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盘自2月18日调整以来，已历时两个半

月，大多数投资者都被套。此时，投资者对股

市最大的期待莫过于政策支持和管理层的正

面表态。

而让投资者感到欣慰的是，证监会近期

给予了市场积极的回应。证监会主席肖钢近

日勉励证券期货监管者都应做“中国梦”的

践行者， 这是肖钢首次对资本市场发声，而

《每经投资宝·天天赢家》充分理解这一含义

并在昨日作出重点报道。昨日两市的大涨给

予了肖钢以及《每经投资宝·天天赢家》正面

的回应。

肖钢力挺资本市场

证监会网站周四公布了证监会主席肖

钢对证券期货监管系统青年的寄语，题为

《与年轻的资本市场共进》， 勉励青年干

部做“中国梦”的践行者。文章称，“中国

梦”是全体中华儿女的梦，每一位证券期

货监管者都应做“中国梦”的践行者。我

国资本市场二十余年来由小到大，正在加

快形成多层次体系， 成为了实现 “中国

梦”的重要载体。

针对肖钢上任以来首次公开对资本市

场发声，《每经投资宝·天天赢家》昨日在

“每经精选”栏目中明确指出，下跌已久

的市场给肖钢首次讲话正面回应的概率

大。同时，《每经投资宝·天天赢家》昨日

也在“每经精选”栏目中对R Q FII进行了

报道。

而昨日A股市场的大幅上涨， 再次证明

了《每经投资宝·天天赢家》的成功解读。

乐视网创历史新高

继前期针对流媒体龙头奈飞（N etflix）

公司股价暴涨并挖掘出乐视网 （300104）之

后，《每经投资宝·天天赢家》又于4月26日凌

晨在“公司前沿”栏目中报道了“乐视网将

正式推超级电视”。

《每经投资宝·天天赢家》获悉，乐视网

此前预计二季度末推出的乐视超级电视将于

5月7日提前发布。 乐视超级电视方面负责人

此前曾表示，该产品将走低价策略，可比同类

型产品的降价空间多出50%左右。

自4月26日报道以来，乐视网短短三个交

易日涨幅达15% ，最大涨幅达20% ，股价再次

创出历史新高。更为重要的是，本次报道的时

点恰好是乐视网调整充分之时。

前瞻性预判市场大势， 精准捕捉个股行

情脉络，《每经投资宝·天天赢家》 愿与众多

投资者在2013年共同收获丰硕的果实。 如果

您想更及时地把握市场脉搏， 第一时间获取

市场的主流热点信息，就赶快加入《每经投

资宝·天天赢家》的用户大家庭中来吧。

成都商报记者 何建川 樊国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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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或出台

