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倾向
于买大，看好
有色、煤炭、
水泥等周期
股的表现。由
于2017年大
多个股已完
成估值修复，
2018收益预
计来自个股
业绩内生增
长，故关注估
值低的绩优
股，有良好业
绩表现的标
的普遍抗跌，
反弹幅度也
较大。

一直持续下跌
的中小创股票
经过两年半的
深幅下跌，大
量股票的估值
创历史新低，
积累了巨大的
反弹动能；在
“漂亮50”股
票过分高估
的情况下，中
小创中的绩
优成长股和
主板中的二
线蓝筹股很
容易被各路
机构资金深
度挖掘。

买大买大
理由理由

▼

买小买小
理由理由

▼

“ 很 多 数 字 是 创 造 历 史 纪 录
的。”2018年开年的第一个工作日，
在普华永道“2017年IPO市场回顾及
2018年市场展望”媒体发布会上，普
华永道中国审计部合伙人孙进在现
场感叹。

现场发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
IPO的数量和融资金额均比2016年
大幅上涨。2017年沪深股市IPO达
到437宗，创出历史新高，相比2016
年 的 227 宗 ，增 长 93% ，融 资 规 模
2351亿元，高于2016年的1504亿元，
增长56%。

即便2017年IPO企业数量和融资
金额均超过2016年，但不容忽视的一
点是，股市高质量是发展的必然要
求，而股市的高质量首先体现在上市
企业的高质量上。

自2017年10月份新一届发审
委成立以来，IPO审核呈现出越来
越严的趋势。孙进称，高标准、严要
求的趋势下，IPO通过率低于以前
可能是未来的常态。IPO被否的原
因对于各个企业而言不尽相同，涉
及经营能力的持续性、企业会计及
财务问题、信息披露、内控体系、合

规性等，提示排队的企业还是要做
好自检自查。新一届发审委对细节
尤为关注，审核的维度全面且十分
严谨。

在这样的背景下，2018年企业
IPO的趋势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普
华永道中国内地及香港市场主管合
伙人林怡仲表示，鉴于新成立的发审
委的上巿审核倾向更为严谨、严格的
趋势，预计2018年A股IPO仍会保持
活跃，但节奏比2017年有所放缓，为
300宗~350宗，融资规模1800亿元~
2000亿元。 （每日经济新闻）

2018年A股IPO预计难超350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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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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构进场抢头彩
A股喜迎开门红

此前，股东之间曝出的有关成
都路桥控制权之争，一直备受关注。
而据成都路桥最新公告，公司控制
权或将变更。1 月 2 日中午，成都路
桥公告称，其当日接到公司实控人
郑渝力、公司股东四川省道诚力实
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道
诚力”）、李勤、四川宏义嘉华实业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宏义”）的通
知，筹划股权转让事宜。该事项或导
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变更。

成都路桥称，公司股票自 2018
年1月2日开市起停牌，预计本次停

牌时间不超过10个交易日。待上述
事项确定后，将及时发布公告并申
请复牌。

根据协议内容，四川宏义拟通
过协议转让方式收购郑渝力、道诚
力、李勤持有的成都路桥部分或全
部股权，具体收购数量及安排尚存
在不确定性。成都路桥表示，该事项
可能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的变更。

成都路桥 2017 年三季报显示，
公司第一大股东为李勤，持股比例
为 20.06% ；郑 渝 力 持 股 比 例 为
12.03%，位列第二大股东；第三大股

东即四川宏义，持股比例为 7.88%；
道诚力位列第四大股东，持股比例
为7.81%。按此计算，李勤、郑渝力和
道诚力目前共持有成都路桥 39.9%
的股份。

就几大股东间的股权转让，1月
2日下午，记者拨打成都路桥董秘郭
皓的电话，其表示正在开会，不便接
受采访。随即，成都路桥证代张磊表
示，这个是股东和股东之间的一个
交易，公司对此持中立态度。成都路
桥第一大股东李勤也向记者称，“一
切以公告为准”。 （每日经济新闻）

成都路桥控制权或生变

港股市场在2017年度过了丰收的
一年，而在2018年的首个交易日又迎来
开门红，恒指大涨596点，再创十年新
高，逼近历史新高。对于指数的大幅上
涨，记者注意到，让港股市场亢奋的原
因主要来自管理层对市场的优化，加之
港股市场自身不断改进和进化，让投资
者也感到乐观。

