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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证券 11

近段时间，每到周四、周
五，就会有与万科相关的大事
曝出，8月15日这一节奏被打
破：万科A（000002，收盘价
25.06元）高开高走，10时36分
涨停并一直保持至收盘，股价
一举创出2008年4月14日以来
的逾8年新高。开盘一小时成
交额即突破70亿元，当日总成
交超78亿元，换手率达3.33%。

盘后龙虎榜数据显示，8
月15日以7.27亿元位居买1的
国泰君安广州黄埔大道营业
部与恒大中心仅数百米距离，
而机构席位大举卖出9.65亿
元。许多买入万科A的投资者
面对如此局面喜不自禁，但此
时笑得最开心的恐怕不是普
通投资者，而是恒大和宝能。

万科A股价创8年新高
宝能系浮盈235亿元

2016年8月16日
星期二

拍卖公告四川金石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受委托,我公司将公开拍卖以下标的：
1、 成都市武侯区致民东路 19 号 3 幢 1 楼 19—26 号商铺 （建筑面积 45.84m2）、

19—27号商铺（建筑面积 53.64m2），整体拍卖参考价 380万元，保证金 10万元。
该商铺位于九眼桥酒吧一条街核心位置，商业氛围浓厚，现由名为“自由人”的酒吧租用。
2、成都市锦江区汇源东路 88 号（仁恒滨河湾）2 栋 2 单元 30 层 3002 号住房，建筑

面积 217.04m2，参考价 320万元，保证金 10万元。
拍卖时间及地点： 2016年 8月 23日上午 10时在我公司拍卖厅举行
展示时间及地点:�即日起现址展示。
报名时间及地点:�即日起至 2016年 8月 22日 15时止在我公司报名。 请有意竞买者于报名截止

时间内持有效身份证件及规定数额竞买保证金(不计息)到我公司办理竞买手续。
公司地址：成都市西华门街 20号 3楼 四川金石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咨询电话:�18908008046���18908008047���������������������������������������������������������2016年 8月 16日

空调修移·家电维修
●85559418专修移空调87772265

租车行
●85191832和谐●新车85198098

搬家公司
●宏运搬家84446188★84439358
●人民搬家大车200起85051718
●玉龙87326666低价86259642优

二手货交换
●15902878988急收空调桌椅等

●高收一切二手废旧66619019
●高收一切二手货13908040721

律师服务

工商行业咨询
●61515001低快办照★各类资质

商务咨询
●了解婚姻真像询13060076919

启 事
●李雪梅的温江春江路花语岸契
税及维修资金（票号：4560，金额：
14570.6元，国土票号：1107234，金
额：23元）遗失。
●成都邦普切削刀具股份有限公
司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报关单
位注册登记证书（海关注册编码：
5101361756）遗失作废。
●庄伟城身份证44152219951003�
4577于2016年8月10日遗失作废

●四川巴蜀抗战史研究院不慎遗
失公章（编号：510100833108
2） 、财务章（编号：5101008331
081）、 傅尧法人章 （编号：
5101008331083） 声 明 作 废 。
2016年8月16日
●吴海蓉遗失2016年3月30日购车
时成都嘉诚汽车销售服务公司开
具的机动车统一发票 (报税联、发
票代码：151001522001、 发票号
码：01235101，金额85000.00元，发

动机号码1512331680、 车架号码
LGWCBC191FB015651）， 特此
声明！

房屋租售
●羊西写字楼出租18980882511
酒楼·茶楼转让

●商务酒店转让13281280353黄

厂房租售
●龙潭总部经济城办公室精装322
平及多套宿舍出租84209166
●食品厂出租有证15208389268
●开发区标准厂房租赁85730559

招 商
●市区稀有土地转18280456780

●转让成都建筑公司，含公路、
市 政、桥梁、隧道等6项三级资
质 。15982411848李先生

今日个贷中心积极响应政
策，为企业发展、自主创业提供
贷款支持。急需贷款的个人和小
微企业拨打电话028-86748844，
或者直接去体育场路2号，天府
广场旁，申请银行贷款都有机会
享受无抵押、额度高、放款快，银
行利息低至3厘的贷款产品，最
高额度可达3000万。
无抵押 社保公积金快速贷

