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世宝盘中意外反弹
浙江世宝上周末发布了上千字的风

险提示公告，从股价可能下跌、经营业绩
下滑、募集资金不足、汽车行业波动、客户
相对集中五个方面警告投资者理性投资、
避免盲目炒作，其中，公司预计2012年度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人民币
7800万元-82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下
降27.35%-30.89%，就差没有直说，“ 我们
一定会跌”。

结果昨天浙江世宝果然“ 不负众
望”，一开盘就跌停报16.88元，“ 浙江世宝
开盘跌停”的消息很快登上了各媒体的头
条，然而正当大家都认为这将是一个毫无
生机的“ 一字跌停”时，浙江世宝的股价
居然奇迹般地出现了拉升。

开盘三分钟不到，浙江世宝上蹿至
17.5元，反弹逾3%，但马上又被打回到
16.9元逼近跌停，此后再次快速冲高，到
10点时股价已经达到18.74元，离上周五
大涨的最高价只差1分钱，几乎平盘。可
惜的是，这次冲高已经达到了昨天股价
的最高点，翻红大戏没能上演，这也彻底
打消了多头反抗的动力，乖乖地回到了
跌停板上，14点39分起被按在跌停板上
没了动静。

数据显示，浙江世宝昨天全天换手率
达到72.67%，成交量1090.03万股，成交金
额1.88亿元。

投资者借势逃过一劫
不过，上周五接盘的投资者在经历了

周末各路媒体的心理摧残后，很多都已经
抱了“ 必死”的决心，这一波拉升却让他
们看到了机会。对比这两天的龙虎榜情况
看来，上周五接盘买入的一些投资者依靠
昨天浙江世宝盘中的回光返照，成功借势
逃脱。

上周五接盘买入的前五家证券营业
部一个不少地出现在了昨天的卖出前五
位，这五家营业部上周五共买入2252.26
万元，昨天共卖出2437.8万元，差额185.54
万元。

其中，中原证券驻马店解放路营业部
上周五买入686.16万元，昨天卖出750.81
万元，中银国际证券武汉武珞路营业部上
周五买入612.59万元，昨天卖出649.81万
元，江海证券厦门吕岭路营业部上周五买
入381.63万元，昨天卖出403.43万元；华泰
证券南京中山北路营业部上周五买入299
万元，昨天卖出328万元；国信证券长春解
放大路营业部上周五买入272.88万元，昨
天卖出305.75万元，全都小赚了一笔。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昨天上午停牌的
浙江世宝港股终于也在中午发布了全年
业绩预计同比下降的公告，股价在下午复
牌小幅震荡后走低，盘中跌幅一度达到
8.96%，收盘报2.47港元，跌幅7.84%。至此，
浙江世宝AH股溢价价差扩大到8.48倍。

跌停不意外 差一分就翻红才跌眼镜
浙江世宝如期跌停 接盘营业部依然获利

11月解禁股市值
居年内第三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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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见习记者 陈晓彬 今年以
来，相较于A股市场的持续震荡，债券市
场可谓“ 风光无限”，债券型基金也因此
受到投资者的普遍青睐。建信纯债基金拟
任基金经理黎颖芳认为，从汇丰中国10月
份PMI终值来看，四季度国内经济有望企
稳。但从中长期来看，国内经济底部回升
的路途仍较为漫长，在通胀压力不大、资
金面不会太紧张的情况下，债券市场通过
精耕细作、主动配置还是有机会的。

11月1日，汇丰银行发布的10月份中
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终值为
49.5，向市场传递出较为明确的正面信号。
黎颖芳分析认为，四季度国内经济有望企
稳。虽然生产活动可能延续低迷之态，但
需求端则有望表现出更多的企稳势头，可
能证据来自于：其一，出口订单有所好转。
其二，地产投资低点可能已经走过。其三，

发改委不断加快项目的审批进程，地方政
府的投资冲动十足。

“ 尽管如此，经济底部回升的路途仍
将较为漫长，国内经济中长期将缓慢筑底
震荡。”黎颖芳向记者表示，“ 因为从中长
期看中国在金融危机过后面临一个在新环
境寻找新的经济增长均衡点的过程，政府
面临要用什么的政策兼顾中长期和短期增
长，目前经济反弹的两大力量———出口和
投资项目的加快能否持续还有待观察。因
此债券市场的投资既要有短期策略，更要
有中长期宏观视野进行资产配置布局。”

黎颖芳认为，当前债券市场蕴含稳定
收益空间，而纯债基金专注于投资债券市
场，重点挖掘优质信用券，有效提升投资
组合的投资效率，力求帮助投资者平稳度
过当前经济形势较为不确定的时期并争
取持续稳健的投资收益。

本报讯 记者 陈颖婕 面对不太景气
的A股行情，11月的解禁压力对于市场而
言似乎有些雪上加霜。东方财富网统计数
据显示，11月份的限售股解禁市值达到了
1142.49亿元，位居全年第三高。中银国际
的分析师认为，从此前的三季报业绩来
看，对于业绩较差的限售股解禁个股，其
极易引发股东的套现，建议投资者注意回
避风险。

11月解禁市值
位居年内第三高

东方财富网统计数据显示，11月份将
有72家上市公司限售股解禁，解禁股数达
到了131.45亿股，较上月增加了近2成。合
计解禁市值为1142.49亿元，较10月份的解
禁市值增加13%。从第四季度来看，11月份
的解禁市值仅次于12月，而在全年排名来
看，该解禁数量位居年内第三高。