在2017年12月，港交所宣布拟推出
“同股不同权上市”，随后内地证监会又
宣布开展H股上市公司“全流通”试点。这
些举措，让港股市场不断成为投资者关
注的中心。

多只恒指成分股创新高

2018年1月2日，恒生指数以30028
点高开，开盘后指数迅速拉升，随后指
数 在 高 位 平 稳 运 行 至 收 盘 ，报 收 于
30515点，全天大涨1.99%，成交额达到
了1269亿港元。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恒生指数重返
30000点后再破了10年来的新高，逼近了

31958点的历史最高位。另外，内地企业
表现更为优异，恒生国企指数1月2日上
涨了3.07%。

在恒指成分股里，舜宇光学科技、碧
桂园、瑞声科技领涨指数，分别在1月2日
上涨9.21%、8.32%和7.46%。而香港交易所
在1月2日也上涨了4.34%。此外，碧桂园、
建设银行H股、工商银行H股股价也都在
1月2日创出了历史新高。

面对港股市场的大好形势，内地资
金也是大举南下，1月2日港股通的净买
入金额达到了30.89亿港元。

记者注意到，人民银行在去年12月
29日决定建立“临时准备金动用安排”，
即在现金投放中占比较高的全国性商业
银行在春节期间存在临时流动性缺口
时，可临时使用不超过两个百分点的法
定存款准备金，使用期限为30天。

央行这一动作对市场也起到了促进
作用，香港《经济通》就表示，央行上述动
作，可以进一步释放人民币的流动性，预
期可刺激股市成交，也让内资银行股全

线受惠。

H股“全流通”受关注

在2017年12月29日，内地证监会表
示，经国务院批准，证监会开展H股上市
公司“全流通”试点，进一步优化境内企
业境外上市融资环境，深化境外上市制
度改革。此举将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能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支持香港融入
国家发展大局，促进香港金融市场稳定
发展。此外，证监会还表示：“我会将按照
积极稳妥、循序渐进的原则，以‘成熟一
家、推出一家’的方式有序推进本次试
点，试点企业不超过3家。”

事实上，H股全流通试点的推出在
市场上也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光大证券
就表示，H股全流通在试点中有序推开，
是港股市场发行制度的重大完善。该券
商还指出，H股全流通是指H股公司的
内资股如尚未在境内市场公开上市，相
对公开市场而言处于不可流通状态，本
次试点将允许相关企业将这部分股本转

入港股市场流通。
另外，光大证券还指出，近年上市的

内地央企均采用H股架构，多数H股流通
比在30%以下，直接导致其在恒生系列指
数、MSCI系列指数等重要指数中权重偏
低，其市值、权重和其企业规模等严重不
相称，相关公司也因此而出现明显的折
价。对公司而言，H股全流通政策将非常
积极地改善流通市值和企业规模不匹配
这一问题，提升资金配置需求，改善估值
水平。长期来看，H股全流通也将为H股
上市公司提供更有利的融资格局，与近
期港交所的一系列举措一道促进更多内
地公司挂牌香港，对繁荣港股市场有非
常积极的意义。

香港第一上海首席策略师叶尚志也
对记者表示：“港股的市值计算，在一定
程度上是按照其流通市值来计算，如果
H股包括其内资股能够全流通的话，其
市值将可获得增加，也可望获得更多的
基金来配置。”

（每日经济新闻）

2018年首日大涨近600点

恒指一根大阳线“戳出”10年来新高

同 / 步 / 播 / 报

开不开心？意不意外？惊不惊喜？刺不刺激？
昨天的A股市场，就是这么疯狂，沪指高开高
走，最终放量大涨41.16点，以3348.33点报收，
涨幅达1.24%。大盘喜迎开门红，机构都在疯抢
哪些股票？昨天的大涨行情究竟意味着什么？

新年行情的开门红，虽说并不一定对全年
大盘的涨跌有任何实际指导意义。不过，昨天
这样的开门红，有总比没有强，这样的行情足
以起到振奋人心的作用。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过去的一个月，沪指
一直围绕3300点整数关反复拉锯震荡。这样的
多空争夺，如果始终不能形成方向选择，那么
很容易让人消磨意志，一旦多方失去了耐心，
那么行情就可能面临“久盘必跌”的魔咒之中。

