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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商股发力 沪指创阶段新高

从盘面看， 上周五A股呈现出多点开

花的局面，有高送转预期的个股再度上攻，

“北斗卫星导航”概念股吸引了不少人气，

年末“常客”新三板、国际板也出来凑热

闹，迪斯尼概念等也被资金惦记着，不过下

午临近收盘时， 金融股尤其是券商股的发

力， 才真正带动沪指创出自1949点反弹以

来的新高2234点， 也因此使得沪指年K线

翻红，为今日的收官战打下了不错的基础。

纵观1949点以来的反弹， 以金融股为

代表的蓝筹股起到了莫大的推动力， 包括

银行、保险、券商在内的泛金融，以“招保

万金”为代表的地产，以上汽、广汽为代表

的汽车，以中国铁建、中国中铁为代表的基

建，以及“两桶油”等。不过，相比12月14日

的89点长阳和12月25日的54点长阳， 上周

五（12

月

28

日

）的27点阳线显得短了很多，

而且成交量也是递减的， 短期沪指是否见

顶，暂难下定论，但成交量递减仍值得投资

者注意。

2012回顾：一年一轮回

回顾2012年，沪指走的是六部曲：1月、

2月上攻，3月回调，4月再攻无果，5月至8月

主跌，9月至11月宽幅震荡，12月大反弹。这

么涨涨跌跌下来，沪指年初是2212点，现在

差不多又回到了起点。

2012年是新政年，IPO新政让定价进

一步市场化，ST股“以停代退”的时代也

宣告结束，转融通开闸使双向交易离我们

更近；2012年是解禁年， 大小非解禁潮集

中袭来，自8月底以来4个月时间，解禁股

份数量大概接近50亿股，市场承受着大小

非澎湃的抛压，而这一现象又与汇金在10

月份，罕见现身并高调增持工行、农行、中

行、 建行股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2012年

还是 “黑天鹅” 乱飞的一年， 比亚迪

（002594） 赶上了E6起火惨案， 健康元

（600380）因“地沟油”受惊重挫，双汇发

展（000895）再爆“蛆虫门”，爱尔眼科

（300015） 遭遇 “封刀门”， 汤臣倍健

（300146）有螺旋藻铅超标之争，通化金

马（000766）一度深陷毒胶囊漩涡，塑化

剂让白酒板块哀声连连……

2012年也是熊年， 上证综指和深证成

指在17个全球主要市场股指涨幅中， 位列

倒数。 当然， 这一年A股也有罗顿发展

（600209）、秦岭水泥（600217）、天津磁卡

（600800）和浙江东日（600113）这样的大

牛股，但同时，大立科技（002214）、亿晶光

电（600537）、爱施德（002416）、梦洁家纺

（002397） 等熊股也让投资者惨遭套牢甚

至割肉。不过这些都将很快成为历史。

展望2013年，投资者听到最多的关键

词是“改革红利”、“城镇化”等，这些都

给了投资者憧憬2013年的理由，那么2013

年股民们的股票投资能否有不错的收益

率呢？

成都商报记者 赵阳戈

A股今迎收官战

上周五， 沪指终于再

度站上2212点， 年K线翻

红， 为今日的2012年收官

战减轻了不小的压力。年初

沪指从2212点兴致勃勃地

出发时，不少投资者可能对

2012年的A股存有不少期

待，现在回头看，会蓦然发

现沪指其实又回到了起点，

令人不免五味杂陈，一年恍

如一梦。

12月28日 （

上周五

），A股热点不少，

但这当中不得不提的两大板块是“北斗卫

星导航”和“船舶制造”，这两个板块被热

炒的导火索无疑都是消息。

北斗卫星导航开通服务

随着“北斗卫星导航系统”12月27日

正式提供连续无源定位、 导航、 授时等服

务，A股次日就有反应。12月28日， 合众思

壮、北斗星通、四维图新涨停，海格通信、超

图软件等出现大涨， 板块涨幅高达4.09%，

无疑是当日的明星板块。

据中信证券研究，“北斗二号”应用部

分的产业链大致分为3部分，即上游为基础

产品， 包括天线、 芯片、OEM板卡、GIS地

图、模拟源等；中游为终端产品，这些终端

产品广泛应用于军事领域和民用领域，在

民用领域， 终端产品又被分为专业终端产

品和消费终端产品； 下游为系统集成及运

营服务。 至于产业化的进程又分为三个阶

段：军方先导、行业示范和民用推广。

如果考虑到北斗导航军事应用将首先

启动， 而示范行业内的设备终端也有望短

期内快速增长， 同时芯片又是北斗导航终

端的灵魂，那么在军用导航、示范行业和芯

片制造均具有优势的公司就值得注意，比

如说北斗星通和海格通信。

网传振兴船舶业

12月 28日， 船舶制造板块涨幅为

3.92%，其中，舜天船舶大涨7.3%，太阳鸟、

广船国际都有上佳表现，整个板块飘红。

该板块的发动源自一则消息。 据网络

消息，多部委正在研究制定《“十二五”后

三年（2013~2015）船舶工业行动计划》，

由于船舶工业对经济发展和国防意义重

大，因此重点企业也将在财政、金融、税收

等方面获得支持。

对于上述两板块， 市场人士告诉成都

商报记者， 船舶行业虽然11月全球新船订