锂电池概念股爆发

“很久没有见到这种场面了。”一位

投资者感慨。

昨日（5月3日），有媒体报道新能源

汽车补贴政策有望在今年上半年推出，

受此影响， 沪深两市多只锂电池概念股

涨停。

成都商报记者翻阅资料发现，上一

次这个板块的集体大涨尚要追溯到

2011年11月14日。当时，包括财政部在

内的四部门曾联合下发通知，要求进一

步做好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的示范推广

工作。

昨日是“五一”假期结束后的第二

个交易日，当天沪深两市几乎全线飘红，

涨停个股多达20多只。

成都商报记者发现， 这些涨停的股

票几乎有一半来自锂电池概念， 例如江

苏国泰（002091）、欣旺达（300207）、新

宙邦（300037）、佛塑科技（000973）、当

升科技（300073)等。

资料显示， 江苏国泰的控股子公司

华荣化工是国内锂电池电解液的先行

者，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国内第一，近两年

排名世界第二， 其扩产的1万吨/年锂电

池电解液正在办理竣工验收手续。 新宙

邦同样生产锂电池电解液， 产能为3600

吨/年。 欣旺达主要生产锂电池模组；当

升科技生产锂电池正极材料。

锂电池股的大涨， 或源自一则报

道。该报道称，财政部、工信部等四部委

已达成共识，将于今年上半年出台新能

源汽车补贴政策。

报道还援引了工信部部长苗圩今

年3月的讲话,苗圩说，工信部正会同有

关部门研究新的节能与新能源汽车补贴

政策， 新政将按节油率将汽车划分为16

个档次，补贴底线也将大于3000元。

此前，财政部等四部委曾于2010年5

月31日发布《关于开展私人购买新能源

汽车补贴试点的通知》。

通知指出，中央财政安排专项资金，

支持开展私人购买新能源汽车补贴试

点。补助标准根据动力电池组能量确定。

对满足支持条件的新能源汽车， 按3000

元/千瓦时给予补助。插电式混合动力乘

用车最高补助5万元/辆； 纯电动乘用车

最高补助6万元/辆。

起初，试点城市为上海、长春、深圳、

杭州、合肥，随后增加至25个。

成都商报记者 许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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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指重回2200

红五月需防两大暗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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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利好促反弹