最新推出的无抵押轻松办贷
款，想要贷款的朋友可凭借每月
工资放大60倍来办理贷款，月息
最低2.5厘，也可通过单位购买的
社保公积金做放大贷，还可用个
人商业保单做贷款，将年缴保费
放大60倍，可同时受理3张保单。
银行贷款利息低至3厘

个贷中心联合成都60余家商
业银行共同推出银行贷款，只要
贷款人名下有全款房、按揭房、全
款车、按揭车、营业执照、公积金、
社保、保单其中任意一样，均可办
理银行贷款；资料齐全，当天
就可放款。个贷中心推出了包
括信用、保单担保、动产抵押
贷款、不动产抵押、车贷等组
合担保方式的多个贷款品种。
还款方式多样，贷款下来后使

用才计息，不使用无任何利息。一
次办理，可反复使用。
车贷放款快至半小时

如果你是有车一族，急需周
转 资 金 ，也 可 拨 打 电 话
028-86748844申请汽车贷款。
只要资料审核完毕，最快两小时
就能申请到贷款，月息低至8厘。
此外，个贷中心还打通各家银行
通道，推出贷款新渠道：按揭车
和租赁公司的车以及装过GPS
的车都可以申请汽车抵押贷款。

前不久，市民张先生急需要
资金周转，奔驰车被相关机构查
封，不到半小时，他通过个贷中
心向银行申请到35万元的应急
贷款。

所以，只要你想贷款，不管
你有无抵押，只要拨打个贷中心
电话028-86748844，我们都将
为您获得最低利息的银行贷款。

贷款、投资……企业一站式
服务，就在个贷中心。

免费贷款 就在个贷中心

宝能系浮盈235亿元
恒大浮盈39亿元

万科A一路上涨，最高兴的也许是
宝能，此前在万科A股价持续下跌的背景
下，宝能买入万科的9个资管计划中，有7
个被套，分别是泰信1号、金裕1号、宝禄1
号、东兴7号、广钜2号、广钜1号和安盛3
号。其中，泰信1号一度警报高悬，最低价
和平仓线之间的差距一度只有0.12元。

恒大的介入，不仅解了宝能系9
个资管计划的燃眉之急，还让其产生
了一定的浮盈。

根据万科A昨日（8月15日）25.06
元的涨停价粗略估算，宝能系9个资管
计划目前已全部出现浮盈。其中，南方
资本安盛1号浮盈约9.5207亿元；南方
资本安盛2号浮盈约7.536亿元；南方资
本安盛3号浮盈约6.239亿元；广钜1号
浮盈约10.9亿元；广钜2号浮盈约1.90
亿元；泰信1号浮盈约8.033亿元；金裕1
号浮盈约11.52亿元；宝禄1号浮盈约
9.193亿元；东兴7号浮盈约5.551亿元。

9个资管计划累计浮盈约70.47亿元。
以上是宝能系9个资管计划的浮

盈情况，如果将钜盛华和前海人寿持
有的万科股权的情况考虑在内，且不
计融资成本和分红等因素影响，钜盛
华和前海人寿买入万科A时的股价按
照价格区间的最高价估算，宝能买入
万科A的平均成本为16.675元（总耗
资/持股总数）。截至8月15日收盘，宝
能累计花费467.32亿元买入万科A，其
持股市值为702亿元，浮盈约234.9亿
元。而恒大通过7个投资公司买入万科
A5%的股权，目前浮盈38.63亿元。

律师：万科因股权分布而退市
的可能性不大

在万科A不断被买入之际，8月14
日，财新网一则“当前万科A实际流
通股不足22.61%”的消息引发关注。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第18.1条第（十）项的规定：上市公司
股权分布发生变化不再具备上市条件是

指：公司股本总额不超过人民币4亿元
的，社会公众持有的股份低于公司股份
总数的25%；公司股本总额超过人民币4
亿元的，社会公众持股比例低于10%。

上述社会公众是指除了以下股
东外的上市公司其他股东：1、持有上
市公司10%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2、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人。

