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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

今日《每日经济新闻》报。

6大部分包罗2013年投资精华

《每经投资宝·2013投资宝典》由6大

部分构成，分别为：1、每经研究院院长访

谈录；2、 宏观经济走势解密；3、2013市场

导向分析；4、2013主题投资梳理；5、 价值

公司研究；6、2013基金投资机会。

第一部分的每经研究院院长访谈录，

不仅统领整篇“2013投资宝典”的方向，

也为2013年宏观经济和A股市场定调，是

投资人分析和研判2013年行情的最重要

工具。

第二部分关于宏观经济的分析，则进

一步对中国经济2013年的前景进行展望，

中国经济能否在2013年复苏，刺激政策的

前景如何，制度红利以及海外经济的风险

等要素都有充分的阐述。

第三部分是关于2013市场导向的分

析，先从资金面对2013年的整体趋势进行

分析，随后是基金、私募和券商对2013年

市场的前瞻。

第四部分着眼于机会， 主要从5大主

题投资揭示2013年的机会。

第五部分是价值公司研究，每经研究

院在综合众多机构的研究成果后，为您呈

现10家上市公司的基本面研究，希望有助

于大家进一步深入了解公司的投资价值。

第六部分则是2013基金投资机会，

摆脱了2011年的全军覆没，2012年股基

开始走出窘境， 那么2013年的基金值得

期待吗？

这份研究报告的背后，不仅凝聚了众

多资深研究员的努力和汗水，也充分吸收

了各大券商、基金、私募等机构的最新研

究成果。

希望每经研究院精心呈现的这场年终

盛宴，能与大家2013年的投资相伴而行，也

希望大家的2013投资之路一帆风顺！

3种方式获取“2013投资宝典”

作为每经研究院送给所有《每经投资

宝·天天赢家》的正式（

一年期及以上）

用

户的圣诞大礼，全新的“2013投资宝典”

将于今日正式面世，今年的“2013投资宝

典”只制作了电子版本，更方便用户接收，

正式用户可以通过以下3种方式接收。

第一种方式是在线阅读，通过用户账

号登录后，就可以收看；第二种方式是登

录移动客户端，接收；第三种方式是与《每

经投资宝》的客服人员联系，客服人员在

确认了您的身份和邮件地址后，将通过电

子邮件的形式，发送到您的电子邮箱。

“天天赢家”周一再送大礼

虽然最近A股出现了震荡，但“天天

赢家”却持续跟踪热点公司，分析出多个

投资机会。

在周一的 “重点关注” 中，“天天赢

家”特别提示“市场开炒‘高送转’预期

股”。 每股净资产和公积金高的以及完成

再融资不久的个股最具高送转潜质。据统

计， 每股公积金超过10元的有南大光电、

沃森生物、科恒股份、力生制药、华录百纳

和焦点科技6只个股。

上周五，16只涨停股中， 有高送转预期

的占11只。从龙虎榜看，著名游资参与了此

题材股的炒作，如黄海机械、美盛文化。

截至昨日收盘， 黄海机械依旧强势，

上涨4.17%，美盛文化大涨7.24%，南大光电

上涨5.34%，沃森生物上涨4.33%，科恒股份

上涨4.76%，力生制药上涨1.94%，焦点科技

上涨4.80%，华录百纳同样飘红。

在对 “LNG价格持续上涨” 的解读

中，“天天赢家”重点指出，广汇能源、富

瑞特装有望率先受益。广汇能源昨日收盘

大涨5.23%。

成都商报记者 毛晋楠

每经研究院派送圣诞大礼 “2013投资宝典”今日发布

历时

2

个月， 汇聚超过

40

名每经研

究员的智慧结晶，《每经投资宝·

2013

投

资宝典》将在

2012

年岁末亮相。

这份由每经研究院倾力打造，在岁末推

出的重量级研究报告， 将于今日下午正式发

布，并作为圣诞大礼，免费送给《每经投资宝·

天天赢家》的正式（一年期及以上）用户。

“3块钱一个，你要多少？”