两市均放量涨逾1%

����受券商创新或再加速、 外盘走强等

多重利好促动，3日A股双双反弹。 上证

综指重回2200点整数位， 与深证成指同

步出现1% 以上的涨幅。与此同时，两市

成交明显放量。

昨日上证综指以2179.05点小幅高

开，此后稳步走升重返2200点上方。早盘

沪指摸高2222.81点后有所回落，尾盘收

报2205.50点， 较前一交易日涨31.37点，

涨幅为1.44% 。

深证成指走势相仿，8847.67点的收

盘点位较前一交易日涨129.48点， 涨幅

为1.49% 。

伴随股指反弹，沪深两市个股普涨，

告跌品种总数不足130只。 不计算ST个

股和未股改股，两市22只个股涨停。

权重指标股全线走高。 总市值排名

前30位的个股中， 平安银行涨幅高达

4.34% ，中信证券、海通证券、中国建筑、

华能国际涨幅也在3%以上。

与前一交易日约1200亿元的总量相

比，当日成交明显放大，分别为783亿元

和848亿元，总量超过1600亿元。

昨日所有行业板块均录得正涨幅，

其中汽车、 券商保险两板块整体涨幅超

过2% 。旅游餐饮、化肥农药、日用品、酿

酒造酒板块涨势稍弱。

沪深300指数涨43.27点至2492.91

点，涨幅达到1.77% ，略强于沪深大盘。10

条行业系列指数全线飘红，300可选、300

医药、300金融涨幅超过2% 。

沪深B指双双反弹。 上证B指收报

260.57点，涨7.52点，涨幅达到2.97% ；深

证B指收报823.11点，涨14.12点，涨幅为

1.75% 。

券商创新发展研讨会本月举行，或

推动券商创新再加速。 欧洲央行宣布降

息，带动外围市场继续走强。在多重利好

因素的带动下，A股暂别持续调整，出现

放量反弹。

新华社

新华基金

5月继续震荡筑底

4月份市场震荡偏弱，上证综指下跌

2.62% ，深证成指下跌2.23% ，仅创业板指

实现逆市上涨，上涨幅度为2.65% 。行业

层面，上涨最多的3个行业是传媒、家电、

汽车，下跌最多的3个行业是军工、煤炭、

餐饮旅游。

新华基金认为，预计5月份行情继续

震荡筑底、走势依旧偏弱。房地产、银行、

汽车以及家电中的白马股仍可继续关

注，回避创业板风险。行业方面，房地产

未来需求可以一夜间爆发， 而供给则很

难短期跟上， 因此短期无需担心房价向

下风险， 年底的风险在于不动产登记的

推进程度，可能会导致二手房供给增加，

但不影响上市公司业绩。

金元证券徐传豹

关注量能是否持续放大

本周仅两个交易日，大盘探底回升，

上证综指在周四一度创出年内新低，周

五受欧洲央行降息等因素影响反弹，站

上了5天均线，但成交仍不理想，目前5天

均量低于10天均量， 说明量能整体仍为

萎缩趋势。

数据显示，2012年全部A股上市公

司实现净利润19544亿元，比上年增加不

到1% ，创下2008年以来最低增速。国家

统计局公布的4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

指数为50.6% ，环比出现回落，显示经济

增长仍存不确定性。 下周将有券商创新

大会召开， 投资者可关注相关政策信息

及盘面反应。 上证综指均线交汇处压力

较大，若无持续的量能配合，难以有效突

破，投资者可关注未来量能的情况，目前

仍宜保持较低仓位，等有效放量突破后，

可择机加仓。

首创证券张帅

空头已成强弩之末

节后A股低迷态势略有改观，市场人

气有所恢复， 特别是创业板表现出的强

势。场内资金风险偏好重新提升，但由于

经济基本面的制约， 大部分资金仍然偏

向成长类小盘股或消费板块。

4月PM I数据惨淡；银行业一季报显

示利润增速下降，不良贷款增加；监管风

暴升级，高层不断提示风险，并在金融全

领域收紧敞口。随着这些利空逐个现身，

市场基本完成消化。 但目前仍有少许潜

在不利因素还未兑现，如4月其他经济数

据可能不佳， 以及即将召开的券商创新

大会可能给此前人们过高的预期当头一

棒。若这些剩余利空形成合力，助大盘完

成最后一跌，甚至不跌反涨，那么A股中

期底部将正式确立， 后市将迎来较为明

显的阶段性机会。

5月中旬后随着利空出尽，股指或能

拨云见日， 现阶段系统性风险释放已至

末端，外围市场一旦展开高位调整，或许

就是A股逆流而上的契机。操作方面，尽

可能排除外界干扰，逐步提高风险偏好，

在2200点下方逢低配置半仓左右低估值

周期类蓝筹股或指数基金。 对于涨幅巨

大的成长类个股， 反而要注意高位补跌

风险。

成都商报记者 周婷婷

昨日市况

在2012年年报、2013年 1

季报纷纷出炉后，5月也完成了

首周秀，在几经挣扎下，沪指再

度收复2200点这一整数关口，

总算给投资者带来些许安慰，

也令投资者对“红5月”的期望

冉冉升起。说来也是，在年报季

报风险过后，月线3连阴后迎来

收红，在历史上也并不少见。不

过，由于5月份同样要面临经济

复苏预期降低和 IPO重启等不

确定性因素，“红5月”一说，仍

