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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与火之歌延续

一季度 A 股市场上演“八宗最”
2013 年严重分化的 A 股市场
在 2014 年一季度延续着“冰与火
之歌”，一方面持续疲软的大盘指
数在全球主要股市中仍位居倒数
之列，另一方面，A 股市场在开年
之初并不缺乏局部性机会热点，
影响 A 股市场发展的重大政策亦
层出不穷，在广大股民眼里，在
2014 年的头三个月中，A 股市场
上演了一出
“八宗最”的大戏。

4 月解禁市值 381 亿
创业板解禁洪峰又至

最头痛 深成指跌幅居全球第二
截至上周五收盘，上证综指报 2041.71
点、
深证成指报 7167.57 点，
沪深股指在今年
一季度各自下跌了 3.51％、11.77%，从纵向
角度来看，
这是自 2010 年以来，
沪深股指首
次在一季度出现负增长的情况。而从横向

角度来看，在全球主要股市中，上证综指的
表 现 只 好 于 日 经 225 指 数（一 季 度 跌
9.79％）、俄 罗 斯 RST 指 数（一 季 度 跌
18.25％）和中国香港恒生指数（一季度跌
5.32％），深证成指则紧随俄罗斯 RST 指数

之后，
位居今年一季度全球主要股市涨幅榜
的倒数第二位。值得注意的是，
尽管今年一
季度 A 股市场迎来了 48 只新股，
但 A 股上市
公司的总市值反倒从去年年底的 23.77 万亿
元降至上周五收盘时的23.61万亿元。

最纠结 板块个股分化愈演愈烈
据统计，在处于交易状态的 2473 只个
股中，有 1292 只个股在今年一季度录得股
价正增长，金轮股份等 12 只个股甚至在此
期间实现了股价翻倍的壮举。从相关领涨
股的属性看，
一季度股价强势的个股基本受

益于新股炒作（如金轮股份）、区域振兴（如
宝硕股份）、资产重组（如世纪华通）等题材
性机会。与此同时，
新兴产业中小市值类个
股以及强周期蓝筹股则沦为一季度资金的
弃儿，量子高科等 10 只一季度股价跌幅超

最郁闷 IPO 成券商利益输送通道
在休眠了 14 个月之后，A 股市场终于
在今年 1 月份重启 IPO，然而备受瞩目的
IPO 却让投资者争议不断。第一是“打包”
上市，在 1 月 17 日—2 月 19 日的 19 个交易
日内，48 只新股扎堆上市，市场难以承受。

第二，存量发行制度在执行过程中几乎成
了原始股东无风险减持套现的利器。第
三，尽管有上市首日涨幅不得超过 44％的
限制，但新股炒作依旧疯狂。第四，市值配
售制度在客观上加大了普通投资者参与新

过 30％的个股均是如此。主力资金青睐有
加的题材性机会忽起忽落，
部分业绩稳定的
白马股由于缺乏资金关照而难有机会。对
踏空行情的担忧和对被套风险的恐惧使得
投资者在今年一季度的操作越发纠结。

股申购的难度。此外，在此轮 IPO 重启后，
券商拥有一个特殊的权力，即可以拥有自
主配售权，但岭南园林、我武生物等新股网
下配售比例的严重失衡却令市场担心自主
配售成为另一个利益输送通道。

最忧心 一季度整体业绩不尽如人意
已公布 2013 年年报的 1061 家上市公
司在报告期内实现了 15.43％的整体业绩
增速，然而投资者对 A 股上市公司的基本
面走向却不敢过于乐观，毕竟在上述已披
露年报的公司中有 677 家公司的业绩增速

在去年四季度出现环比下滑，显示大部分
公司业绩后劲不足。同时，在已公布今年
一季度业绩预告的 413 家上市公司中，有
134 家公司预计今年一季度将出现不同程
度的业绩下滑，而在表示能够维持业绩正

增长的 279 家公司中，有 71 家公司的业绩
预增幅低于去年一季度的水平，考虑到绩
差公司披露业绩预告的时间较晚，今年一
季度 A 股上市公司的整体业绩预期很可能
进一步下移。

最意外 一季度资金面超预期宽松
令投资者意外的无疑是春节前后市场
资金面的超预期宽松，受年初新一轮信贷
周期窗口来临、应对春节过节资金需要、央
行在人民币汇率市场投放人民币主动引导
贬值预期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市场资金

