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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二孩政策放开效果渐显
育龄夫妇期盼经济扶持与指标放宽同步

随着春节的临近，随处可见节日
的喜庆氛围，A股市场也不例外。昨日
两市继续温和上涨，创业板更是走出
了三连阳的行情，让期待春节红包的
朋友们收获了小小的惊喜。

那么，走出三连阳的创业板，是
否就能够转危为安了？首先来回顾
一下昨天的市场，上周五两市携手
反弹，个股出现普涨后，市场预期也
明显变得乐观起来。昨日，A股市场
也正如大家所期望的那样，延续了
反弹的走势。

上证指数小幅高开后稳步上
冲，盘中最高触及3145.84点，虽然
之后有所回落，但收盘之时依旧上
涨13.63点，报收于3136.77点，上涨
0.44%。沪市昨日1481亿元的成交额
较上周五有所增长，但依旧处于低
位。当然，临近春节，市场观望情绪
会更加浓郁，成交量处于低位也在
情理之中。

再来看创业板，昨日0.35%的涨
幅虽然较上周五1.99%的涨幅明显
缩水，但在昨日上涨之后，创业板指
还是迎来了“三连阳”（上周四是假
阳线），在去年12月快速下跌以来，
这还是首次出现。股市上有句话，叫

“三根阳线改变信仰”，那么创业板
究竟能不能转危为安？

就在这两天，基金公司都披露
了2016年四季报，仔细梳理一下，其
中还是有不少有价值的信息。有媒
体对基金四季报进行了统计，发现
不少中小板和创业板股票在四季度
遭遇基金大幅减持。比如网宿科技、
康得新、大华股份、圣农发展、宜通世
纪等股票都遭遇机构大幅减持。曾经

位列基金前十大重仓股的银禧科技、
全通教育、汉鼎宇佑等股票在基金四
季报中更是已不见踪影。

简单对照一下这些被基金减持
的创业板个股的走势，也确实能感
受到基金减持所带来的杀伤力。那
么，基金经理们对中小创未来的走
势又怎么看？有的基金经理就提出，
由于新股上市速度加快、壳资源和
并购重组的价值下降，对于高估值
小盘股有比较大的估值压力。

简单地说，在小盘股去年第四
季度调整的背后，是机构的明显减
仓。而未来一段时间内，机构对小盘
股依旧是比较谨慎的。而除了创业
板之外，基金四季报中透露的另一
个数字值得大家注意，那就是各类
偏股基金股票仓位均微幅上升，股
票型基金仓位仍维持88%的高水位。

相信不少朋友听说过，股市上
一直流传的基金“88魔咒”的说法，
也就是说当偏股型基金仓位达到
88%或以上时，A股将会见顶回落。

当然，这个所谓的“88魔咒”究
竟会不会很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
去网上搜索一下。但有一点，88%仓
位水平确实是比较高了，这就意味
着机构即使想要大幅加仓，也没有
那么多的“子弹”，更多还是采取调
仓换股的方式来优化结构。比如去
年第四季度，很多机构选择买入制
造业、金融业等白马大蓝筹，那么中
小创自然就遭殃了。

具体来说，达哥还是维持此前
的观点，目前创业板还是属于超跌
反弹。综合目前基金仓位来看，市场
想要有明显的起色，仅仅依靠场内
资金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增量资金
的推动，但在目前至少还看不到资
金入场的迹象。 （张道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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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创小盘股“凶手”现身
他们接下来会怎么做？

在资本市场上，每到春节前必
然有一只股票牵动投资者的神经，
那就是高价蓝筹贵州茅台（600519，
收盘价351.22元）。贵州茅台昨日以
356.88元高开，盘中触及历史新高
359.80元后，震荡下行。《每日经济新
闻》记者注意到，贵州茅台在春节前
一般都会有一定动作，基金公司
2016年四季报数据也展示了机构对
贵州茅台的偏爱。

昨日一开盘，白酒板块迅速上
冲，其中表现最为抢眼的是贵州茅
台。记者注意到，贵州茅台开盘后便
一路上扬，涨幅曾一度超过1%，最高
达到359.80元/股，再创历史新高，随
后涨幅出现回落。

截至收盘，贵州茅台股价达到
351.22元/股，总市值达4412亿元。此
外，五粮液上涨1.27%，泸州老窖上
涨0.62%，古井贡酒上涨0.93%，口子
窖上涨1.38%，其余各酒类个股如伊
力特、金种子酒等均实现上涨。

在大盘调整时，贵州茅台为什么
能“牛气冲天”？答案可能是机构抱团
取暖。昨日，105家基金公司2016年四
季报数据全部披露完毕。纵览四季报
数据不难发现，去年四季度公募基金
偏爱低估值大盘蓝筹股和消费股。贵
州茅台无论是数量还是规模上，都成
为公募基金的“团宠”。

