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心

提示

昨天看到的一则报道很有意思，

有欧洲“股神”之称的基金经理波顿，

在彻底退出从事

35

年的基金管理工作

之际发表感言称，“我愿意承认， 我最

大的遗憾， 就是当初对中国股市作出

了错误的判断。”

2010

年， 原本已经退休的波顿在

一趟中国行后再次出山， 推出了富达

中国特殊情况基金。但是，中国股市的

下跌，令波顿的基金投资人损失惨重。

2012

年年初，波顿延长了原定

3

年的任

期，试图扭转基金业绩。如今该基金虽

然已跑赢大盘，但仍仅略高于发行价。

波顿说，“我当时以为中国股市会迎来

4

年的上涨， 结果它经历了不止

4

年的

下跌。”有人说，中国股市就是一个消

灭神话，消灭股神的地方，波顿就是典

型的例子。而波顿的失败也证明了，在

当前的

A

股市场，要想看多做多，是要

冒很大风险的。

在大盘没有形成有效突破，或者宏

观经济没有明显改善之前，很多人还是

会选择谨慎对待市场， 而不是一味唱

多。昨天，大盘完全没有了之前强劲反

弹的势头，沪指大跌近

30

点，勉强站在

2100

点上方。 两市的权重股集体走软，

尤其是金融、石化和地产三大板块对股

指的拖累最为严重。 昨天市场的大跌，

实际上也是唱多风险的一种体现。

对于接下来的行情， 我认为由于

股指期货交割日（本周五）日益临近，

市场波动幅度可能会比较大。 现在这

个阶段， 向上突破和向下突破都不是

轻而易举的事，因此，经过昨日的大跌

之后，今天出现反弹也并非不可能。总

之，

A

股市场唱多不容易， 唱多是要冒

风险的。 （张道达）

道达邮箱：

daoda@263.net

根据国家有关部门的最新规定， 本手

记不涉及任何操作建议，入市风险自担。

暂别连续两个交易日的分化走势，15

日沪深股指双双回调。 上证综指勉强守住

2100点整数位， 与深证成指同步出现1%以

上的跌幅。

昨日上证综指以2125.90点的全天最高

点小幅低开，此后震荡走低。盘中沪指一度

跌破2100点，收盘勉强守住这一整数点位，

报2101.60点， 较前一交易日跌29.94点，跌

幅为1.40%。 深证成指收报7449.70点，跌

133.58点，跌幅为1.76%。

伴随股指下行， 沪深两市大多数个股

收跌，仅600多只品种上涨。不计算ST股和

未股改股，两市15只个股涨停。昨日沪深两

市分别成交911亿元和989亿元， 较前一交

易日略有增加。

大部分行业板块随股指收跌。 券商保

险板块连续第二个交易日出现在跌幅榜首

位，且跌幅接近2%。银行、煤炭、石油燃气、

建筑工程、 汽车等多个权重板块跌幅也超

过了1%。昨日仅IT、农业、电子三个板块逆

势上涨，且幅度十分微弱。

前期受益“沪港通”政策拉动的蓝筹

股，昨日集体下行，并对股指形成拖累。加

之市场对于将于近期公布的一季度国民经

济增速不乐观， 担忧情绪的上升也压制了

股指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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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筑股份2013年年报显示， 其主营业

务为桥梁功能部件， 该项业务2013年全年

贡献了营业收入57.66%的份额， 此外公司

还从事特种汽车、 路面施工机械及搅拌设

备等业务。

2013年， 新筑股份首先在四川省内开始

尝试有轨电车的生产制造。 当年5月公告显

示， 公司中标新津县交投公司现代有轨电车

示范线项目。

不过，早在2011年9月，新筑股份就表示

与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组建合资公

司，开展城市轨道车辆装备和配件业务。“当

时成立合资公司是为了在整车制造上获得技

术优势。”周思伟如此表示。

记者注意到，“采购合作+资源整合”是

新筑股份进入轨道交通领域的特有模式。

“如果没有签订合作协议，我们的关系只

是普通的产品或业务采购， 但基于轨道交通

产业发展的规律， 我们希望通过将产业链相

关方资源进行整合的方式，增强自身的实力，

也做强产业， 因而将来可能在关键部件生产

等方面组建合资公司。”周思伟表示。

这一战略或与四川省加强轨道交通制造

业的战略有关。据《成都日报》报道，该公司

投产后， 将达到年产300辆地铁生产组装能

力， 产能超过百亿，“将带动新津乃至四川省

内轨道交通产业重大提升和发展”。

华创证券今年4月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认

为， 新筑股份2014年将进入业绩上升周期，

“主要驱动力有二： 一是从政策来看，4月2日

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深化铁路投融

资体制改革加快铁路建设政策措施，利好铁路

行业，新筑股份传统业务受益于行业增长而底

部反转；其二是新业务现代有轨电车开始贡献

业绩， 新津县6条现代有轨电车线路的建设将

给公司带来丰厚的订单。”

