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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创板2.0：机构催滞涨小票速编故事

部分机构在继续高调唱多的同时，悄然大幅减仓大牛票；但仍有部

分踏空“神创板” 行情的机构转而重仓滞涨的小票，并试图通过各种方

式帮助公司编“带感”故事，刺激股价上涨。

房企结盟折射地产新格局

□

本报记者 于萍

5

月

14

日万达和万科签订战略合作框

架协议，双方将展开长期性合作。 如果说

此前房企转型主要是自身业务拓展或整

合的话，那么此次“万万”合作，标志着房

企发挥各自比较优势、“结盟”转型时代的

到来。 在地产“新常态”下，房企转型将向

着分工与协作方向发展。

从“黄金时代”到“白银时代”，开发商

依靠规模化、 粗犷式发展路径已难以为

继。 面对楼市持续调整和行业骤变，房企

竞争更激烈、库存压力不断加大，单纯依

靠“卖房子”赚钱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这

一点从越来越多的开发商无法完成年度

销售目标上便可以看到。

然而，“白银时代”的房地产业并非没

有发展机遇， 只是在当前市场环境下，房

企必须转变经营模式，寻找适合房地产在

新形势下的发展路径。

在告别快速扩张期后，我国楼市已步

入“存量房时代”。 面对市场新格局，包括

万科、绿地在内的多个房企已提出战略转

型计划。万科从专注住宅开发，转为“城镇

化配套运营商”， 公司不断拓展产品线从

而分散政策风险。绿地集团提出从开发商

向“综合地产全程运营商”的转型思路，不

断加大海外市场布局。远洋地产宣布公司

第四期战略计划， 提出构建包括住宅开

发、不动产开发投资、客户服务、房地产金

融在内的四元业务格局。 作为商业地产

“老大”的万达提出轻资产的转型方向。此

外，不少房企还把转型延伸到互联网金融

领域，尝试转变运营模式。

在

A

股市场上， 招商地产因实际控制

人招商局集团正在筹划与公司相关的重大

资产重组而停牌； 泛海控股实际控制人卢

志强近期回归董事会， 而公司已提出打造

“金融

+

房地产

+

战略投资”的发展目标。

在各家房企纷纷明确自身定位后，

“白银时代”的房企转型正进入“结盟”新

阶段。 与近几年房企在单个项目上联手

拿地开发相比，这种“结盟”不只局限在

组团拿地模式，还拓展到业务合作层面。

在此次万达与万科的合作中， 双方将通

过联合拿地、合作开发的形式进行，即由

万达投资项目中的商业部分、 万科开发

项目中的住宅部分，“取长补短” 发挥各

自优势。

房企间的“结盟”也在向更加开放的

方向发展。 以万科的物业管理为例，此前

在同行或竞争对手希望万科提供物业管

理时，公司都未接受。从

2015

年开始，万科

已开始陆续签订对外的物业管理合同。这

意味着，房企开始发挥比较优势，在业务

层面上进行合作。 （下转A02版）

“影子股” 造富效应凸显

□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随着IPO、并购大戏不断上演，“影

子股”成为近期市场一大亮点。新股和

重组持续不断的赚钱效应， 使 “影子

股”持有的权益水涨船高。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统计，今年以来

上市的新股涉及 “影子股” 16家。 其

中，电广传媒成为参股上市公司家数最

多的“影子股” ，而中信国安摘得参股

市值增幅最大的“桂冠” 。

三类新股“影子股”获益

据Wind数据统计，今年以来，已有

103家新股上市，其中主板上市公司48

家，创业板41家，中小板14家。 下周，将

有20家新股启动新一轮申购。 随着新

股发行节奏加快， 普华永道报告预计，

今年将有200家企业上市，集资规模在

1300亿元左右。

暴风科技、 江苏有线连连涨停，新

股炒作热情空前高涨。今年以来上市新

股涨幅超过2倍的个股有40余只。 在新

股遭爆炒背后，“影子股” 持股市值和

股价随之攀升。

“影子股”大致可分三类。 第一类

是上市公司直接持股。第二类是上市公

司关联方，二者属同一控股股东。 第三

类是较常见的创投类型。

在这些“影子股” 中，最引人注目

的莫过于电广传媒。在今年以来上市的

新股中，有9家公司背后有电广传媒的

身影。电广传媒通过全资子公司深圳市

达晨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及旗下5只基

金持有华友钴业、博世科、航新科技、金

雷风电、博济医药、星光农机、鹏辉能源