宝能和华润分别持有万科25.4%和
15.29%的股权满足第一个条件，因此它
们持有的股权不属于社会公众股权；代
表万科事业合伙人持股的盈安合伙基金
持股4.43%，万科管理层实际控制的金
鹏、德赢1号两个资管计划共计持股
6.2%，二者满足第二个条件也不属于社
会公众股。这样算下来，万科的社会公众
股最多还有48.68%，离退市距离还远。

对于占万科总股本11.91%的万科
H股是否为上述深交所规定的属于社
会公众持有的股份，记者采访了几位律
师。北京问天律师事务所张远忠律师
认为，由于万科的大股东并不希望公
司退市，他们不会让持股达到退市标
准，万科因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而最终退市的可能性应该不大。持有
相同观点的还有上海明伦律师事务所
王智斌律师，其认为“万科离私有化并
退市还有相当长的距离，因私有化而
退市的可能性不大”。

不过，即使11.91%的万科H股不属
于社会公众股，万科社会公众股最多还
有36.77%（48.68%-11.91%），离万科退
市距离也还远。实际上，在A股历史上
从未有一家上市公司因为股权分布
问题而退市。 每日经济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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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8月15日），A股市场火
力全开，沪指时隔7个月后首次站
上3100点，沪市成交量也创出今
年 4 月 13 日 以 来 的 天 量 ，达 到
3279.9亿元。另外，上周表现较弱
的中小创也开始发威，创业板指
数涨幅达3.27%。眼睁睁看着大盘
涨上去，一定有不少人在纠结：加
仓吗？要不要满仓？

8月14日，我在道达号（微信
号：daoda1997）文章中提出三个不
能回避的问题，其中一个是没有成
交量，另一个是中小创表现太弱，
导致市场赚钱效应不佳。而昨天，
这两个问题都一并得到了解决。

那么，昨日一战之后，未来对
大盘的态度是否可以更加乐观一
些？对于这个问题，我的答案是肯
定的。大家不妨看看分类指数的走
势，在金融、地产的推动下，上证50
指数连续两个交易日站上了年线。
此前达哥多次提到的中证流通指
数，也站上了年线。

此外，沪深300指数突破年线，
深成指突破年线，而沪指昨日盘中
一度突破，最终收在年线下方不远
处。随着越来越多的重要指数突破
年线，再加上昨日明显放量，对大
盘走势就可以更加乐观一些。

但是，8月14日提出的三个问
题中，还有一个依然没有解决，这
也是目前我们不能完全放松的原
因。那就是沪指60周线（目前位于
3210点附近）就在上方不远处，这
一区域能否突破，也非常关键。

为什么说60周线非常关键，沪
指周线图很清楚地显示，去年10月

站上60周线之后，一直围绕均线盘
整。而今年初，市场大跌跌破60周线
之后，均线开始掉头向下走，这对市
场中期走势形成重要压制。所以，我
认为未来市场首次攻击60周线时，
空头是不会束手就擒的，多空双方
必然将在这一位置展开激烈争夺。

最后，达哥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是否加仓的问题，以解开大家心中
的纠结。今年沪指突破半年线的时
候，达哥提示过一次加仓。当时提
示的沪指5周线，后来也成功收复。

如今，沪指再次向上发展，如
果能够突破年线，那么加仓的策略
是可以实施的，但建议目前仓位不
超过七成。要想进一步提升仓位，
还是要等60周线争夺战有了结果
之后再说。

为什么加仓也要讲究节奏？大
家不妨看看H股指数的走势。达哥
一直在说，这一波A股行情，是在
跟着H股涨。因为H股的核心资
产，还是A股的大盘蓝筹。而从H股
指数的走势不难看出，H股指数从
8月8日开始率先突破年线，在此之
前没有放量，说明主力机构并没有
加仓。H股真正放量是从8月11日
开始的，也就是成功站稳年线的第
四个交易日。

而从周线看，H股指数也是从
上周五开始才突破60周线，昨天成
交量进一步放大。所以，顺势操作，
讲究的就是这样的节奏。

最后，达哥再给大家预告一
个好消息，近期计划对投资手记
进行升级，加入每日仓位提醒，敬
请关注！

股指怒破3100
这一次跟还是不跟？

8月15日A股全线反弹，沪指近9个
月来首次上攻触及年线。市场纷纷询
问：是什么原因吧股市拉起来了？记者
注意到，人民日报当天罕见谈及资本市
场，且“深情的”目光投向了这家企业。