单111艘，环比增长3个百分点，国内新船订

单也有所增加，达到47艘，但整体来看，全

球船舶行业仍在“过冬”，理由就是新增运

力大于需求，这将压制运价的转好，景气度

难以回升。相对而言，其更看好北斗卫星导

航产业。

“看看美国Trimble公司的走势就让人

振奋”，该人士表示，美国Trimble公司随着

GPS的发展，1993年到2012年市值增长了

46倍，净利润复合增长率23.36%，北斗卫星

导航系统作为中国版的GPS， 势必将带动

整个产业的发展，而美国Trimble公司就是

A股相关公司的样本。

成都商报记者 赵阳戈

随着

2013

年的临近， 一个统计数

据越来越引起市场各方的关注， 那就

是

2013

年

A

股限售股解禁市值将达到

2

万亿元。

2010

年

A

股市场

IPO

融资额

以逼近

5000

亿元的惊人规模雄居全球

第一。在业内人士眼中，

IPO

高速运行

的“后遗症”最终会在三年后的

2013

年

全面爆发。

相比

2009

年

7

月

IPO

重启后的缓

慢热身，

2010

年新股发行进入“黄金时

段”，这一年有

347

家公司成功上市，募

集资金逼近

5000

亿元。 相对于

IPO

募

集的资金， 三年后首发原始股的解禁

则显得更为惊人。以桂林三金为例，其

2009

年

IPO

募资

9.1

亿元，而公司今年

7

月解禁的近

4.2

亿股首发原始股对应

市值逾

50

亿元。在即将到来的

2013

年，

桂林三金的故事将在近

350

家公司身

上上演。

数据显示，

2013

年解禁股份对应

市值合计将超过

2.1

万亿元， 相对于

2012

年的近

1.2

万亿元出现了明显的

增长。

“即使解禁之后 ，控股股东也不

会大肆减持”， 这种想法被证实很不

靠谱。

就在

12

月

13

日， 乐通股份发布公

告称， 控股股东珠海智明因理财及自

身发展需要， 计划未来十二个月内减

持所持公司部分股票， 预计减持比例

合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9%

。 乐通

股份原始股在今年

12

月

11

日才上市流

通，解禁刚刚两天，控股股东就迫不及

待地提出了巨额减持计划。

实际上，乐通股份并非个案，宇顺

电子、新世纪、神开股份等公司在限售

股解禁之后， 均遭到了控股股东的减

持。相对于控股股东，一些上市公司高

管们表现出了更为强烈的套现欲望。

根据数据，

2013

年

7

月份是解禁最

高峰，解禁市值逼近

8000

亿元，几乎占

到全年解禁市值的

4

成。之所以出现这

一情况， 主要还是由于超级大盘股农

业银行首发原始股的解禁。

不过，考虑到汇金的增持等因素，

农业银行解禁后面临的抛压其实并不

算大。 如果剔除农业银行解禁影响的

话，

7

月解禁压力就小很多。

其余各月的解禁力度相差并不太

大。最低的

10

月解禁市值在

900

亿元左

右， 另外

11

月解禁市值约为

990

亿元，

除此之外的

10

个月中 ， 解禁额都在

1000

亿元以上，其中

2

月、

9

月和

12

月解

禁压力较大， 涉及市值分别为

1607

亿

元、

1511

亿元和

1554

亿元。中国证券报

中国证监会30日宣布，拟允许符合条

件的证券公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私募

证券基金管理机构等三类机构直接开展

公募基金管理业务。

根据证监会的 《资产管理机构开展

公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业务暂行规定

（

征求意见稿）

》，证券公司、保险资产管

理公司、 私募证券基金管理机构开展公

募基金管理业务应该具备的基本条件包

括：3年以上证券资产管理经验， 治理内

控完善，经营状况良好、连续三年盈利，

没有违法违规行为， 成为基金业协会会

员等。

暂行规定还针对三类机构设定了管

理规模、净资本、分类评价级别等特殊条

件。对于证券公司，要求管理资产规模不

低于200亿元， 最近12个月各项风险控制

指标持续符合规定标准，最近一个季度末

净资本不低于10亿元，最近一年证监会分

类评价级别在B类以上。

对于保险资产管理公司，暂行规定要

求其管理资产规模不低于200亿元， 最近

12个月偿付能力指标持续符合监管要求。

对于私募机构， 要求其实缴资本不低于

1000万元，最近三年资产管理规模均不低

于30亿元。

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说，根据初步

统计， 有16家证券公司、14家保险资产管

理公司符合上述条件，可以申请开展公募

基金管理业务。

新华社

根据沪深交易所安排，本周仅有两个

交易日———12月31日和1月4日，沪深两市

将迎解禁高峰，两个交易日限售股解禁市

值达641.91亿元，其中，12月31日解禁市值