不过昨天，作为2018年的第一个交易日，
多头的强势没有让人失望，沪指小幅跳空高
开，随后就不断震荡上行。基本只用了半个小
时的时间，大盘就确立了全天的涨势，接下来
就看各种热点轮番表演了。

机构最先攻击的对象，是最容易带动指数
上行的银行股。早间，工行、农行、中行，和建行
四大行联手上攻，工行甚至一度大涨超过3%。
银行股的大涨，也带领沪指迅速突破了半年线
（3327点）的压制。尽管到尾市时，银行股的涨
幅都有所回落。但台子搭好了，就等其他热点
来“唱戏”了。

除了银行股外，地产股、建材等权重股较
多的板块，都全线大涨。而推动这些个股上涨
的资金，不仅有活跃游资，主力机构的资金也
不在少数。以昨日涨停的水泥股万年青为例，
交易公开信息显示，从买一到买四的席位全部
是机构专用席位。而大涨8.89%的北新建材，昨
日买一到买五的席位全是机构专用席位，累计
净买入金额超过1.2亿元。除了上述板块外，有
色金属、煤炭、化工等周期类个股也都有很强
的表现。而这些个股，正是机构资金比较喜欢
的品种。

另外，还值得一提的是，天然气板块的贵
州燃气再次涨停，已经成为这个板块的绝对龙
头。要知道，去年12月20日到27日，贵州燃气
已经连续 6 个涨停。随后因为股价异动，而被
交易所要求停牌核查。昨天，贵州燃气总算复
牌交易，早盘一度杀跌超过7%之后，竟然再次
强势封死涨停。很显然，贵州燃气现在已经进
入游资击鼓传花游戏的模式，散户投资者最好
还是不要参与。

总体来说，昨天市场开门红，个股普涨，主
力机构纷纷进场抢头彩。沪市1000多只个股上
涨，仅200多只个股下跌，深市1400多只个股
上涨，仅400多只个股下跌。数据显示，截至昨
天 A 股收盘，沪股通净流入 21.13 亿元，余额
108.87 亿元，占比 83.7%；深股通净流入 14 亿
元，余额116亿元，占比89.2%。

看到昨天这种强势上攻的行情，很多朋
友开始对今年大行情充满期待。确实，既然
开门红了，那么 1 月份的行情自然也很难差
到哪儿去。但现在问题来了，究竟是买“大”
还是买“小”？确实，去年以来，大盘股、白马
股都已经有过不错的表现，所谓结构性牛市
行情，正是大盘股的天下。相比之下，小盘股
的日子却是比较惨淡。那么，今年如果行情
乐观，是否也应该风格转换一下，小盘股的
机会该来了？对于这个问题，我个人的观点，
依然是倾向于大盘股，起码现在来看，还没
有到风格转换的时候。

其实，有时候眼光不要仅仅盯住 A 股。
昨天，港股市场表现同样精彩。昨天恒生指数
大涨 596.16 点，以 30515.31 点报收，涨幅高达
1.99%，创下最近十年的新高，目前点位距离
2007 年创下的历史高点 31958 点其实也不算
太远。此外，港股表现更出色的，还是恒生国企
指数，昨天，该指数大涨359.69点，以12068.99
点报收，涨幅高达3.07%。而港股权重股中，对
指数贡献最大的，还是内资银行股、内资地产
股和保险股等。

所以，起码从年初的行情来看，我认为市
场主要的机会，很可能还是在大盘蓝筹股中。
而就后期大盘走势来看，昨天沪指放量收出中
阳线，且站上了半年线，因此对于后市，自然是
可以相对乐观的。 （张道达）

值得注意的是，从2017年指数表
现来看，中小创和白马蓝筹的涨跌可
谓“冰火两重天”。伴随证监会一系列
政策出台，2017年A股市场生态发生
显著变化，题材股炒作降温，大盘蓝筹
股表现强势。这从主要指数的表现上
便可一窥端倪。比如上证综指2017年
全年涨幅达到6.56%，代表大盘蓝筹股
的 上 证 50 指 数 全 年 涨 幅 则 高 达
25.08%，同期小盘股居多的创业板综
指则下跌了15.32%。

那么，2018年投资者到底应该买
大还是买小？

对此，束其全明确向记者指出，
2018年主要买小。其认为，自2015年7
月以来一直持续下跌的中小创股票，
经过两年半的深幅下跌，大量股票的
估值创历史新低，积累了巨大的反弹
动能，一旦这一点得到大量投资者认
同，将有可能形成类似于2017年“漂亮
50”那样的极端行情。