记者无意中在网上看到有人在兜售

“北京某券商100万元资产以上最新最全

白金客户资料”。 在记者以购买者身份联

系后，对方发来几份客户信息，称可以先

验证真实性，不真实不收钱。

这位在网上公开兜售客户资料的人

称，其所掌握的这份高质量客户资料共有

600个，打包价可以优惠至1500元。对方一

再声称资料来自在券商内部工作的朋友，

绝对真实，但关于信息获取方式对方并未

详细告知。

从记者获取的几份客户信息来看，不

仅涵盖客户的姓名、出生日期、性别、资金

账号、开户日期、手机号码、开户营业部等

信息，同时还有详细的资产信息，如昨日

总资产、近三月平均资产、近三个月盈亏

金额等。

随后记者随机拨通了其中两位客户

的手机， 戴先生得知此消息后很惊讶，并

表示难以接受， 但在记者逐一核对信息

后，戴先生在感到紧张的同时，对于资料

被泄露之事非常愤怒。白女士亦感到难以

理解，她表示会立即联系相关开户券商询

问此事。

戴先生和白女士两位高净值客户资

产均为100万元以上， 其中戴先生开户地

址是某券商北京南路营业部，白女士开户

地址是某券商北京广渠门大街营业部。兜

售客户资料的人还向记者展示了两位资

产过亿元的客户信息，以证明其提供的客

户信息高质量。

客户信息本是一家金融机构的核心

竞争机密，然而金融机构客户信息被泄露

的事情已屡见不鲜。此前人民银行上海分

行通报了江苏银行上海金桥支行今年2月

~4月泄露客户资料的事件，目前在百度中

搜索也可看到大量提供股民信息的广告。

客户信息泄露一方面是利益驱使，在

现实生活中人们都有被陌生电话推销理

财产品或推荐股票的情况，正是这样巨大

的客户资料购买市场，催生大量客户资料

被泄露，如今被泄露信息的客户身份也越

来越高端。

相关机构疏于管理也是一个重要的

原因。一位业内人士表示，在银行、券商内

多个部门都可以接触到客户资料，很难彻

底防范， 也很难追究客户资料的泄露责

任， 比如投顾离职后会把客户信息带走，

甚至快递单也会泄露客户的信息。

泄露他人个人信息涉嫌违法犯罪，并

已有先例。2011年11月， 上海浦东新区法

院宣判一起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的

案件。29岁的侯某2010年3月从别人手中

非法获得800余条银行客户的信息资料。

2011年1月， 侯某将这些信息上传至百度

文库，相关银行了解情况后立即向警方报

案，侯某随后被抓获。

证券时报

单笔交易的成交

金额逼近10亿元的规

模， 即使是在大宗交

易平台上也并不常

见。 而近期股价强势

反 弹 的 广 发 证 券

（000776）就成为一桩

巨额交易的主角。

近10亿元大宗交易现身

两笔大宗交易，轻而易举地让广发证

券成为昨日盘后市场各方议论的焦点。

交易所公布数据显示， 广发证券24日

发生了两笔大宗交易。 一笔买卖双方为机

构席位，成交均价为12.60元，成交量为960

万股，涉及市值接近1.21亿元。从价格来看，

相对于昨日13.78元的收盘价， 这笔交易的

折价逾9%，符合大宗交易折价的“惯例”。

而相对于上述第一笔交易的合情合理，

广发证券第二笔交易让很多投资者难以淡

定。这笔交易的买卖双方都是广发证券兰州

甘南路证券营业部， 而13.70元/股的成交价

格几乎可以用市价来形容，关键是成交量达

到6914万股，涉及市值近9.47亿元。

换句话说，广发证券昨日两笔大宗交

易共成交7874万股， 约占流通股本的

3.2%，涉及总市值达到惊人的10.68亿元。

成交量圈定出让方

广发证券近期走势较为抢眼，在11月

30日触及10.64元/股的近期低点之后，随

即出现了连续的上涨，12月以来涨幅已超

过26%。是谁在乘股价大涨疯狂抛售，自然

成为不少投资者关心的问题。

一位业内人士表示，虽然不能完全确

定卖出方，但是一笔大宗交易成交量达到

6914万股，一般的股东根本没有如此的实

力。 从广发证券三季报披露的截至9月30

日的股东情况来看，只有前八大流通股东