面进入了一个相对宽松的时期，至 2 月 24
日时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隔夜）已降
至 1.7%，这也是该数据自 2006 年 10 月 8 日
以来的最低值。在较为宽松的资金面的支
撑下，A 股市场在 2 月份掀起了一波“新春

行情”，1 月 20 日—2 月 20 日期间上证综指
累计上涨约 6.67％。不过从 2 月下旬开始，
央行开始通过正回购持续回笼资金，同时
人民币汇率的阶段震荡也导致热钱外流，
A 股市场的资金面又渐趋收紧。

最高兴 利好组合拳注入正能量
除了较为充裕的流动性外，监管层自
年初以来持续推出的利好政策也令投资者
惊喜：在舒缓 A 股市场资金供给失衡方面，
保监会将保险资金投资股票等权益类资产
的比例上限由 25%提高到 30%，上交所则

将所有境外投资者的持股限制由 20%提高
到 30%；在完善新股融资、再融资制度方
面，证监会推出了优先股试点，对新股发行
制度进行了更改补充，降低了创业板公司
再融资的门槛。而在资本市场的顶层设计

方面，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优化企业
兼并重组市场环境的意见》，明确了六条措
施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A 股市场的制
度建设以及运行机制有望因此得到进一步
的提升。

最支持 监管层打击违法违规行为
原博时基金旗下基金经理马乐老鼠仓
案昨日在深圳中院刑事庭宣判，马乐一审
被判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追缴违法所
得 1883 万元，并处罚金 1884 万元。在此之
前的 3 月 22 日，原博盈投资董事兼董事会

秘书李民俊等 3 人因涉嫌内幕交易罪在北
京市二中院受审。而据证监会发布的公告
显示，今年以来已有成城股份等 20 家上市
公司因为各种违规行为遭到证监会的公开
批评、公开处罚或者公开谴责。对于普通

投资者而言，监管层加大对资本市场违法
违规行为的打击，不仅有助于减轻普通投
资者所面临的非理性市场波动风险，更重
要的是此举有望为投资者争取一个公开、
公平、公正的交易环境。

最欣慰 一季度股民数量持续增加
虽然今年一季度的实践检验表明 A 股
市场依旧存在诸多的问题，其赚钱效应也
尚未得到足够的彰显，但令人欣慰的是，普
通投资者仍未放弃对 A 股市场的希望，据
中登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3 月 21 日，

相关新闻

有效 A 股账户总数为 13378.81 万户，持仓
A 股账户总数为 5386.97 万户，参与交易 A
股账户总数为 1030.38 万户，这 3 项数据分
别较去年年底增加 135.34 万户、1.97 万户、
169.46 万户，显示今年一季度普通投资者

参与 A 股交易的积极性有所提升，这也从
一个侧面标明，持续下跌后的 A 股市场的
投资价值正逐渐得到投资者的认可。

下月沪指或考验 1974 点 但医疗服务等 7 行业仍可掘金

尽管一季度市场阴晴不定，但随着二
季度行情的即将开启，如何迎战接下来的
市场又成为了投资者最为关心的话题。就
后市走向，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沪指仍将围
绕 2000 点波动，上下空间均不大。操作
上，医疗服务、食品饮料、环保、电气设备、
白电、汽车、
农业等 7 行业值得重点关注。
中信金通证券首席分析师钱向劲认为，
从二季度 A 股波动空间看，
沪指二季度整体
波动依然偏小，
波动范围将在 1900 点~2150

点之间。4月份受经济下滑依旧、
信用债务危
机加剧、
IPO重启、
上市公司年报集中披露等
因素影响，
沪指将向下挑战 2000 点大关，
并
考验前低1974点。尽管会遭遇政策性护盘，
带动指数短暂反弹，
但这种负面压力仍将持
续到 5 月，并可能在 5 月继续向下考验 1900
点支撑。当然，
随着 IPO 重启压力释放后，
6
月沪指会在1900点一线逐步回稳。
具体操作上，
光大证券投资顾问周明表
示，
由于当前市场仍然属于资金存量博弈，
太