央媒：机构投资者是主力

A股昨日大涨后，各方自然需要
找原因。记者注意到，《人民日报》昨
天少有的刊发了一篇文章，直接谈到
资本市场。

昨日《人民日报》17版，刊发了一
篇题为《用组合拳打好下半场》的文

章。该文在谈及经济时表示，“坚定不
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革正
推动中国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中国
经济的‘半年报’依然亮丽”。

引人注意的是，该文特别用了一
段话谈及股市。文章写道：“资本市场也
渐趋稳定。7月份，沪深两市平稳运行，
沪指在3000点上下运行。万宝之争加
上新进来的恒大，使万科人气大增。王
石‘野蛮人’说法赚足眼球，老姚‘买买
买’和恒大新晋，说明机构投资者对资
本市场上具有成长潜力的投资标的的
热衷。机构的热情参与，表明一个科学
的、健康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正在为
更多企业创造良好的直接融资环境。”

记 者 注
意到，上述内
容提到了宝
万之争、提到
姚振华和恒
大 的“ 买 买
买”、但目的并
非对宝万之
争进行评价，
而是将宝万
之争视为“机
构投资者对
资本市场上
具有成长潜
力的投资标
的的热衷”上。

《人民日报》上述判断并非空穴来
风。有证据显示，机构资金近期确实在
快速流入股市。最近两年，万能险非常
火爆，尤其是在银行存款利率创下20
多年新低后，这种保险产品更是火爆
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几千万的产品，短
短十多分钟就能被一扫而光。

中金：资金宽松助推行情

有分析人士认为，《人民日报》上述
文章或已说明了A股市场的某些标的对
机构投资者而言是较好的投资机会。但
A股不可能仅因一只个股的表现而普
涨。那么，A股普涨的合理逻辑是什么？

记者注意到，在对上述问题的解
读上，中金公司的观点引发关注。中金
公司称，低利率、资金宽松是上涨的主
要原因，深港通预期等因素是催化剂。

中金公司表示，具体而言，利率降
低、资金宽松是地产金融等板块带动市
场大涨的原因。如果考虑到低利率的环
境大概率不会很快结束，参考历史表
现，银行股在当前可能存在配置价值。

至于深港通方面，综合各方面信
息，估计深港通在三季度宣布、年内正
式通车的概率较大。而增量资金介入
的同时有助于提升市场情绪。除了互
联网与估值不高的电信、医药之外，年
初至今相对落后的金融板块在资金流
入及深港通预期之下仍有继续补涨的

空间。对于后市，中金公司表示，当前
行情特征可能是博弈行情的延续。

私募：蓝筹股是主战场

记者注意到，上证50指数在8月
12日率先站上年线，在8月15日更是
呈现出跳空高开的走势。

那么上证50由哪些成分股构成
呢？数据显示，上证50主要是由贵州茅
台、民生银行这些超过千亿市值的“巨
无霸”，上证50的一大特征便是低估值
和高股息率。例如：贵州茅台的每股股
息就高达6.171元，股息率为2.47%。

成都一位私募人士对记者表示：
从目前情况看，高股息的蓝筹股毫无
疑问是最近的市场主线。沪指率先放
量触及年线，这意味着炒作风格或逐
渐向蓝筹股靠拢，高股息、大消费板块
将是投资重点。由于经过多年的炒作，
中小创题材股已经处于估值高位，而
与之所对应，多年趴在地板的蓝筹股
反之凸显了估值洼地的优势。

上述私募人士表示，目前沪指的
量价配合优先于中小盘，而这意味着
更多的市场资金或也将优先选择权
重板块，“如果后市继续放量高走，那
么本次行情仍然可以高看一线。至于
配置主题，建议以高股息、低估值蓝
筹股和大消费板块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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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放量暴涨 谁是幕后主力？

8月15日万科A（收盘价25.06元），10时36分涨停并一直保持至收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