天相投顾统计显示，重仓贵州
茅台的基金数量在去年三季末为

115只，到了去年底进一步猛增至
184只之多。至此，无论是重仓的基
金数量还是持仓市值，贵州茅台都
取代了格力电器，荣登公募基金第
一大重仓股宝座。

实际上，在去年四季度，股市出
现震荡调整之时，公募基金纷纷把
低估值的蓝筹股当成避风港。深圳
某私募基金经理表示，每当年中和
年末时，管理层选择去杠杆的几率
比较大，会导致市场的资金流动性
趋近。这时，杠杆率比较低的高成长
性蓝筹就像贵州茅台一般都会有比
较好的涨幅。这也可以说是在风险
比较大时，机构在抱团取暖。

（每日经济新闻）

上会数量
比去年同期增长37.1%

1月23日，碳元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等6家公
司的IPO首发申请上会并获得通过。
今日，又有广东新劲刚新材料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等四家公司的IPO首
发申请拟上会。这意味着在这两天，
IPO首发申请的上会数量已达10家。

如果在1月24日，上述四家公司
正式上会后，今年1月的IPO首发申

请上会数已增至48家。然而从预计的
募集资金来看，这48家拟IPO上市企
业的首发募集资金已超过200亿元。

每经投资宝（微信号：mjtzb2）注
意到，从同期横向对比来看，这48家
IPO首发上会数量已创下最近10年
新高。从统计数据可以发现，往年1月
上会数量的峰值是在2016年，上会数
量达到35家。由此可见，今年1月的这
一水平较去年同期足足增长37.1%！

“IPO上会数量增多说明了监管
层审核效率在大大提升，审核程序
更加简化。”武汉科技大学金融研
究所所长董登新对记者表示，过去
IPO审核程序漫长，效率比较低下，
所以IPO上会企业的数量并不高。

“IPO审核效率提升对企业是一种鼓
励和正面导向，促使更多有实力的
企业通过IPO来完成上市。”

审核更加关注
IPO信息的合理性和合规性

一方面企业IPO上会的速度在
提升，另一方面被否的企业也在增
多。比如柳州欧维姆机械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思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等6家企业“闯关”失败。另外还有山
东先达农化股份有限公司这一家被

暂缓表决。而横向对比来看，IPO首
发申请被否的企业数量也创下了最
近十年的峰值。与此同时，IPO首发
申请过会率为84.09%。

从被否的审核意见来看，监管层
的关注点不仅局限于盈利能力、关联
交易等财务指标，同时还将审核重点
扩展到股权转让合理性、企业交易真
实性等问题。在最近被否的柳州欧维
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发审委关注到
其过往股权转让的合理性和合规性。
除此之外，发审委还对其业务费真实
性及合法合规性提出了询问；在上海
思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审核意见
中，发审委询问其与浙江华通之间的
交易是否真实、公允以及是否存在特
殊利益安排等。此外还质疑其部分交
易背景和商业合理性是否真实、公允。

“这说明监管层越来越淡化企
业纯粹财务指标的高低，利润多少，
而更加关注IPO材料的合规性、真实
性、完整性，对企业信息披露的要求
也越来越严格。”董登新说，从审核
结果来看，监管层依然是在IPO材料
的合规性、真实性、完整性这三个方
面着手下文章，“我判断这些也将是
IPO审核的重中之重，以后IPO申报
材料的信息造假也将越来越难。”

（每日经济新闻）

今日有4家企业IPO上会
1月上会数量已增至48家

贵州茅台盘内创历史新高
为何年末机构钟爱茅台？

2016年是实施全面二孩政
策的第一年，也是实施单独二孩
政策的第三年。从2017年1月22
日国家卫计委新闻发布会上公
布的数据来看，全面二孩政策
已取得一定成效。数据显示，
2013年以前，二孩出生比重在
全年出生人口中的占比始终保
持在30%左右。2014年、2015年
提升幅度比较明显。到2016年，
二孩及以上在出生人口中的占
比超过45%，较2013年提高十几
个百分点。

不过，政策放开后，并不是
所有育龄人群都有生孩子的意
愿，其中一部分有生育意愿的
人群也面临“想生不敢生”的情
况。究其原因，主要是受到养育
成本、照料压力、高房价加重经
济负担、女性职业发展等因素
的约束。另外，据卫计委数据显
示，当前我国托育服务短缺非
常严重，0~3岁婴幼儿在各类托
幼机构的入托率仅为4%。这也
是制约一部分人群不愿意生育
二孩的原因。

样本调查——
几大因素影响二孩生育意愿

卫计委2015年生育意愿调
查结果显示，因为经济负担、太
费精力和无人看护等原因而不
愿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分别占到
74.5% 、61.1% 、60.5% 。而 到 了
2017年，这些因素仍影响着人们
生二孩的意愿。