大市值的蓝筹股、题材股都没有办法撬动。
在这种情况下，
不但要考虑投资品种配置的
方向，
更应该考虑配置品种的具体属性。
考虑到 A 股策略、资金博弈、业绩估
值、市值结构、短期事件驱动等五大要素，
未来三个月内，具有明显价格波动优势的
行业和题材分别包括：医疗服务、食品饮
料、环保、电气设备、白电、汽车、农业等 7
行业，以及国企改革、国防军工、区域振兴
等。
据《重庆商报》

4 月有 24 家创业板公司的限售股解禁，占 379
家创业板公司总数的 6.33%。24 家公司合计解禁
市值为 380.97 亿元，占当月解禁市值的 30.38%，为
年内创业板公司单月解禁市值第二高。其中，13
家公司的解禁股数为限售期为 36 个月的首发原股
东持股首次解禁。解禁股数占解禁前流通 A 股比
例最高的前三家公司分别为聚光科技、天泽信息、
森远股份。
根据沪深交易所公开交易数据统计，本周（3
月 31 日—4 月 4 日）将有 20 家上市公司涉及限售股
份解禁，解禁市值将达到 146 亿元。其中深市 11 家
公司中，新北洋、茂硕电源、华峰超纤、长荣股份、长
海股份、铁汉生态共 6 家公司的解禁股份是首发原
股东限售股，海王生物、东凌粮油、帝龙新材、步步
高共 4 家公司的解禁股份是定向增发限售股，深大
通的解禁股份是股改限售股份。沪市 9 家公司中，
天津松江、实达集团、友好集团共 3 家公司的解禁
股份是股改限售股份，民丰特纸、旭光股份、金瑞科
技、方兴科技、京能电力、梅花集团共 6 家公司的解
禁股份是定向增发限售股份。
统计数据显示，本周解禁的 20 家公司中，3 月
31 日共有 10 家公司限售股解禁，合计解禁市值为
108 亿元，
占到全周解禁市值的近四分之三。
(综合)

一季报 4 月密集发布
有料公司争先亮相
上交所日前披露了上市公司 2014 年一季报预
约披露情况的时间表，招商轮船将于 4 月 10 日拔头
筹，*ST 天威、同达创业的一季报则将紧随其后于 4
月 11 日亮相。和以往一样的是，今年披露高峰期
将集中于 4 月中下旬。
值得注意的是，对比去年一季度预披情况，招
商轮船、*ST 天威、同达创业、吉视传媒等公司的预
披时间都大幅提前。
其中，招商轮船与吉视传媒今年一季报预约披
露时间较去年提前了超一周。招商轮船 3 月 25 日
发布一季度业绩预盈情况显示，预计公司 2014 年
一季度经营业绩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实现扭亏为
盈，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 亿至 1.9
亿元。
对于刚刚披星戴帽的*ST 天威而言，今年一季
度业绩情况同样值得期待。作为一度让市场瞩目
的新能源“明星”公司，天威保变去年以超过 52 亿
元的巨亏成为新能源板块的“亏损王”，同时，在经
历连续两年亏损之后，天威保变自今年 3 月 12 日起
正式更名为“*ST 天威”。对于 2014 年的经营，公司
提出了“聚焦输变电主业，整合优势资源”的思路，
聚焦变压器业务，预计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47.59 亿
元，
营业成本 39.13 亿元。
《上海证券报》

资本市场国六条将细化
消息称新国九条近期推出
“证监会将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的工
作部署，逐条逐项分解工作，明确责任部门、时间进
度和工作要求，整体推进、抓好落实。”日前证监会
发言人张晓军表示，证监会将与其他有关部委合
作，
共同推进落实。
上述所称工作部署，是指 3 月 25 日国务院常务
会议对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所做出的六
大方面部署。此六大措施即为业内传称的“国六
条”。
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近期可能将出台以前
述“国六条”为基础的“新国九条”。知情人士也表
示，
“新国九条”的基础就是
“国六条”“
。新内容会以
‘新国九条’的方式发布，预计会在近期发布。”该人
士称，股票发行注册制、私募市场、兼并重组等内容
都将包含在
“新国九条”
之列。
2004 年，国务院推出“老股九条”，即《关于推
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步发展的若干意见》，将
大力发展资本市场重要性的认识提升到新的高度，
随后中国资本市场开始了波澜壮阔的股权分置改
革。同时也推动了《证券法》于当年 8 月完成修
改。
（一财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