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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627）天茂集团：本周涨幅61.2%。 拟定向增发收购国华人寿股权，

收购完成后，将持有国华人寿51%股权。 目前保险股走势凌厉。

（600288）大恒科技：本周涨幅48.63%。得益于定向增发对象为郑素珍，

她是当前A股二级市场最为活跃人物之一———徐翔的母亲。

（300292）吴通通讯：本周涨幅46.46%。 近期公告收购移动互联网广告

业务公司股权，进一步打开了公司的产业成长空间。

（300242）明家科技：本周涨幅40.5%。 成功转型至移动互联网广告产

业。 该产业近年来保持快速成长，2014年市场增速达100%以上。

（600716）凤凰股份：本周涨幅35.8%。南纺股份停牌期间传出南京证券

借壳上市信息，使得拥有大量南京证券股权的凤凰股份大涨。

（603788）宁波高发：本周涨幅33.61%。 客户涵盖乘用车、客车、货车领

域整车制造商，获多家汽车制造商的A级供应商或优秀供应商评价。

（600986）科达股份：本周涨幅33.19%。停牌期间筹划收购百孚思等5家

公司股权。 标的公司均处互联网营销行业，具有良好发展前景。

（600241） 时代万恒： 本周涨幅33.09%。 停牌期间筹划收购九夷能源

100%股权。 标的公司主业为镍氢二次电池的研究、开发、生产和销售。

漫画 张骊浔

类金融股

投资者对金融股依然恋恋不舍。 一方

面，金融是国之重器，也是百业之母；另一

方面，金融股业绩较为稳定，且保持着相对

确定的成长性，因此，成为实力资金长期配

置的标的。

目前，热钱开始寻找新投资机会，那就

是拥有金融属性的类金融股， 主要包括三

类：一是控股或参股金融股的品种，西水股

份、 天茂集团等收购或拥有大量保险股权

的个股， 持续冲击涨停板或出现一字涨停

板，就是典型代表；二是控股金融平台，例

如中航资本、爱建股份、民生控股、广州友

谊（越秀金控）；三是供应链金融概念股，

例如怡亚通、三六五网、瑞茂通。

通过对类金融股的炒作， 既可以满足

热钱对金融股的投资偏好， 也可以达到稳

定指数的目的， 毕竟类金融股相对纯正金

融股来说市值偏低，所以，大力拉升对指数

的影响力有限，却可以向投资者表明，主流

资金仍在A股市场奋力搏击。

（下转0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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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牛背上唱“快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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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3788）宁波高发