接近480亿元。

据西南证券统计，12月31日和1月4日

沪深两市共有56家公司的解禁股上市流

通，解禁股共计100.63亿股，占未解禁限售

A股的1.42%，其中沪市80亿股，深市20.63

亿股；以12月28日收盘价计算，解禁市值

为641.91亿元， 其中， 沪市5家公司为

397.75亿元，深市51家公司244.16亿元。

西南证券首席策略研究员张刚分析

说， 本周解禁市值比上周增加超过五成，

目前计算为8月中旬以来的单周最高。

沪市5家公司中， 中国北车在12月31

日将有71.78亿股限售股解禁上市，解禁市

值323.01亿元， 为本周沪市解禁市值最大

公司；解禁市值排第二、三名的公司是宝

钛股份和凤凰股份，解禁市值分别为35.11

亿元和22.80亿元。

深市51家公司中，爱尔眼科的限售股

将于1月4日解禁，解禁数量2.11亿股，解禁

市值36.17亿元，是本周深市解禁市值最大

的公司；解禁市值排第二、三名的公司是

乐普医疗和红日药业， 解禁市值分别为

35.92亿元、21.36亿元。

统计显示，56家公司中有30家公司限

售股会在今年最后一个交易日12月31日

解禁，合计解禁市值479.65亿元，占到全周

解禁市值的74.72%，解禁压力集中。

新华社

12月28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三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修订后的《证券投

资基金法》，将于2013年6月1日起施行。修

订后的《证券投资基金法》在加大基金持

有人保护力度的同时，首次将非公开募集

基金纳入调整范围，这意味着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获得合法地位。

28日，业界翘首企盼的《证券投资基

金法》修订终于尘埃落定，最大的亮点是

首次将私募基金纳入了法律的调整范围。

全球基金研究机构晨星中国研究员

王蕊指出，目前私募基金阳光化更多是通

过信托来实现， 如果能真正给予其 “合

法”的身份，从信息披露、证券报备等多渠

道加强对私募的监管，将有利于树立行业

公信力，使行业能更规范健康地发展。

“这无疑将降低私募基金的运营成本，

也为私募基金运作规范之后发行公募产

品创造条件。” 德圣基金研究中心首席分

析师江赛春表示。

相对于私募入法，早已纳入《证券投

资基金法》的公募基金也做出调整，加大

了基金持有人的保护力度。

例如，针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召集难度

大、发挥作用难的问题，新法适当降低持

有人大会召开的门槛，将基金份额持有人

大会最低出席人数从50%调整为三分之

一，并引入二次召集大会制度。

同时，新法还参照《证券法》的规定，

加强了基金监管， 完善了基金治理结构，

将基金管理人的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纳

入监管范围。明确基金管理人及其从业人

员禁止从事内幕交易、利益输送，禁止虚

假出资或者为他人代持股权、抽逃出资等

规定。

此外，法律规定公开募集基金的基金

管理人应当从管理基金的报酬中计提风

险准备金，公开募集基金的基金管理人因

违法违规、违反基金合同等原因给基金财

产或者基金份额持有人合法权益造成损

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可以优先使用

风险准备金予以赔偿。

不过， 私募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

不纳入《证券投资基金法》。这意味着一直

备受争议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和风险投资

基金（PE/VC）将不纳入该法。

新华社

资金紧跟热点 追捧北斗、船舶股

热钱寻踪

IPO后遗症2013年爆发

2万亿解禁市值来袭

延伸阅读

《证券投资基金法》修订通过

私募基金获合法地位

本周解禁市值达641.91亿元

证监会拟允许保险等三类机构开展基金业务

上证指数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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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图

房屋租售●光华金河谷163低售66620888

写字间租赁
●科华北路宏地大厦租85242558
●领事馆写字间优租85229756

营业房
●转租2千平家具馆18981795881
●瑞联路营业办公出租81703472
●抚琴二楼280平租13982199880

酒楼·茶楼转让
●大型酒店优价租13547802277
●酒店中餐厅转让13982102023
●外双楠1700酒楼13708029977
●十陵千平酒楼转18980932955