待重重考验。

《每经投资宝》准确解读肖钢发声

乐视网昨再创历史新高

说起来，5月的首周也就两个交易日。

在度过五一假期之后，连续创出3根月阴线

的大盘，5月2日首个交易日的跳空低开着

实把投资者吓了一跳， 好在当日大盘横向

运动，虽然是“开门黑”，但好在有惊无险。

5月3日，沪指像是憋足了劲一般，微幅高开

后一路上攻，盘中甚至出现了40点的大涨，

最终沪指收于2205点，涨幅1.44% ，成功收

复了2200点整数关口。

从盘面来看，数十点的上涨是多方共同

的作用，主板、中小板均有贡献，而创业板指

数昨日更是创出了去年12月反弹以来的新

高。板块当中，金融板块成了英雄，包括银

行、保险、券商股共计39只标的，无一例外全

部收红。此外，此前大跌的煤炭和有色板块，

也加入了做多的行列。另就概念来说，汽车、

传媒、新能源、石墨烯等也均有表现，尤其是

锂电池概念股，在江苏国泰、欣旺达等龙头

的带动下， 以平均4.87%的涨幅排在了所有

板块之首。

消息面上，则是多空均沾。利空如最新公

布的4月PM I数据环比走弱，再度印证了经济

弱复苏的态势， 但同时由于这类利空已经被

市场消化， 所以“R Q FII配套细则出齐，2000

亿元额度将开闸”的利好，对市场有所鼓舞。

同时欧洲降息以及人民币升值使得以人民

币标价的商品有了价格提升的机会。其他利

好还有外资加买银行股似乎对前期外资做

空中国是一个有力还击。

由于市场已经承受了长达3个月的下

挫，外加年报季报风险期已过，5月首个交易

日“当跌不跌”，翌日各方发力推大涨，这显

然让投资者看到一些“红5月”的希望，这个

苗头能否延续呢？

“很难说，毕竟有些事情还未落地”，据

某市场人士告诉成都商报记者，表面风光之

下却有暗流涌动，归纳起来，其一是经济数

据，其二是IPO 的回归及方式。

据公开信息显示，5月9日至5月13日将

陆续公布物价、信贷、以及总量数据，5月23

日将公布5月份汇丰PM I预览值，而由于5月

1日发布的2013年4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

理指数（PM I）显示为50.6% ，较上月回落0.3

个百分点， 这是该数据在3月份短暂反弹后

的再次回落，低于预期的结果无形之中也加

剧了市场的心理负担。对此，国务院发展研

究中心研究员张立群曾公开分析称，4月份

PM I指数小幅回落，表明经济回稳的基础还

不巩固。从需求面看，新订单指数、出口订单

指数、积压订单指数均在下降；从库存方面

看， 产成品库存和采购量指数也在下降。这

些情况表明，订单水平下降开始使补充库存

转为去库存。4月份购进价格指数大幅降低，

也反映了企业预期向负面的变化。综合这些

情况， 预计未来经济增速有小幅下行的可

能。应着力稳定国内需求，提高经济回稳的

可持续性。

除上述经济数据偏弱的隐忧之外，市场

的一大心结IPO 回归，至今迟迟没有落定。

IPO 自2012年11月暂停之后， 何时重启

一直备受市场各方瞩目。这主要是因为历史

上7次IPO 重启之后，A股都有不同程度的下

跌，IPO 因此被认定为引发股市下行的元凶，

而其背后的逻辑则主要是IPO 的发行会引发

市场资金面的大规模失血，尤其是在市场资

金面捉襟见肘的大背景下。“谈IPO 色变”，

已然成为了市场的惯性思维。

但从目前来看，IPO 的启动有着微妙的

异样。 首先是监管部门对拟IPO 企业专项财

务核查“风暴”成效显现，800多家IPO 在审企

业中有超过百家企业被终止审查， 令排队等

待上市的企业名单压缩了超20% ，去伪存真显

然对于肃清IPO 市场有好处。 另一方面，IPO

改革也在市场中不断发酵， 比如说市值配售

一说，也被市场定义为激发正能量的方法。

从上可知， 未来IPO 的回归， 是鹿是

马，尚难以定论，其对市场的影响，也就更

加复杂。

对于5月行情，从目前来看，大多机构

意见偏谨慎。

比如说招商证券认为在当前无政策、

IPO 重启仍未定的背景下，反转或趋势性反

弹的条件仍不成熟； 中原证券也表示鉴于

投资者对国内经济复苏的预期逐步降低，

如果近期缺乏实质性的利好政策刺激，不

排除两市股指近期持续下挫、 震荡寻底的

可能。稍微乐观一点的如申银万国就表示，

未来会有三方面因素支撑市场在波折中震

荡上行。首先，2013年的弱复苏是周期性因

素推动，因此除非政府出重手调控，或者国

际经济形势发生重大变化， 否则周期性经

济规律将起主导作用， 因此不必为短期波

动太过担忧；其次，弱复苏好于强复苏，一

方面维持市场预期， 另一方面不致引发紧

缩调控，这可以构成反弹基础，但尚不足以

形成强有力的可持续的做多动力；第三，预

期波动引发震荡甚至回调， 但不至于透支

预期，有利于行情的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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