和赢合科技的股份。

电广传媒2014年年报显示， 达晨

创投去年投资13亿元完成36个项目的

投资和6个项目的二轮增资，累计完成

投资90.51亿元， 累计投资项目254个。

目前， 达晨系所投资的企业累计已有

30家挂牌上市； 有7家公司已过会，等

待发行。 达晨系所投资的企业有13家

已在新三板挂牌。（下转A02版）

4月沪深两市新增近500万投资者

基金新开A股账户连续两月大增

□

本报记者 李超

中国结算14日发布的4月统计月报

显示，4月沪深两市新增497.53万名投资

者，其中自然人投资者496.95万名，非自

然人投资者0.58万名。截至4月末，自然人

投资者共8159.81万名， 其中已开立A股

账户的投资者共8085.69万人。4月参与交

易的投资者共3816.94万名， 其中交易A

股的投资者共3778.48万名。 截至4月末，

持仓投资者共4431.62万名， 其中持有A

股的投资者4347.12万名。 从4月开始，中

国结算的统计月报不仅披露证券账户变

动情况，还新增披露投资者情况。

在新开账户方面，4月沪深两市合计

日均新开A股账户614430户。 其中，沪市

日均新开A股账户数342791户， 环比增

长 206.39% ； 深市日均新开A股账户

271638户，环比增长148.64%。 两市合计

日均基金开户 249116户 ， 环比增长

107.13%。截至4月末，沪深股票账户数合

计20409.47万户，其中A股账户20148.96

万户，B股账户260.51万户， 剔除休眠账

户4079.76万户后， 有效账户为16329.71

万户。

在机构新开A股账户方面，证券投资

基金新开A股账户连续两月大幅增加。 4

月，证券投资基金和基金公司专户理财产

品分别新开A股账户1224户和1807户，3

月分别为807户和1563户，2月分别为422

户和686户。 证券公司集合理财新开A股

账户也持续增加，2、3、4月分别新开140

户、225户、350户。保险机构2、3、4月分别

新开A股账户44户、53户、86户。 信托机

构2、3、4月分别新开A股账户571户、869

户、1185户。 4月社保基金新开A股账户

数为0。 QFII和RQFII新开A股账户数有

所回落，当月分别新开4户和28户，3月分

别新开12户和37户。

在A股有效账户中，8123.17万户近

一年内参与了二级市场交易，占期末A股

有效账户的50.55%，较前一月上升4.35个

百分点； 未参与交易的A股有效账户

7945.84万户， 占期末A股有效账户的

49.45%，较上月下降4.35个百分点。 在参

与交易的A股有效账户中，近七成期末持

有证券；在未参与交易的账户中，近九成

期末未持有任何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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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变奏”

分化加剧确立结构市

高铁合作升温

铁路板块反弹料“提速”

空军大撤退

沪深300多头信心回升

大类资产强弱转换 商品成“新宠”

近期全球债券市场出现较大幅度的波动，各经济体国债收益率的上涨同样

增大了股市的压力，最终全球金融市场呈现出债市和股市双双低迷的状态。 在

此背景下，加之美元暂时停止涨势，全球资金不得不找寻新的目标。 目前来看，

资金流入前期表现低迷的大宗商品市场，买入从原油、铜到黄金等一系列商品，

正成为全球投资者们不约而同的选择。

部分浮盈落袋

保险大鳄股债“双打”藏玄机

一方面，在部分兑现浮盈后，上市险企在降息环境中正面临固定收益类投

资、再投资等多重压力，对于可能增加的非标资产配置倾向于谨慎保守；另一方

面，后续权益投资和债券投资均存在交易性机会的共识已经形成。

A08�产业透视

政策加油 技术清障 煤层气产业将爆发

业内人士认为，在政策力度加大、技术攻关加快、示范项目效应等多

重因素催化下，煤层气产业投资热情有望被再次点燃。 不少上市公司已

纷纷宣布涉足或转型煤层气开发。开采环节投资增速将拉动煤层气上游

产业链发展，产量增长后将带动下游储运分销市场进一步发展。

A07�公司新闻

346家公司遭重要股东减持

进入5月以来，随着大盘震荡加剧，上市公司重要股东减持仍在继

续。 Wind数据显示，截至5月14日，两市有346家公司遭到重要股东减

持；同时有73家公司获增持。 尽管整体仍呈现净卖出状态，但增持股份

数及增持金额均较4月大幅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