此外，中小板创业板的绩优成长
股和主板中的二线蓝筹股，目前这些
股票的股值普遍处于合理偏下水平，
在2017年行情中尚未得到充分挖掘，
在“漂亮50”股票过分高估的情况下，
中小创中的绩优成长股和主板中的二
线蓝筹股很容易被各路机构资金深度
挖掘，走出大幅上涨行情。

陈天明也向记者表示，2018年倾

向于买小，“我们认为2018年1季度，
A股将迎来‘三花齐放’的局面。第一
朵‘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致行
业利润迎来景气高峰的周期板块，
譬 如 水 泥 、化 工 、有 色 等 ；第 二 朵

‘花’，成长性确定的新兴产业，譬如
军工，光伏风电，创新药，电子，5G，
新 能 源 汽 车 、环 保 和 AI；第 三 朵

‘花’，低估值的蓝筹板块，譬如保
险、银行、家电等。”

北京飞旋兄弟投资陈旋则倾向
于，在2018年保守买大，但其同时认
为，中小创的持续下跌确实诞生了
不少错杀的优质企业，适合激进的
投资者参与。实际上，历年A股1月开
门红的概率都很高，2018年的开门红
主要源于元旦前央行在流动性上的
突然宽松，使得一些先知先觉的资
金跑步进场。个人认为，2018年依然
是结构性牛市，可深度挖掘布局所
谓的“斑马股”。

广东辰阳投资基金经理潘怡昌
也倾向于买大，其看好有色、煤炭、
水泥等周期股的表现。由于2017年大
多数个股已完成估值修复，2018年收
益预计来自个股业绩内生增长，故
此关注估值低的绩优股，有良好业
绩表现的标的普遍抗跌，反弹幅度
也较大。

（每日经济新闻）

投资机会在哪里？私募畅谈2018掘金术

A股迎来开门红
2018年“买大”还是“买小”？

昨日市场迎来2018年首个交
易日，沪指跳空上扬，收盘劲升
1.24%，收报3348.33点。此外，中小
板综指收涨0.98%，创业板综指收
涨0.77%。沪深两市成交量均有所
放大，合计成交4455亿元，行业板
块几乎全线上扬。

实际上，对2018年的A股行情，
不少机构抱有期待。比如，中信证
券就指出，2018年将是“慢牛”行
情，龙头领涨A股的“复兴牛”会贯
穿2018年全年。申万宏源证券认
为，2018年A股总体稳中向好，成长
龙头终归来，“制造”和“创新”将是
主线。

时代伯乐基金经理陈天明向
记者表示，2017年年底的调整是技
术性的，不改变A股的慢牛格局，
2018年的开门红在预料之内。同
时，非常看好2018年第一季度的行
情，主要理由如下：首先是公募、保
险、银行和私募等机构，正常的配
置需求一般会在年初释放；其次是
部分外资在2017年底兑现了去年
的收益，2018年初很可能重新布局
A股；最后是在2017年最后一个交
易日，央行发布消息称，决定建立

“临时准备金动用安排”，预计可释
放超万亿的流动性。

深圳前海乾元资始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李宝指出，昨日
A股的开门红为2018年的行情打下
了一个较好的人气基础，其背后的
核心逻辑是全球经济的复苏和中
国经济的韧性。随着2017年底的资
金紧张成为过去式，市场迎来一个
反弹的窗口。展望2018年，依旧是
结构性行情，中证500整体估值在
30PE左右，为2018年的行情打下了
估值基础。建议投资者自下而上去
寻找业绩增长相对确定、估值相对
合理的板块去配置。

上海千波资产束其全认为，昨
日开门红的主要原因首先是“业绩
为王”得到市场进一步确认，截至
2017年12月31日，已经有1305家上
市公司发布了2017年业绩预告，业
绩预喜的共1005家，占比77%。上市
公司业绩确定性增强，强化了“以
业绩为主线”的投资逻辑。这其中
钢铁、煤炭、化工等周期品种的业
绩确定性更强；其次是自2017年11
月中旬以来指数连续调整了五六
个星期，从时间窗口来看具备反弹
条件；第三是流动性问题已不足为
惧，目前市场已经消化这一利空；
第四是投资者信心增强，全球宏观
经济回暖，海外市场屡创新高，投
资者对2018年中国经济增长信心
稳定，对A股的投资价值更加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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