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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报名细则

责编 谢欣 美编 袁治华 商报官方微信 cdsb86612222 商报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成都商报 腾讯微博：@成都商报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商报电子版 www.cdsb.com

14
2015年12月8日

星期二

证券

昨天，A股市场延续震荡态势，这也与
我对近期行情的判断较为吻合。就沪指而
言，最低下探至3500点附近，但收盘却上涨
11.94点。尽管指数波动幅度不大，但整个
运行过程中，却又充满着恐惧与诱惑。

在市场中，要说令投资者感到恐惧的事
情并不少，比如，招商证券准备开年度策略
会了，这原本是机构非常正常的交流会，但
由于每逢招商证券开会大盘就必跌，令人足
够恐惧。昨天，甚至有网友发文称“跪求招商
证券别再开策略会”。我觉得，招商证券策略

会的“魔咒”还是其次，昨日盘中有传闻称注
册制方案可能即将出台，这对投资者心理产
生的冲击可能会更大。一直以来，大家都认
为，注册制一旦推出，意味着新股发行门
槛将进一步降低，而目前被市场追捧的中
小创，则有可能因为供给量的大幅增加，
导致估值加速回落。因为这种想法所带来
的恐惧非常正常，也十分合理。但是我们
应该看到，如果真正拥有成长前景的公
司，绝不会因为上市公司数量大幅增加而
不被看好。再说即便是注册制推出，我认为
在初期，可能也不会出现IPO井喷的局面。

相反，因为注册制的推出预期，一些
相关题材股开始对游资产生诱惑力了。比
如昨天，创投板块就明显走强。这也说明，
尽管大盘指数窄幅震荡，但个股的活跃度
并未冷却。除了创投板块外，影视文化、虚

拟现实等题材股也有非常强的表现。而前
期一度被机构追捧的“二八”转化，到了本
周似乎又没有人再提起了。

由此看来，市场依然在原有的格局中运
行，缺钱就不可能炒大盘股，大盘指数也只有
震荡运行。而小盘股前期跌得较为充分，本周
反弹预期相对较强。但由于注册制的传闻屡
屡出现，也使得小盘股分化将会加剧。总体而
言，未来一段时间，市场极有可能继续在恐
惧与诱惑中徘徊，而随着震荡时间的延长，
或许变盘的时间也逐渐临近了。 （张道达）

道达已在微信平台开辟专栏，读者可
在周日至周四晚间通过微信直接查看最
新股市观点，详情请关注“每经投资宝”微
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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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论坛现场，座无虚席，针对当前投
资人颇为关心的A股走势问题，水皮表
示，当大家贪婪的时候，在座的绝不能贪
婪，当前上市公司估值并不重要，而重要
的是供求关系，现在已进入了上市公司股
票价值重估的拐点。

谈到投资机会，水皮解释说，A股市
场大起大落，但每年都有趋势性投资机
会，这个机会是等来的。老股民喜跌不喜
涨，而新股民相反，鉴于注册制来袭，不建
议股民满仓操作。

趋势性机会靠“等”

12月5日下午，在业内号称“中国股市
第一牛人”的水皮出现在华润·金悦湾高
端会所的论坛现场。水皮首先给广大股民
的一个重要词语就是“淡定”。他介绍说，
当前炒股就像赌博一样，股民往往管不住
自己，但大家贪婪的时候，在座的绝不能
贪婪。

今年上半年，A股市场上出现了像全
通教育、朗玛信息等诸多妖股，股价翻了
好多倍。为啥会出现股价暴涨？

水皮说，当前A股市场上，公司估值
似乎并不是最重要的，而更重要的是供求
关系。随着今年6月份的一场罕见的股灾
发生后，当前A股市场进入了价值重估的
拐点。

在6月股灾之后，不少股民在反弹过
程中被套牢。水皮说，实际上，每年都有趋
势性机会，但把握好这个机会不是靠莽
撞，而是要靠耐性等待，如果今年错过了，
宁可暂时清仓，等待来年逢低入市。

什么才是下一波趋势性机会？梳理公
开报道后不难发现，业界认为较为一致的
机会如加入SDR后，H股与B股、人民币汇
率波动、优质蓝筹股、注册制、石油价格修
复等。

“老股民喜跌不喜涨，因为他们认为
股价连跌的过程就是风险释放的过程。”
水皮说，新股民相反，他们喜涨不喜跌，因
为还没赚到钱，希望股价一直往上涨。

建议股民不要满仓操作

当期，国内宏观经济GDP增速依然保
持了“中速”增长，尤其是股市和房地产作
为传统投资领域的重头戏，备受社会关注。

在股市基础制度上，包括注册制、新
股发行定价方式改革等都会出炉。谈到注
册制，水皮认为，原本今年要推出注册制
的，但股灾来了被延后，估计这个要到明
年3月会有新的结果，如今IPO重启比预
期的要早一些。