先是七年最大单日跌幅， 再是五年最

大单日涨幅， 本周沪综指的过山车走势可

谓惊心动魄。暴跌之后快速大涨，蓝筹起舞

题材开花，再度验证了牛市的有钱和任性；

而如此剧烈的波动走势， 则正式终结单边

上涨，宣告慢牛阶段的到来。

在此前蓝筹独大的快牛阶段，猜对风

格持股待涨，便可轻松地坐享收益。 而当

前的市场格局是， 蓝筹股前期涨幅较大，

但牛市逻辑未变，市场心态积极，一旦出

现技术指标修复、 货币宽松预期升温、经

济数据超预期、 上证

50ETF

推出等利好，

蓝筹便会再度被资金吸纳；创业板指数迭

创新高，再度吹大估值泡沫，但新兴产业

利好、热门题材涌现、年报高送转等，成为

主力欲罢不能的炒作动力。 可见，蓝筹和

题材股当前均难独自称霸市场，也都有各

自不同的吸引力。个股机会正在由单一品

种扩大到两大阵营，“大小互博”正在变为

“大小通吃”。

因此， 在指数波动、 风格均衡的慢牛

期，赌大小猜风格的手法面临失效。鉴于大

盘蓝筹股和小盘题材股中均具备表现机

会，也都面临高位压力，所以操作上应精选

优质品种。具体来看，业绩超预期的个股能

够消弭估值压力，获得溢价空间。特别是年

报披露期，业绩将成为市场关注热点，更易

一呼百应迎来跟涨；与此同时，国企改革、

“一带一路”、 走出去等国家战略激活的投

资机会有望贯穿全年， 值得持续关注；另

外，核电重启、新一轮自贸区挂牌、一号文

件等主题投资， 也将随着政策的明朗而迎

来阶段性炒作热潮。

值得注意的是，在当前市场格局下，

指数震荡加剧、 恐高情绪以及板块轮动

提速， 都将促使主力资金对于个股的炒

作趋于灵活快速。 而快进快出、灵活机动

的操作手法， 退能规避指数波动风险和

高估值压力， 进能兑现盈利并切换至更

热品种。 因此，慢牛阶段不宜延续快牛期

的“持股待涨”，应轻指数，重政策，精选

个股，快进快出。 当然，牛市的快节奏并

非熊市谨慎的“打一枪就跑”，优质品种

能够获得主力反复进攻， 可紧盯强势股

进行波段操作。

李波

本报记者

新股发行

变奏曲还是进行曲

□

本报记者 任晓

1月， 证监会已核准了20家首发企业

的发行批文， 较此前月均十余家的发行节

奏略有增加。有券商人士分析，新股供给速

度将根据市场情况进行调节。 下阶段新股

发行节奏是否生变？ 如果2月有新股发行，

下周将发布发行批文。 因此下周可作为观

察新股发行节奏的一个重要时间窗口。

随着年报密集披露期到来，高送转题材

升温。 市场人士判断，随着年报不断发布，预

计将有更多公司实施“土豪式”高送转。

本周四，欧洲央行宣布扩大QE规模，超

出市场预期，全球央行新一轮货币大战正式

吹响号角。 欧元贬值将推动美元升值，人民

币后市走势将追随美元，还是贬值以刺激经

济，将是后市关注的焦点之一。 值得注意的

是，近期香港银行人民币存款争夺战再次升

温，众多香港银行纷纷大幅提高人民币存款

利率，人民币资产受到青睐可见一斑。

日前有媒体爆出，“一带一路” 规划有

近60国参与。“一带一路”规划出台预期将

扰动资本市场，具体落地时点可继续跟踪。

下周保监会将召开年度会议。 随着

日前一系列相关数据的发布，保险公司

2014年收益逐渐露出水面：已披露数据

显示， 保险公司2014年业绩增长较快。

保险会2015年将重点推进哪些工作，会

否给当前走势强劲的保险股再添一把

火值得期待。

近日， 深交所提出全面推进创业板改

革，推动新三板与创业板转板试点，下阶段

可关注相关政策的出台。

强震不改“牛心”

险资淡定逐波踏浪

□

本报记者 费杨生

在股指动辄上蹿下跳百

余点的行情面前，喊出加仓

口号的险资机构目前在想什

么，又在干什么？ 来自不同

规模保险公司的内部人士告

诉中国证券报记者，指数强

震将是常态，牛市格局应不

会改变，适时加仓是主要选

择。

放大投资区间

“本周一的大跌是在预

期中的， 但随后4个交易日

的反弹大大出乎我的意

料。 ” 某大型国有保险公司

投资管理部门负责人任辉

（化名）说，“这实际上验证

了我们对今年股市可能呈宽

幅震荡的预判。 ”

任辉还告诉中国证券报

记者，公司的年度投资计划

刚刚拟定，只等董事会批准

实施。 而本周市场的剧烈波

动给这个计划带来了一个小

插曲：股市波幅的宽度较大，

公司也进一步放宽了权益类

资产投资比例的区间要求。

“近几年我们都是定一个股

票基金投资比例的区间，去

年的上限是10%， 但实际上

只做到了百分之七八； 今年

我们把投资区间范围放大

了， 下限提高， 上限逼近

20%。 ”

“在同行里面， 我们公

司算是非常保守、稳健的，定

一个宽泛的投资区间， 更多

的是为了具体操作上的灵

活， 减少决策链条太长造成

的‘慢半拍’弊端，资管部门

可以在这个区间里根据市场

情况加减仓位。 ”任辉强调，

“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判断今

年股市很可能是宽幅震荡

市，不大可能是单边牛市。我

们不惦记上证综指能突破

4000点，而见顶后至少还会

回调至3000点一线。 ”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公司

副总裁宋子洲认为， 与过去

7年比，资本市场应能走高。

但过去是单边市场， 低买高

卖才有收益， 现在市场管理

风险的工具多了，也更专业，

市场波动会加大。

“去年底那种旱地拔葱

似的行情在今年出现的可能

性非常小， 再加上杠杆资金

的放大效应， 股市区间波动

幅度会加大。 ” 某中型保险

公司投资总监华平（化名）

持类似观点。 他说，保险公

司基本上没有直接参与两融

业务，主要是发行以券商两

融业务收益为标的的资管产

品， 而且量很小，300多亿

元。 券商的两融这块有一定

影响，但在证监会“打补丁”

的安抚后， 风险在可控范围

内。 “最值得警惕的是通过

伞形信托配资入市的资金，

有的机构配资比例达到1:

10，太恐怖了。 ”

高利贷赌杠杆错上加错

一股民两踩赣州稀土借壳“地雷”