持股量在6914万股以上。 而记者注意到，

在这寥寥数位股东中，持股2.63亿股的第

一大流通股东酒泉钢铁集团，恰恰与发生

大宗交易的广发证券兰州甘南路证券营

业部一样均位于甘肃省。

上述业内人士提示，近期券商股的表

现为A股市场的反弹带来不少人气。 恰恰

是在这一背景下，以广发证券为代表的券

商股在大宗交易平台上频频现身，直观地

显示出部分股东趁反弹套现的意愿，值得

投资者加以警惕。

成都商报记者 李智

图据新华网

广发证券大宗交易井喷

一笔交易高达6914万股

天齐锂业

拟定增融资40亿元

从12月7日起就开始停牌的天齐

锂业（002466），今日披露了定向增发

预案。

天齐锂业计划以24.6元/股的底

价，发行不超过1.7亿股股份，发行对象

为包括基金等不超过10名的特定对

象，募集资金不超过40亿元，在扣除发

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用于购买

控股股东天齐集团间接持有的泰利森

19.99%或65%的股权，金额不超过37亿

元。同时，以不超过1亿元的价格向天

齐集团购买其直接持有的天齐矿业

100%股权。

需要指出的是， 此次增发还存在

一定的变数。 目前天齐集团已间接持

有19.99%的泰利森普通股。 由于天齐

集团承诺其间接拥有的泰利森股权均

全部由天齐锂业收购， 因此天齐锂业

收购泰利森权益将为19.99%或65%，视

收购是否成功而定。 因此在收购泰利

森事项完成后， 天齐锂业将修正本次

非公开发行预案。

公告显示， 泰利森是一家在加拿

大多伦多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泰

利森除拥有西澳大利亚格林布什矿

外， 还在智利进行一个较大规模的卤

水锂探测项目， 该项目包括7个盐湖，

另外还有一系列资产。截至2012年9月

30日， 泰利森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

东的净资产约为人民币14.78亿元。天

齐锂业表示， 泰利森所属的澳洲与智

利等矿区资源丰富、品质好，矿石开采

具有成本优势， 对泰利森这样一家具

有战略地位的原料供应商的收购是十

分必要的。

广安爱众

控股股东引进战略投资者

广安爱众（600979）今日公告称，

公司于12月24日接控股股东四川爱

众发展集团通知，日前爱众集团实际

控制人———广安区人民政府、爱众集

团与四川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签订

了《增资扩股协议》，拟引进水电集

团作为战略投资者以增资扩股的方

式参股爱众集团，此事还在履行相关

程序，工商变更尚未完成。此事项实

施后，广安区人民政府持有爱众集团

66%的股权， 水电集团持有爱众集团

34%的股权。

东方电气

限售股将解禁

东方电气（600875）今日公告称，

11993万股限售股将于12月28日上市

流通。 这部分限售股源于2009年的非

公开发行， 而持有这部分限售股的为

控股股东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有限公

司，因此抛售压力并不大。

华神集团

股东质押股份

华神集团（000790）今日公告称，

日前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四川华神集团

通知，12月20日四川华神将其持有的

公司 500万股 （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的

1.43%）质押给中国农业银行成都金牛

支行， 为公司在该行办理的贷款追加

提供质押担保物。 截至2012年12月21

日， 四川华神持有公司股份7879.93万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2.52%；其中质押

