’一

个月内参与4家上市公司定

增，这才体现出刘虹的‘快

准狠’ 。”文群告诉中国证券

报记者，“成功系” 已参与4

家上市公司定增， 拟投入资

金量高达10亿元。

10月22日，易华录公告

拟以29元/股的价格向5家

发行对象非公开发行5500

万股， 募集资金总额16亿

元。“易华录的5家定增对象

包括深圳潇湘君亨投资企

业。 潇湘君亨今年9月成立，

是由刘虹掌舵的成功集团新

组建的资本平台之一， 将出

资2.02亿元认购易华录698

万股。 ”文群说。

“从9月30日开始，成功

集团已通过旗下潇湘君佑、

潇湘君秀、潇湘君良、潇湘君

亨参与了宝胜股份、 富春环

保、新华锦和易华录定增，投

资额分别为3亿元、3.46亿

元、2.11亿元和2.02亿元，合

计斥资达10.59亿元。 这4位

“潇湘君” 均为今年8月和9

月新成立的有限合伙企

业。 ” 上海一家券商投行人

士朱俊表示， 他们有着共同

的注册地“深圳市前海深港

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

室” ， 执行合伙人均为深圳

潇湘君宜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投资占比50%。湖南潇湘

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

深圳潇湘君宜55%股权，而

湖南潇湘资本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99%的出资额由湖南潇

湘资本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持

有。 湖南潇湘资本投资股份

公司的第一大股东为成功集

团，持股占比26.79%，掌门

人刘虹持有成功集团70%股

权。 刘虹正是通过多层复杂

股权关系， 控制了多家有限

合伙投资企业， 参与了4家

上市公司定增。

运作手法大变

导演这一切的 “成功

系” 掌门人刘虹曾被市场禁

入五年，今年3月禁入期结束，

其卷土重来之势可谓十分凶

猛。 多年前刘虹曾经缔造的

“成功系” 名噪一时。 刘虹

1967年出生，湖南永顺人，曾

任涌金集团副总裁、湖南省工

商联副主席、湖南省总商会副

会长，多次登上各类富豪榜。

2000年4月， 成功集团

收购了当时的岳阳恒立

27.3%股份， 成为第一大股

东。 2002年9月，成功集团斥

资3.53亿元从湘泉集团手中

接下酒鬼酒8800万股国有法

人股，持股29.04%，成为酒鬼

酒第一大股东。 随后，刘虹出

任酒鬼酒董事长兼总经理。

然而， 岳阳恒立和酒鬼

酒接连 “出事” 。 2005年3

月， 岳阳恒立涉嫌虚假信息

披露、 虚增利润等被湖南证

监局立案稽查， 之后披露出

大股东成功集团及其相关企

业占用资金和对外担保有损

失，造成公司巨额亏损。

网络优化板块

随着4G网络部分建成，三大运营商逐

步进入用户规模发展阶段。 在4G时代，由

于网络频率提高， 依靠基站已远远不能满

足覆盖需求， 且80%至90%的数据业务发

生在室内，优化任务更加繁重。

网络优化产业在近期出现两个新动

向，一是网络优化厂商加速向服务转型。市

场此前担忧网优设备行业门槛较低，且4G

网优设备因多与扩容相关， 主设备商将更

多涉足。从目前看，华为、中兴、上海贝尔等

都有相关网优覆盖设备推出， 但是，4G时

代网络优化厂商的价值将更多体现为系统

集成的一站式服务。二是并购整合。近期网

络优化产业三家公司天元网络、拓明科技、

瑞元信息分别被神州泰岳、东土科技、科大

讯飞收购，引发市场广泛关注。建议投资者

积极跟踪网络优化产业股，华星创业、邦讯

技术、世纪鼎利、奥维通信以及向网络优化

产业挺进的东土科技等个股可关注。

沪港通终于来了

□

本报记者 任晓

对于内地股民而言， 港股终于不再遥

不可及，下周一沪港通将正式启动。沪港通

是我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将

推动资本市场双向开放。 下周另一桩资本

市场重大事件是新退市制度正式推出。 沪

港通为A股市场引来新的活水， 而退市制

度将使得上市企业有进有出， 优化市场生

态环境。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召开， 经济增速

会否下调至7%甚至之下、M2增速是否会

下调至12%的话题， 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将

被持续热议。 数字变动背后对资本市场的

影响，值得持续关注。

国有企业改革次第展开， 已经有多省

市下发全面深化国企改革的意见。 预计四

季度国企改革进程将加速。 此外， 土地改

革、农业政策也进入了政策出台密集期。

18日国家统计局将公布70个大中城

市住宅销售价格月度报告。 综合各类研

究机构、中介公司的数据来看，10月全国

楼市成交量呈环比回暖态势， 同比降幅

也在收窄，一线城市库存在连续8个月环

比增长后首次出现下跌。 但市场人士预

计，楼市仅是阶段性回暖，衰退冲击波仍

需警惕。

下周国际重要事件包括，17日日本发

布三季度GDP值、 欧元区9月末季调贸易

账户、 美国10月产能利用率；18日英国发

布一系列消费者物价指数数据、20日美国

发布10月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21日发布

加拿大10月消费者物价指数等。

与之前成为上

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谋求控制权，通过上

市公司进行担保融

资、抽逃资金、循环

扩张不同，刘虹此番

参与定增意在增强

对上市公司的话语

权，推动后续资本运

作，获取投资收益。

如果在香港券商那里下单， 通过沪港通渠

道买A股，融资利率为3.2%，内地券商之前给出

的利率一直都是8.5%左右，而且杠杆率可以从

内地的1.5倍提高到6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