□

本报记者 刘兴龙 任明杰

1月23日， 威华股份的

股价冰冷地趴在跌停板上，

重组方案未获通过让其成为

2015年资本市场第一桩“黑

天鹅事件” ， 投资者的这个

冬日格外寒冷。 从*ST昌九

绯闻告吹，到威华股份“婚

事” 受挫，赣州稀土借壳重

组历时一年多，先后导致两

家上市公司暴跌，“克夫”成

为了其难以甩脱的标签。

谷悦（化名）是威华股

份一名普通的投资者，但是

他的经历却又显得十分离

奇。2013年*ST昌九暴跌，谷

悦积极维权成为“昌闹” 一

员，急欲翻本的心态又促使

他成为威华股份的股东。 人

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

谷悦却不幸地遇到了两次赣

州稀土引发的 “黑天鹅事

件” ， 尤其是借助高利贷的

杠杆更让其血本无归。

坏消息 彻夜未眠

1月21日深夜， 山东省

某市一栋住宅里依然亮着

灯，谷悦夫妻两人默默地坐

着，彻夜未眠。 几个小时之

前，他们还憧憬着手里的股

票可以翻番，而此刻却希望

时间就此停止。 一年多之

前，*ST昌九让这个家庭赔

光了积蓄，如今威华股份更

让他们可能背负难以还清

的债务。

“17点50分， 我记得非

常清楚， 当时股吧里出现了

繁体字的证监会公告， 说是

威华股份重组方案未获通

过。我们都认为是假的，一起

跟帖声讨” ， 谷悦用低沉的

声音复述着当时的场景。 1

月21日上午9点， 证监会并

购重组委员会审核威华股份

重组方案， 许多对于重组充

满期待的股民守候在电脑

前， 整个一天都在忐忑不安

的心情中度过， 他们不停地

刷新着电脑页面。

不幸的是， 那个股吧的

“假消息”被证实是真的。证

监会网站首页几乎同时更新

了内容，“广东威华股份有

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未获通过” 的字眼异常

刺眼。

那一刻， 谷悦一下子懵

了， 重组方案被否的结果出

乎绝大多数投资者意料。 他

一直对赣州稀土借壳威华股

份能够成功深信不疑， 理由

是， 近几年国家加紧对稀土

资源整合， 工信部制定了

“1+5” 大稀土集团方案，赣

州稀土既是资源最丰富的企

业， 也是南方稀土集团的主

要发起单位， 它的借壳上市

融资怎么会有问题？

谷悦从1995年开始炒

股，称得上是老股民，对于股

票的分析经常说得头头是

道， 是朋友和亲戚眼中的

“专家” 。 2013年以来，他鼓

动亲戚买入*ST昌九， 又向

朋友借钱加仓威华股份，屡

战屡败的经历早已让他不敢

再在外人面前谈及股票。

“下午我还和老婆讨

论，如果威华股份过会，股价

能够涨到50元以上，这几年

的损失就赚回来了。 ” 然而

重组过会失败的消息， 让谷

悦从云端跌落至谷底。

再入局 不舍赣稀

颇为讽刺的是， 谷悦曾

经是一名“昌闹” ，这是一些

人对于2013年*ST昌九维权

投资者群体的称呼。当年，谷

悦曾积极向监管部门反映威

华股份重组存在内幕交易的

问题。此后，他却成为重仓威

华股份的散户之一。

谷悦与赣州稀土的渊源

始于多年前的北方稀土，它

是近些年著名的牛股， 股价

从2008年底的5元多， 一路

涨到最高99.84元。谷悦曾经

为错过北方稀土懊悔不已，

偶然在*ST昌九股吧留意到

赣州稀土的信息后， 顿时感

到眼前一亮。

“相比包钢稀土（北方

稀土原简称），赣州稀土拥有

的是中重稀土资源， 不仅质

量更好，规模也大。 都说‘中

东有石油， 中国有稀土’ ，全

国67张稀土采矿证中， 赣州

稀土就握有44张。 ” 痴迷于

稀土的谷悦几乎认定， 与赣

州稀土传出绯闻的*ST昌九

会复制北方稀土的走势。

回头看，*ST昌九在股

价被炒作期间， 从未说过有

意与赣州稀土重组。然而，所

有融资买入*ST昌九的投资

者都认为， 这么长时间都不

明确澄清， 这种暧昧的态度

就是一种默认。

存款、银行贷款、股票融

资， 谷悦几乎把所有的家当

都押在*ST昌九身上。“我一

开始的融资杠杆比较低。 随

着时间推移越用越高， 到了

崩盘时， 我的融资杠杆已经

用到最高。 ” 经过反复增持，

谷悦持有*ST昌九的成本在

25元左右。

“昌九生化所有重组条

件已具备随时关门， 静待开

花结果；哐当一声，门关了，

你还没进去， 人生最大的悲

剧莫过如此； 如果上天再给

我一次机会， 我要买2.41亿

股。”这是*ST昌九股吧最著

名的帖子之一。

然而，2013年11月*ST

昌九的“门关了” ，不过等来

的却是远在广东的威华股份

宣布牵手赣州稀土推进重组

的消息， 继而*ST昌九遭遇

连续十个跌停。

2013年12月25日一早，

谷悦接到券商营业部通知，

他持有的*ST昌九股票已经

在跌停板打开之后被强制平

仓了， 卖出价格就是跌停价

9.21元。然而，股市却和他开

了一个巨大的玩笑，*ST昌

九当天股价从跌停攀升至涨

停，次日又收于涨停。

这位股民总结

失败的原因：一是对

赣州稀土重组顺应

稀土整合政策过于

自信，二是风险控制

做得不好。在追逐赣

州稀土的近两年时

间里， 他陆续亏损

80多万元。 如果威

华股份的跌停无法

打开，每天还要再欠

财务公司10万元。

“第一波以估值修复为主题的上涨基本

结束了，第二波就要看EPS（企业盈利）的改

善，选股要注重自下而上，往业绩上靠。 本周

一， 我们就加了一些业绩预期较好的保险、医

药类个股。 ” 某中型保险公司投资总监透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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