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5.09%。

成都商报记者 李智

林州重机

一期太阳能项目达可使用状态

林州重机（002535）25日公告，公司

已完成一期3MW太阳能光电建筑应用

示范项目的建设，并通过验收，目前已达

可使用状态。

航天科技

收购华天机电研究所股权

航天科技（000901）25日公告，公司

宣布通过公开挂牌交易方式， 成功收得

北京华天机电研究所97.8%股权，收购金

额为9701万元。

同仁堂

控股股东减持可转债

同仁堂（600085）25日公告，公司控

股股东同仁堂集团于12月21~24日，累计

出售同仁转债12.05万手，占发行总量的

10%。 同仁堂集团现仍持有同仁转债

139500手，占发行总量的11.58%。

锡业股份

冶炼分公司停产检修

锡业股份（000960）25日公告，公司

冶炼分公司为保证冶炼设备完好和持续

正常生产， 将按计划对冶炼设备进行停

产检修。本次检修计划于12月27日开始，

预计检修时间为35天。

鲁西化工

控股股东完成增持计划

鲁西化工（000830）25日公告，公司

控股股东鲁化集团于10月16日~12月21

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增持公司

股份2929.72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2%，

已完成增持计划。本次增持后，鲁化集团

共持有公司32.37%的股权。

*ST漳电

获4000万元财政贴息

*ST漳电（000767）25日公告，公司

收到山西省财政厅通知， 将从电源基

地建设基金中安排公司4000万元财政

贴息， 专项用于公司银行贷款利息补

贴。上述补贴款项将计入公司2012年度

损益。

七星电子

获得5341万元科技专项资金

七星电子（002371）25日公告，公司

于12月24日收到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

员会通过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拨

付的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地方财政配套资

金共5341万元， 用于配套公司三项研发

项目。在项目研发周期内，该政府补助将

确认为递延收益。

西泵股份

拟3.8亿元投资汽车部件项目

西泵股份（002536）25日公告，公司

拟在郑州新区（

中牟

）汽车工业园内成

立全资子公司郑州飞龙汽车部件有限公

司（

暂定名

）并新建年产300万只汽车部

件项目，项目总投资3.8亿元，公司预计

项目达产后， 将实现销售收入约5.05亿

元，实现年利润总额约4066.6万元。

中昌海运

孙公司获2000万元财政补助

中昌海运（600242）25日公告，根据

阳江市阳西县财政局下发通知， 公司全

资孙公司阳西中昌分别获得阳江市财政

局和阳江市阳西县财政局下发的航运业

财政扶持资金1200万元、800万元。

成都商报记者 王海慜 实习记者 李映泉

近期大盘的反弹涌现出不少 “急先

锋”，国海证券（000750）连番大涨更是领

涨券商股，12月4日以来其涨幅高达80%，

而同期大盘涨幅近10%。

令人惊奇的是， 国海证券大涨的背

后，一方面是公司股东在大宗交易平台的

密集“跑路”，另一方面是市场资金的争

相涌入。

昨日，国海证券再次现身大宗交易平

台，成交500万股，成交价格为10.31元，成

交5155万元。买方为长江证券上海宁波路

营业部，卖方为国海证券桂林阳朔县蟠桃

路营业部， 该营业部自今年9月6日以来，

已经13次减持国海证券，累计减持2249.17

万股，减持金额为2.06亿元。除了上述席

位减持国海证券以外，12月20日和21日，

国泰君安株洲长江南路营业部两日内减

持1100万股，减持金额1.09亿元。

相比于公司股东的“跑路”，市场资

金对国海证券似乎青睐有加，知名游资席

位先后现身龙虎榜，助力国海证券连番大

涨。昨日的龙虎榜数据显示，中信建投杭

州庆春路营业部位列买1席位， 买入4263

万元， 长江证券上海宁波路营业部买入

2845万元，位列买2，而知名游资席位银行

证券厦门美湖路营业部和财通证券温岭

东辉北路营业部也分别买入1753万元和

1559万元。

不光实力游资买入，市场热传的私募

大佬徐翔的席位也在此前“染指”国海证

券 。12月 20日 ， 国泰 君 安 交 易 单 元

（227002） 和 国 泰 君 安 交 易 单 元

（390426）分别买入国海证券9817万元和

3370万元。次日（12

月

21

日

），上述两席位

分别抛售1亿元和3435万元，获利走人。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杨维波

*ST方向恢复上市

昨晚， *ST方向（000757）公告称，

经深交所上市委员会2012年12月24日召

开的第七届上市委员会第十二次工作会

议审议， 公司股票恢复上市申请事项获

得审议通过。这意味着，这家暂停上市近

5年的公司，有望于2013年恢复上市。

*ST方向是一家1997年上市的老牌

川企，由于连续3年亏损，自2007年5月23

日起暂停上市。

据*ST方向官网介绍称， 目前公司

下辖内江峨柴鸿翔机械有限公司、 内江

金鸿曲轴有限公司两家公司， 主要从事

汽车曲轴的生产及销售业务。*ST方向

总经理臧晶曾表示， 目前公司主业已实

现盈利。

成都商报记者 席大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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