水皮强调说，明年注册制启动之
后，公司上市节奏会加速，上市大权交
给了沪深交易所，他们短期内势必会相
互争夺优质企业资源，比如爱奇艺、陆
金所等知名企业，但也不排除“打架”的
可能，也难免会让有瑕疵的企业蒙骗过
关，因此建议股民当前不要满仓操作，
这既是一个抓到牛股的机会，也是一个
避开雷区的窗口期。

华润·金悦湾受热捧

股市风险大，但优质房地产仍然受到
不少投资者的青睐。水皮演讲之后，很多

投资者涌向华润·金悦湾样板间进行参
观、考察，部分投资人也表达了强烈的认
购意向。

据了解，华润·金悦湾位于成都市历
史文化底蕴最浓厚、自然资源最丰富、生
活配套最齐全的城西外金沙板块。从商稷
周祀的金沙遗址，到杜鹃啼血的望丛寺，
再到杜甫草堂的盛唐文韵、青羊宫的晨钟
暮鼓……三千年文明的成都，人文向西，
贵脉相承。

华润·金悦湾号称是央企巨头华润置
地顶级高端系产品首次在成都的落地之
作，也是成都目前规模最大、定位最纯粹、
配置标准最高的顶级高端居住区。

仅在10月份，华润·金悦湾就热销了2
亿元，目前华润置地正在强推211平方米
的全新精装府邸，当前改善型需求强劲的
楼市格局下，城西金沙该稀缺项目深受市
场热捧。

华润·金悦湾营销总监陈圆表示，金
悦湾无论从室外景观设计、材料选取、室
内空间打造、物业服务等均做到了国际一
流，而售价上还处于洼地，随着外金沙公
共配套日趋完善，其居住品质和投资潜力
均会得以充分彰显。 《每日经济新闻》

第六届股王争霸赛已于近日
正式开始接受报名。此次大赛由成
都福星兄弟投资管理公司主办，宏
信证券提供交易平台。四川经济电
视台，四川交通广播电台，成都交
通广播电台参与跟踪报道。水晶球
财经、腾讯网、新浪财经、东方财富
网、华讯财经等提供网络支持和宣
传。比赛将在成都、北京、上海、深
圳等地的三十余家宏信证券营业
部同时进行。

中国股王争霸赛自2011年以来
已成功举办了五届，比赛选出了众
多优秀的操盘手，也诞生和培养了
多名优秀的私募基金经理，他们在
为期三个月的交易中，多创出100%
以上的收益。在刚刚结束的第五届
比赛中，选手“一支燕”以335%的超
高收益率夺得股王桂冠。

距离报名最后截止日期，仅剩
一周的时间。高超技术展示，高端经
验交流，众多丰厚奖品。还在等什
么？赶快抓紧时间报名吧！

每经官方微信
nbdnews

火山财富：5分钟阅
读实现财富增长

添升宝：擒获涨停
股的“神器”

投资宝：轻松获取
更多投资资讯

国联水产推高送转预案大跌
3机构提前抢筹近亿元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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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届中国股王争霸赛报名仅剩最后一周！

1、报名条件
自然人或法人均可，自带50万元

资金参赛。选手需要在指定券商--宏
信证券的指定营业部进行开户。

2、报名地点
成都、北京、上海、深圳、武汉、沈

阳等地的宏信证券营业部。
24小时报名及赛况咨询电话：

13980756108 400-077-8659（组委会
电话）

3、报名时间
2015年11月18日～12月14日（周

六、周日照常报名），9：30~18：00。
●奖项设置
A、总奖
本次大赛设冠军、亚军、季军各一

名，优秀奖七名，前十名均会获得主办
方签章的荣誉证书一本。

冠军奖品：宝马520高级轿车一辆；

亚军奖品：人民币现金5万元；
季军奖品：人民币现金2万元；
优秀奖品：人民币现金5千元；
B、每月大奖：根据选手每月的

收益率，为月收益率第1名颁奖。
月冠军奖品：人民币现金5000元。

1212月月55日下日下
午午，，由每日经济由每日经济
新闻与华润置新闻与华润置
地主办的地主办的““水皮水皮
杂谈杂谈 谈股论楼谈股论楼””
高端论坛在成高端论坛在成
都华润都华润··金悦湾金悦湾
举办举办，，号称号称““中国中国
股市第一牛人股市第一牛人””
的著名财经评的著名财经评
论家水皮及诸论家水皮及诸
多投资者进行多投资者进行
了互动交流了互动交流。。

