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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证指数创八个月来新高
A股周四小幅收高，上证指数四连阳

并再创八个多月以来新高。尽管政府可能
再度出台房地产调控新政，但政策面、基
本面、资金面的改善预期提振市场连续四
日创出新高。上证指数收报2385.42点，涨
0.12%，再创2012年5月29日以来的收市新
高；深证成指收报9667.67点，跌1.19%。两
市合计成交2125亿元，较周三小幅萎缩。
中小盘股表现低迷，中小板指跌0.93%，创
业板指跌0.98%。

从盘面上看，各行业指数近乎涨跌各
半，电力、有色金属、林业、保险等板块升
幅靠前，但地产、旅游、3D打印概念等板块
逆势走低。据媒体报道称，北京、上海、广
州、深圳等地释放严厉信号，一线城市楼
市调控料加码。该消息打击地产股领跌，
阳光城、上实发展、首开股份、冠城大通、
新湖中宝跌幅都超过6%。

根据路透最新月度调查显示，中国基
金经理对未来三个月股票的持仓建议配比
为85.8%，较上月的81.9%再度明显上涨，并
创下27个月新高。在本次调查中，中国政府
换届后的新政策预期及国内经济复苏进
展，成为基金经理最关注的两大重要因素。

创业板1月表现最强
1月A股市场可谓欲扬先抑。元旦过后

大盘最初在2300点下方震荡盘整，医药生
物、TMT、食品饮料、农林牧渔等涨幅居前，
而去年年末表现抢眼的金融、地产、建筑建
材等当时较为落后。1月14日，证监会主席
郭树清关于未来可以把QFII额度提高10倍
的讲话刺激了大盘，在银行股的带动下，当
日股指暴涨，上证指数突破2300点。1月28
日，在金融、地产及交运板块继续上攻下，
大盘继续上行，上证指数涨幅超过2.4%。

1月市场主要指数均上行，上证指数
上涨5.13%，深证成指上涨6.05%，沪深300
上涨6.50%，中小板指上涨5.62%，在高送
转预期下，创业板指1月表现最强，大涨
7.73%。

B股表现抢眼
不过相较A股主要指数，B股表现更为

亮眼。今年中集B登陆H股市场后连续上
涨，引发发了B股炒作热情，此后宣布回购
方案的万科B股、宣布回购方案的上柴B股
再度激发B股上涨。其中上证B股指数1月
收报277.77点，涨幅高达13.42%。深证B指
收报870.18，大涨22.35，A股市场的风头完
全不敌B股。

总体而言，1月概念品种精彩不断，除
了银行股上演王者归来外，“ 美丽中国”、

“ 军工”“ 飞机制造”、“ 摘帽概念” 均掀
起一番行情。WIND数据显示，医药生物、
采掘、石油化学三个板块表现最强，涨幅
分别为11.51%、8.93%、8.73%，由于负面消
息不断，酿酒板块暴跌，食品饮料板块1月
表现糟糕，下跌5.06%，另外1月装修装饰、
建筑业也表现疲软。

1月A股精彩不断，给投资者带来阵阵
暖意。2400余只个股中1873只飘红，其中
涨幅超过50%的有11只。其中红榜第一名
花落中航重机，该股1月股价翻番。

1月，中航重机斩获6个涨停，全月
涨幅高达118.26%。其走牛的背后有三

大助力———分别是军工概念、国家科技
奖、3D打印，这均为1月热门题材。尤其
是3D打印，该股被作为行业龙头遭到市
场格外追捧。不过，目前来看，3D打印并
未给公司贡献多少利润，而控股股东却
在趁机减持。

本报讯 记者 陈颖婕 一月初，曾在
一周内拉出四个涨停的海王生物，仍是不
少投资者关注的焦点股之一。在昨日海王
生物举行的网上路演现场中，有投资者对
于公司近期较为波动的股价表示疑问：

“ 请问公司对最近的股价走势满意吗？它
是否反映了公司的实际价值？”

对于投资者的提问，海王生物的董秘
张全礼表示，公司认为目前的股价被低
估。“ 公司肯定不是现在的价值，但具体低
估多少，每个人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随
着医药商业体系药品阳光集中配送业务
销售规模的持续快速增长，以及医药制造
体系保健品、食品销售稳步增长，我们相
信公司未来的发展前景一定不会让投资
者失望。”

除此之外，对于海王生物连续5年没
有分红的情况，投资者也表示相当不满，

“ 公司是要向‘ 铁公鸡’看齐吗，为何5年
都没有分红？”对此，公司董秘张全礼回
应称，由于公司以前年度有未弥补亏损，
所以近几年都没有进行利润分配，留存的
年度净利润全部用于了弥补以前的年度
亏损。

三季报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海
王生物实现营业收入为47.64亿元，同比
增长19.67%；公司去年前三季度实现净
利润为6015.98万元，同比增长18.23%。
截至昨日收盘时，海王生物报7.97元，下
跌3.98%。

万家岁得利
今日首发

本报讯 见习记者 陈晓彬 2012年摘
得债券基金业绩冠军的万家基金固定收
益总监邹昱，在春节来临之际专门推出了
全新的产品———万家岁得利定期开放发
起式债券型基金，满足理财期限在1年及
以上的客户需求。