餐馆转让
●榕德啤酒广场(成温立交)4000平米
联营或出租13880557180张
●转青羊大道550平米豪华餐厅，
宜开餐厅茶楼18980801111
●海椒市1200平火锅、干锅转让承
包或联营可停车18011511599
●衣冠庙380火锅转18011597350
●荷花池400平餐转13880300056
●桐梓林850平餐转15198075067
●理工大旁火锅转13678199863

美容美发转让
●交大十字路口100平美发旺铺优
转13550019723

店铺
●紫荆小区43平转13258362991
●东城根下街金口岸248平整租分
租均可无转让费13880054018
●高攀路旺铺出租13908081697
●新会展洗车场转15608017788
●二楼商铺300平13350094982

厂房租售

●●租转让55亩房带地均可仓储
物流学校养老市场13880306558

●龙潭工业园区内2000平米厂房,
300平办公室出租电话84209166
●出售2600平厂房18215573783
●速冻食品租有证13708192718
●羊安标厂70亩租13982086626
●崇州工业园厂房13908066546
●青白江厂房出租13072871286
●新都区宝光寺后货运大道旁一
万平米库房出租13981755666

●温江厂房出租18628190333

●犀浦厂房出租18615779670

●优租彭州1100平13908185396

●温江永宁3千平厂13666130755

●青白江工业80亩转让88098158

●白家厂库1200平15982135075

●调味品厂转让13628059966

●川陕路蓉都大道天回路418号场

地厂库房办公楼出租83573335

●二类修理证/厂房13568896116

●什邡2500厂房租13547912222

●温江工业园区厂房库房出租，通

水电气，电话13558753381李

担保公司

房产抵押咨询

●钱媒投资，专业中介，详询
18081985598,18081986598招商

●寻购土地或合作13198543600
●公园物业招商13808208379
●转青城山绝版地18681251383
●售生态饲养野猪15196842096

摄影培训
●博瑞摄影培训87799557空调修移
●成百专业修空调加氟85554420
86111141●87026022●87782201家电维修
●成百修空调彩电冰洗86252819中央空调销售安装清洗
●大金中央空调4S店★84597190全自动麻将桌
●新电脑麻将合作18328736388

貂毛染改
●貂衣染改★皮具护理87466696订票·票务
●特价机票86664472★86664474租车行
●祥成最低价各种车型84555318

●85191832和谐●新车85198098
●吉安★高中低档新车83028288装饰装修
●消防咨询施工4008636119
●千盛(餐娱办公)装饰87493838彩板·钢构
●活动板房钢结构13982087779石材养护·抛光
●亮丽翻新晶面抛光蜡61377778

清洁公司
●安洁清洁石材防水毯61362155
●东怡保洁85183374★87687466
●洗外墙13730608085烟机石材保洁服务
●乐当家85151456毯85171456蜡
●净牛专业家庭保洁★87327168
●保洁就找鲜鲜智家4000499996疏通管道
●87544168专业抽掏疏86277444疏管掏粪
●玛利管道工专业疏管87308888
●84700128疏管抽掏粪85434505
●87535331疏管抽掏粪85580227
●西门专业疏管抽掏粪87734118搬家公司

●百顺87766028空调琴86266468

●人民85051718空调87776177琴
●好运低价84446188★84439358

●大发搬85188195空调83288888

●红运低价84337798▲84345188

●月月红★180元搬家85181335
●棒棒87486898优84896294空调
●玉龙搬家87326666低86259642丧葬一条龙服务
●85593168周氏灵堂棚86276116

二手货交换

●急收15902878988空调桌椅等
●收空调餐厨废旧13551226500

●收空调桌椅茶楼18782222668
●高收一切二手货13678000662

典当行
●人和典当★汽车民品87086222
●融通典当★方便快捷87573162

供求大串通
●猫狗粮20起送可刷卡86860000

律师服务

商标·专利
●凯飞●商标专利版权86938500工商行业咨询
●办执照、资质、验资86252656

●低价办执照★资质8627 7220

●德益办照验资资质★86622900

●优价专业工商财务速66637688

工商行业全程服务
●66660107低快办照★各类资质
●免费快办照验资资质66555007
●资质壹(甲)级升级★85450444

●专业代办执照资质86531377

取名
●酿名苑★★专家取名66000076
测名.择吉日.选宅www.yzqn.com商务咨询
●探真天下R调查公司84192213,
4006-594-007网址tanzhen. com
●迪泰婚姻调查寻人★61320466
●诚信婚查成功付13882236045
●婚姻调查★专业寻人87606030

●★百信调查公司135513963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