恐惧还是诱惑？

招 聘

●05机光华4K师傅13666271942

空调修移·家电维修
●85559418专修移空调87772265
●成百空调厂家修移86629948

便民服务
●87535331疏管抽掏粪85580227
●专业疏管改管抽掏粪87526455

二手货交换
●高价收二手物资13980534602
●高收一切二手货13908040721
●高价收二手物资13438314556

●高收空调桌椅厨13880961438
●15902878988急收空调桌椅等

装饰装修
●餐厅、铺面装修13880358023

工商行业咨询
●61515001低快办照★各类资质

律师服务

商务咨询

●了解婚姻真像询13060076919
保洁服务

●家庭工程保洁15680994479

搬家公司
●大发大车83358888优83355555
●宏运搬家84446188★84439358
●人民搬家大车200起85051718
●张师傅搬家180元起85181335
●玉龙87326666低价86259642优

启 事
●都仁华位于中和街道222号15
栋1单元1楼1号房屋产权证（双
权0304111）遗失
●陈英二代身份证511024197606
017645于2015年12月4日遗失
●徐焕伟二代身份证5101131980
12185617于2015年12月4日遗失

●陈洪涛位于仁和春天大道36栋1
单元24层2493号房款收据、契税收
据、维修资金收据遗失作废
●卢洪建身份证510122197402
097913于2015年11月17日遗失
●兹有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五桂桥分理处营业执照正
副本(注册号510100000133857)遗
失，特此声明作废
●刘海身份证510103197011041
024于2015年11月26日遗失
●林萍位于成华区站北西横街4号
7栋4单元4楼6号房屋产权证(监证
号:1459613)遗失
●四川金信勘察基础工程有限公
司开具给成都市第一建筑工程公
司建筑业统一发票发票联一张遗
失 (发票代码251011221025号码
00435793)，特此声明
●裴中华身份证(5106231972
02059211)及户口本遗失

房屋租售

●簇桥千盛旁独栋5000平招租可
联营有车位电话15756255394

●苏坡独栋精装办公楼800平
带设施每平米25元13908087299

酒楼·茶楼转让
●府青路500㎡酒店茶坊外租
电话：18100833216
●春熙路酒店转让13982072996

餐馆转让
●王府井旁90平快餐面店优价转
让,临川报春熙商圈18080077877
●少陵路260旺铺转15908136068
●市中心300旺铺转15908136068

●建设路第五大道520平餐饮商
铺转让，13540836046
●营门口中餐230平18980596482
●幸福梅林农院转18908031601

店 铺

●转盐市口烤涮店18108193807
●高新区天顺路临街门面急售，建
94㎡248万13908358147业主袁
●万年场临街1-3楼旺铺转让,
2405平,可餐饮.超市.金融.办公
.医院.休闲.娱乐13981860810
●优转金阳路旺铺13618062354

厂房租售
●温江海峡科技园厂房3000平
出租水电齐15882044508
●新都标准厂房租13980049088
●大小厂库房出租13881819112

●西航港厂房出租18040329020

●德阳经开区百亩厂房场地租售
德阳南出口即到18990218389
●龙泉16000平厂房13808062436

●开发区标准厂房租赁85730559

招 商

●建筑工程寻总包13072883607
●公司出让或合作15708444468
●求购租办学场所18581897039

●加油站转让出售18981984667

四川长虹
投资组建并购基金

四川长虹（600839）今日发布公告
称，12月4日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发起成立申万宏源长虹并购基
金（有限合伙）的议案》，同意公司与申
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旗下的全资直投
子公司申银万国投资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申万投资）共同发起组建申万宏
源长虹并购基金，基金总规模拟为100
亿元，首期认缴资本额拟为10亿元，其
中公司拟以现金出资1.5亿元。

四川长虹表示，公司本次与申万
投资设立并购基金，通过对公司战略
相关产业项目进行投资、收购、培育
管理，最终以上市公司并购、IPO等
方式退出，从而实现基金收益与科技
成果转化的双赢。该并购基金的设立
有助于公司培育和发展新的业务增
长点，助推四川长虹战略转型，对公
司持续长远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在今日，四川长虹宣布，公
司与上海岚裕投资共同发起组建四
川长虹岚裕投资基金，基金规模5亿
元，其中公司拟以现金出资5000万

元。四川长虹介绍，该基金定位于PE
投资，项目投资阶段处于公司已经参
与的四川虹云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投
基金，和正在发起的并购基金的中间
阶段，通过本基金的设立，将完善公
司从VC~PE~产业并购的基金投资
链条。

四川金顶
重组标的公司签战略协议

四川金顶（600678）今日发布公
告称，公司于6月17日向中国证监会
申报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申请文件，拟通过
发行股份方式收购北京德利迅达科
技95%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目前处
于中国证监会审核阶段。

2015年12月3日，德利迅达与中
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
作协议》，双方利用各自优势，在数
据中心领域展开充分合作，在全国
乃至全球范围内开展大数据业务的
开发、建设、投资和运维，并将专注于
国内外该领域的发展前沿与产业前
端，通过掌握核心服务技术，降本增
效，提升整体行业水平和竞争力，共
同促进全球纯绿色数据中心产业健
康稳定发展。 成都商报记者 李智

了解比赛实时动态，请关注公共号

川股动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