在11月解禁的72家个股中，已于昨日
解禁的光大银行，以及于今日解禁长江电
力、11月17日解禁的招商证券，成为了11
月份的解禁股大户。其中，光大银行解禁
股数为37.18万股，长江电力和招商证券的
解禁股数则分别为23.82亿股和16.45万
股。三家上市公司的解禁股数占比达到了
11月解禁总股数的近六成。

13家创业板解禁公司
近半数三季报业绩下滑

在此次的解禁洪峰中，由13家创业板
组成的解禁群体也不可小觑。其中，阳光

电源、上海佳豪和开能环保三家公司的解
禁股数居创业板上市公司前列，其分别达
到了6048万股、4428万股以及3123万股。
其中，阳光电源和开能环保已于上周末得
以解禁，上海佳豪的解禁股也将于今日获
得释放。

值得注意的是，这13家于11月解禁
的创业板上市公司，其三季报的业绩也
是喜忧参半。其中，上海佳豪和三丰智能
今年前三季度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双双
出现亏损。上海佳豪今年1至9月实现营
业收入2.05亿元，同比下降2.34%，公司实
现 净 利 润 为 3792.89 万 元 ， 同 比 下 降
32.25%；三丰智能今年前三季度的营业
收入则实现1.93亿元，同比下降11.55%，
公司净利润则实现3552.29万元，同比下
降15.19%。

除此之外，包括刚刚获得解决的阳光
电源、华星创业，以及即将于11月9日解禁
的恒泰艾普和11月23日获得解禁的海联
讯在内的多家创业板上市公司，其前三季
度的净利润也均出现了2%至44%不等的
业绩下滑幅度。

对此，中银国际的分析师提醒，相比
部分上市公司通过高管或股东增持公司
股份来稳定投资者信心的做法，投资者应
对三季报业绩表现不佳的待解禁股引起
重视。“ 由于目前市场短期依然处于弱势
整理格局，加之公司解禁股日期临近，极
其容易引发股东的套现行为，因此投资者
对于三季度业绩较差相关限售解禁个股，
应注意回避风险。”

建信纯债基金拟任基金经理黎颖芳：

债市已进入较好的投资时点

》大盘观察

本报讯 A股周一小幅收低，上证指数
结束连续四日的反弹。尽管最新公布的非
制造业数据有所改善，但第112届中国进
出口商品交易会成交额和参会人数均不
理想，令投资者对经济前景的担忧加剧，
同时市场经过持续反弹，积累的获利卖盘
增加。

上证指数收报2114.03点，跌0.14%。深
证成指收报8654.74点，跌0.29%。两市合计
成交1022亿元，较上个交易日小幅萎缩。
中小盘股表现落后，中小板指跌0.82%，创
业板指跌1.21%。

按照申万一级行业分类，各行业指数
多数下跌，地产、建筑、节能环保、黄金概
念、酿酒等行业领跌大市，但纺织机械、旅
游、煤炭等行业逆势上扬。

国家统计局上周六公布的数据显
示，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5.5%，
比上月上升1.8个百分点，继续位于临界点
50%以上，但新订单和收费价格指数分别
环比回落0.2和0.8个百分点，表明非制造
业市场需求保持增长，增速略有放缓，销

售或收费价格继续上升，但升幅有所收
窄。

汇丰控股周一公布10月中国服务业
采购经理人指数显示，该数据较9月下降
0.8至53.5。汇丰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屈
宏斌表示，尽管服务业增长有些放缓，但
由于前期政策放松开始见效，刺激了内
需，中国经济逐渐筑底企稳。

不过，据媒体报道，截至11月3日，第
112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出口成交
326.8亿美元，较上届下降9.3%，特别是对
欧美日市场出口额降幅明显，采购商与会
总人数较上届减少10.26%。业内人士分
析，目前来看，全年外贸完成“ 保十”目标
已经基本无望。

中信证券认为，本周基本面和政策
面的预期对A股市场的影响都偏正面，两
者的共振作用将是A股继续反弹的动力，
市场焦点已经转向寻求政策变化所带来
的投资机会，如果短期经济复苏预期能够
得到强化，股指将继续展开政策主导的波
浪式上涨行情。

前景不明 沪指收跌0.14%

本报讯 记者 孙琪 日前，中证指数
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为推进我国债券市
场产品创新，为债券投资者提供新的投资
标的，将于2012年11月26日正式发布中证
中期综合债指数。

据悉，该指数样本由全市场中质地
好、流动性强、规模大的中期利率债和信
用债券组成。指数名称为中证中期综合债
指数，指数代码是H11076。

根据已公布的指数方案，该指数基日

为2007年12月31日，基点为100点。截止到
2012年10月31日，该指数的样本数为98
只，总规模1.5万亿元，其中利率债券权重
为48%，信用债券权重为52%；指数收盘点
位为127.5（ 考虑了利息税的影响），较年
初上涨3.4%，较基日上涨近27.5%；指数到
期收益率为4.33%，修正久期为4.27。

此外记者获悉，国内某基金公司将以
该指数为投资标的，开发债券指数化产
品。

中证中期综合债指数将于11月26日发布

上周五上市大
涨 626.7% 的 浙 江
世宝昨天成为了两
市 唯 一 跌 停 的 个
股，几乎所有人都
猜到了上周爆炒的
开头和昨天跌停的
结尾，但昨天浙江
世宝盘中的反弹却
是出人意料，这也
给了在上周接盘的
投资者一个逃命的
机会。

本报见习记者
陈晓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