在北京工作7年的李源（化
名）已有了一个两岁的孩子，当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向他问询
是否打算生二胎时，他直言“不
生”。“养孩子的成本已在家庭日
常开支中占了大头。”李源说，现
在小孩平均每个月开销就要
4000多元，这还是没有附加亲子
班等教育、没有雇工、自己带孩
子情况下的成本。“如果进行所

谓的精细教育，成本更高。”不过
对李源来说，成本负担还不是他
不想生二胎的终极原因。“最根
本的原因还是没人带。”

李源告诉《每日经济新闻》
记者，“老婆那边父母有田地，而
且她还有一个哥哥也刚结婚生
孩子，孩子需要她父母照顾。我
的父母都在做生意，比较忙。”

此前，李源的妻子在生完孩
子后辞了工作，做起了全职妈
妈。夫妻两人也曾考虑过一些托
幼机构，“但感觉不太放心，还是
想尽量让亲人在孩子身边。”

不过，即便想将孩子入托，
也会有相当的难度。据卫计委数
据显示，托育服务短缺非常严
重，0~3岁婴幼儿在我国各类托
幼机构的入托率仅为4%，远低
于一些发达国家50%的比例，我
国80%的婴幼儿都是由祖辈参
与看护。

与李源不同，在齐聚科技
负责公关工作的张丽，有婆婆
帮忙照顾孩子，但她也对记者
表示不愿意生二胎。“在北京养
孩子成本太高了。”她说。张丽
在北京已打拼6年，有一个3岁
的儿子。她对记者说，除孩子基
本的衣食开销外，孩子马上要
上幼儿园，额外要加每个月学
费3000元。“公立幼儿园难进，
孩子每月3000元的私立幼儿园
学费在北京还是便宜的。”张丽
说，是因为在郊区才3000元。

“如果生二胎能给生活带来幸
福，我会。但生二胎是给家庭带
来负担，让一胎生活水平下降，
受 教 育 水 平 下 降 ，我 就 不 生
了。”张丽说。

生二胎究竟会增加多少负
担呢？刘文（化名）是北京一家公
司的管理层人士，他对《每日经
济新闻》记者笑称，因为自己是
独生子女，所以希望孩子能有兄
弟姐妹陪伴，于是生了第二胎。
但有了两个孩子后，支出增大，
自己快成“月光族”了。

家住江苏连云港市的全职
妈妈高婷（化名），积极响应二孩
政策，目前已是两个孩子的妈
妈。但两岁多的大女儿的早教班
学费让她“压力山大”。高婷说，

“女儿从一岁半开始上早教班，
现在已经花掉1万多了。”

国家卫计委计划生育指导
司司长杨文庄指出，有调查显
示，育儿成本已占到我国家庭平
均收入的近50%，教育支出是最
主要的一个负担。

他山之石——
国外采取经济支持等鼓励政策

在育儿成本较高的情况下，
国务院等40多个部门也进行了
明确分工，解决推进全面二孩的
各项问题。同样，为鼓励生育，诸
多发达国家推出各种各样的鼓
励政策。

杨文庄表示，从发达国家的
经验看，各国在鼓励生育上，主
要采取经济支持、提供托幼服
务，还在女性就业方面提供一些
便利和促进政策。

在韩国，政府向月收入低
于一定水平的新婚夫妇每年提
供5万套保障性住房，为怀孕女
性提供一定的产前诊查费用
等；在德国，其采用“儿童金”政
策来鼓励生育，每个孩子每个
月可以从国家领取补助，直到
18岁成人，并且从第三个孩子
开始金额更高；在法国，孕妇一
共有16周产假，休产假的政府
员工拿100%工资，私企员工视
公司情况而定等。

而在中国，伴随着全面二孩
政策的推行，各地纷纷修改、完
善再生育的政策条件，如广东等
地，通过延长女性产假来为二胎
生育提供便利。不过，围绕鼓励
二孩的政策发力，多位专家呼吁
更多的政策配套出台。

（每日经济新闻）

成效
2017年1月22日国家卫计委公布的

数据显示，“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一周年已
取得一定成效。2013年以前，二孩出生比
重在全年出生人口中的占比大约30%左
右；到了2016年，占比超过45%。

顾虑
因为经济负担、太费精力和无人看

护等原因，一些家庭在生二胎上还存在
顾虑。另外，当前我国托育服务短缺，也
是制约一部分人群不愿意生育二孩的原
因。多位专家呼吁更多的政策配套出台。

尽管春节临近，但IPO的上
会审核工作仍在有条不紊进行
中。昨晚，证监会公布最新发审委
消息，碳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6
家公司的IPO首发申请上会并获
得通过。而在今日，又有广东新劲
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4
家公司的IPO首发申请拟上会。
短短两天，IPO首发申请的上会
数量已达10家。事实上，统计1月
数据发现，IPO首发申请的上会
数量已达48家，这一水平已远超
以往同期。然而，一方面企业IPO
上会的速度在提升，另一方面被
否的企业也在增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