《每日经济新闻》

CDTV-2财经视点

每日为您保驾护航！

周二大盘中阴杀跌， 终结6连阳行

情。银行、券商、地产等蓝筹股普跌，呈现

持续杀跌的走势，导致股指一路走低，沪

指一度跌破2100点整数关口。 优先股上

半年或难获批等利空消息让空头短期占

了上风。股指突破半年线和年线后，回踩

确认，以及年线附近的震荡不可避免。主

力借利空打压洗盘再正常不过， 不排除

决策层发布相关的稳经济措施， 则大盘

有望在政策的倾斜下迎来反弹。总之，昨

天的回调不是反弹的结束， 大盘震荡蓄

势后，必将继续上攻。

CDTV-2财经节目以一贯的专业、

准确和深入，继续服务广大股民观众。

周一至周五每天12：00、18:00 《吕冲说

市》，两档节目邀请著名证券分析师透

彻解析大盘、详说板块、精研个股，在

迷雾重重的行情中为你正本清源。今

晚的嘉宾是长江证券陈迎、 国海证券

黎天启、 西南证券兰波、 汇阳投资陈

勇，敬请关注。本周，哪位分析师最受

欢迎？市场最关注的热点又是哪些？下

周机构最看好哪些股票？ 一切尽在周

五18：00《吕冲说市》特别节目“周末

金马汇”。

《每日经济新闻》是一张面向全国发行的财

经日报，周一至周五出版。成都各报摊有零售。

订报电话：

028-86516389

。 更多精彩内

容详见今日《每日经济新闻》报。

经营净现金流连续两年为负 12

西宁特钢资产负债率逼近80%� � �

新筑股份牵手两巨头 华创证券力挺

担忧情绪上升 两市股指双双回调

唱多不容易

资料图片

*ST二重

第一季度业绩预亏

*ST二重（601268）今日公告称，经

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预计公司2014年第

一季度经营业绩将出现亏损， 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亿元左

右。*ST二重表示，目前重机行业所处市

场环境无明显起色，市场竞争依旧激烈，

市场价格持续低迷，公司产品订单不足，

造成任务量不饱和，部分产能放空，固定

费用消化能力不足。 公司虽采取了一系

列措施，但由于周期较短，销售毛利仍然

处于亏损状态，无法消化期间费用，形成

一季度亏损局面。

成都商报记者 李智

近日，新筑股份接连牵手两巨头。

2014年4月11日，新筑股份公告了与北车

大连电力牵引研发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北车大连电牵公司）的战略合作协议，新筑股

份将北车大连电牵公司作为供应商之一，在

甲方承建的可控工程项目中优先采购使用其

产品， 而北车大连电牵公司承诺给予新筑股

份双方协议定价机制下的价格（最惠待遇）。

同时，“双方可适时采用合资等方式， 共同投

资符合双方战略和业务方向的项目或企业，

具体合作事宜由双方另行协商确定。”

4月15日的公告显示，协议双方在海外工

程建设市场的开发中， 将互相推荐双方的产

品或服务。

除北车大连电牵公司外， 新筑股份还与

中铁二院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中铁二院）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公司提

出“积极支持中铁二院‘中铁轨道交通高科

技产业园’的建设。”新筑股份董秘周思伟表

示， 此处的支持并非在建设资金上的支持，

“我们购置了一些商业单元，这个产业园实际

上是轨道交通产业联盟的落地， 进驻有利于

加强产业联盟。”

周思伟表示，“我们的合作分为几个层

面： 一是在产品上， 比如和北车大连电牵公

司，我们制造整车需要它的部件，同时也需要

中铁二院的专业设计能力；第二是技术合作，

在产品技术上深入合作；第三是资本合作，在

关键部件上， 可能与北车大连电牵公司组建

合资公司，进行产品开发。”

董秘：合作分三个层次

加码轨道交通

光明食品集团新闻发言人潘建军14日

证实，农工商房地产将借壳上市，这是光明

食品集团提高资产证券化率的一个战略举

措， 集团近年来一直在推动农工商房地产

上市，现在时机已经较为成熟。

此前，海博股份3月24日停牌时发布公

告称正在进行“筹划再融资事项”，而到了3

月31日，则补充披露称，光明食品集团正筹

划重大事项。4月12日， 海博股份公告披露，

经与有关各方论证协商， 控股股东光明食

品集团等拟将其所持有的农工商房地产有

限公司股权，通过定向增发注入上市公司。

公开资料显示，农工商房地产及海博

股份的第一大股东均为光明食品集团。截

至2013年年底，光明食品集团实际持有农

工商房产的股份比例为96.57%。截至2013

年年底，光明食品集团持有海博股份的比

例为35.81%。

农工商房地产官方网站上公布的数据

显示，2013年2月至2014年2月，公司储备土

地3290亩，是前三年土地储备的总和，累计

增加项目25个。目前其土地储备65%集中在

长三角地区， 其中上海占13.8%， 江苏占

23.4%，浙江占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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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食品集团：农工商房地产将借壳上市

集成电路行业： 09

万亿进口额的国产化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