万家岁得利从今天起至3月1日发行，
每封闭运作1年再定期开放1次，以此循
环，填补了目前市场上1年期银行理财产
品的空缺，认购门槛仅100元，远低于传统
银行理财产品的5万、10万元，投资者可在
工行、建行、农行、招行、交行、齐鲁证券等
各银行券商及万家基金网上交易认购。

公告显示，万家岁得利基金由两届
“ 金牛奖”得主邹昱亲任基金经理，邹昱

管理的另一只封闭式债基———万家添利
分级债基在2012年取得16.53%的收益率，
在所有债券基金中排名第1。

海王生物称
目前股价被低估

本报讯 记者 陈颖婕 春节将至，不
少投资者又将视线投向了包括熊猫烟花
在内的春节概念股。从昨日晚间熊猫烟花
发布的最新业绩预报来看，公司去年的发
展表现令投资者倍感欣慰。

昨日晚间，熊猫烟花发布公告称，公
司 预 计 2012 年 净 利 润 将 同 比 增 长 20%
-40%，2011年同期公司实现净利润863.78
万元。熊猫烟花同时表示，2012年度业绩有
所增长，主要是由于公司完成了阿尔及利
亚庆祝独立50周年焰火燃放、广州春节焰
火燃放项目等多个项目，使得公司主营业
务收入同比增加所致。

熊猫烟花预计去年
净利润同比增20%-40%

》基金1月有536只个股股价下行，其中跌幅
超过10%有45只，株冶集团（ 600961）以
17.65%的跌幅登上了1月黑榜榜首。

有色板块1月上中旬表现疲软，株冶
集团的股价则节节下行。1月30日，株冶集
团公告，预计2012年业绩预亏，净利润亏
损为5.8亿至6.3亿元。公司称受国内外经
济增速放缓以及有色行业竞争日趋激烈、

铅锌市场低迷，公司铅锌产品购销价差减
少，成本上升，毛利减少等原因的影响，导
致业绩出现亏损。

由于该公司2011年已经亏损5.9亿，如
果2012年继续亏损，株冶集团已经连续两
年亏损，股票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受
此影响，1月31日株冶集团开盘股价大跌，
收报8.35元，单日大跌7.73%。

昨日1月收官
日大盘表现尽管波
澜不惊，但在窄幅
震 荡 中 又 创 出
2391.82点的新高。
1月对于多数投资
者来说，是春暖花
开的日子，在金融、
军工、环保、传媒、
医药生物等行业轮
番上攻中，1月A股
延续去年12月以来
的强势反弹，沪指
站上2300点，逼近
2400点，使市场做
多 的 信 心 得 以 提
振。

本报记者 孙琪

》1月A股红榜

》1月A股黑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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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首个交易日，乐通股份以涨停亮
相，乐通股份亮眼的背后是公司不断公布
的各种利好，1月13日，该公司奉上10送10
派1的高送转方案，此后还推出石墨烯油
墨、烟草油墨等各种概念，于是乐通股份
在1月也完成了6个涨停。

不过大涨的背后，是公司控股股东

大笔减持的隐忧。乐通股份1月22日公
告，控股股东珠海智明因理财及自身发
展需要，计划自2013年1月22日起的未
来6个月内拟减持乐通股份股票，预计
减持合计将超过500万股（ 占总股本的
5% ），但 不 超 过 1900 万 股（ 占总股本的
19%）。

去年底，A股市场掀起了“ 北斗热”，
卫星导航概念股异军突起，北斗星通成为
了此概念的龙头股，该股1月完成四个涨
停。有传言称私募明星王亚伟、徐翔等私
募“ 大腕”也有参与该股，于是引发市场
各路资金追逐。

1月31日北斗星通发布业绩预告修正
公告，预计2012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盈利3816万元—4961万元,比上年
同期增长0—30%。业绩修正的原因是公司
在四季度收到的政府补助款比预期增加，
导致公司2012年度净利润增长高于预期。

红榜第!名 中航重机（ 600765）涨幅 118.26%

红榜第"名 乐通股份（ 002319）涨幅 69.45%

红榜第#名 北斗星通（ 002151）涨幅达 59.31%

1月跌幅最大的白酒股不是白酒第一股
贵州茅台（ 600519），也不是白酒新贵洋河
股份（ 002304），而是二线白酒股山西汾酒。

业绩大增近七成，中档白酒股，2013
年业绩增长可期，众多券商在山西汾酒年

报预喜后纷纷给予“ 买入”、“ 推荐”、“ 增
持”甚至“ 强烈推荐”的评级。但山西汾酒
1月24日连续三个交易日连续大跌，其中1
月28日盘中一度接近跌停，跌幅之猛恐怕
令一干券商分析师大跌眼镜。

科恒股份上市以来就备受质疑。为
了上市，该公司曾二度闯关。今年开盘首
日，该公司业绩变脸没有及时公告遭到
证监会的行政监管措施。

上市业绩即告变脸的代表股，1月科

恒股份遭遇投资用脚投票，股价疲软不
振 ，1 月 30 日 科 恒 股 份 称 2012 年 盈 利 在
2814.63万元—5629.27万元，同期下降85%
—70%。1月31日该股开盘下行，不久封跌
停，收报40.13元。

黑榜第!名 株冶集团（ 600961）跌幅 17.65%

黑榜第"名 山西汾酒（ 600809）跌幅 17.55%

黑榜第#名 科恒股份（ 300340）跌幅 17.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