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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观察

重庆啤酒昨天公告，公司董
事会同意重庆佳辰生物工程有
限公司以协议方式将乙肝疫苗
项目以100万元的价格转让。

正是这家佳辰生物公司，开
始了重庆啤酒的乙肝疫苗梦，
1998年重庆啤酒出资1435万元
收购佳辰生物52%股权，介入乙
肝疫苗项目的开发，当时佳辰生
物声称依托第三军医大学的科
研平台，自上世纪90年代初开
始进行乙肝新药的开发，1435
万元只是开了个头，自此重庆啤
酒不断投入，累计投资过亿元。

重庆啤酒这家1997年上市
的股票，在头顶乙肝疫苗概念股
光环后，股价一飞冲天，从1998
年重庆啤酒宣布收购佳辰生物
股权时到2011年，13年间股价

飙涨37倍。
股价飙涨的背后总有给力

的研究机构在吆喝，重庆啤酒的
乙肝疫苗故事也不例外。

大成基金等多家基金公司
重仓持有重庆啤酒，券商研报几
乎都是强烈推荐，有券商研究报
告甚至把重庆啤酒目标股价看
高至156元，认为治疗用（合成
肽）乙肝疫苗将可能成为治疗乙
肝疾病革命性的药物及首选药
物，且有可能在2013年国内上
市，并于2015年全球上市，治疗
用（合成肽）乙型肝炎疫苗上市
后10年保守估计可以产生800
亿元以上的销售收入和过百亿
元的净利润。

如今看这些推荐报告仍是
很诱惑，一篇券商研报中引用

了“小荷已露尖尖角、莫待花开
落人后”的诗句，另外一篇针对
重庆啤酒的深度研究报告《橘
子快红了》，文中对公司的治疗
性乙肝疫苗进行了详尽的病理
分析，最后作了十分浪漫的总
结：“此前已经有 10 多年的等
待，都属于播种期、浇灌期，而
现在已经开花结果，不久后有
望迎来丰收。橘子快红了，我
们所做的应该是等在树下。”这
让许多散户不甘人后追买重庆
啤酒。

2011年11月25日，重庆啤
酒报收81元的历史高位，市值
约400亿元，当天成为A股中市
值最高的医药企业，无任何实质
性产品、仅依靠一个故事，重庆
啤酒就做到了。

青年报记者 陈颖婕

本报讯 这一边，“房贷抵个
息”声音尚未落幕；那一边，“楼
市去库存”话题又跃然纸上。由
此，业内人士预期，地产股行情
将再度升温。

地产5股昨涨停
在12月14日召开的全国

性会议上，楼市去库存被作为重
点话题讨论。受此消息影响，近
期地产股再度成为市场各路资
金追捧的对象。

昨日，沪深两市又有5只地
产股涨停，其分别是阳光城、亚
太实业、财信发展、栖霞建设和
市北高新。此外，中茵股份昨日
涨幅也逾8%，收报44.70元；香
江控股、迪马股份、万业企业昨
日全天的涨幅也均超6%。

除了股价一路走高外，近段
时间，地产板块也因频频受到险
资的“临幸”，持续“抢占”了财经
媒体的重要版面。对于未来地
产板块何去何从，多家券商于本
周发布了2016年房地产行业投
资策略报告。其中，二、三线地
产股，及转型房企成为券商眼中
未来的投资热点。

中银国际的研报指出，近
期，楼市去库存得到国务院和各
职能部门的高度重视，其中有效
利用公积金、打通政策性住房和
商品房市场、释放农民工等群体
购买力将成为政策的着力点。
从二、三线城市去库存角度，建
议投资者重点关注华夏幸福、荣
盛发展、中南建设、嘉凯城、绿地

控股等。此外，土地储备较多分
布于中小城市的公司和龙头企
业万科、保利、招商地产也儿科
关注。同时，靠谱的转型类公司
也是中银国际的重点推荐对象，
其认为包括嘉宝集团、华业资
本、广宇集团、中洲控股等未来
都有一定的上升空间。

关注结构性刚需、转型房企
海通证券的研报认为，从真

实数据来看，一、二线城市库存
低于近5年平均水平，全行业销
售面积与新开工面积见到差在
增大，库存压力处于减小阶段。
对于2016年上半年投资机会的
判断，海通证券认为，聚焦一线
城市，挖掘二线蓝筹股，包括华
发股份、滨江集团、关注中航地
产、中洲控股。此外，地产新蓝
筹概念股，包括世联行、关注嘉
宝集团、万达商业也可关注。

中投证券认为，从长期看，
牛市将促进消费总量提高和消
费升级，有利提高消费在经济中
的比重，使经济进入入新一轮循
环，推动家庭对居住及其服务需
求的升级。2016年投资机会主
要集中于提供“结构性需求、转
型升级服务”中受益的潜力优质
公司。其中，在自贸区、京津冀
等为首的经济圈、长江经济带及
智慧城市提供城市营运服务的
公司可关注。同时，受益于国企
改革红利的公司，转型谋变的公
司也值得关注。其推荐华夏幸
福、北京城建、泛海控股、外高
桥、张江高科、上实发展、世联
行、首开股份等。

17年乙肝疫苗梦画上句号
对于市场炒作的概念股，股民一定要擦亮眼睛，切勿头脑发昏

上亿投资，百万甩
卖，重庆啤酒乙肝疫苗
梦终于画上句号，而正
是所谓的乙肝疫苗概
念，曾经让重庆啤酒

“醉”倒了万千股民，上
演了一场时间跨度为
17年的闹剧。

青年报资深记者 吴缵超

青年报记者 陈颖婕
实习生 陆安怡

本报讯 临近年末，产业资
本、上市公司高管的在增持步伐
未曾停歇。昨日晚间，泸州老窖
和新洋丰双双发布控股股东完
成增持计划，且数额均逾亿元。

昨日晚间，泸州老窖发布公
告称，公司控股股东泸州老窖集
团于7月10日至12月15日期
间，动用1亿元资金，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竞价买
入的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453.41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32%，累计增持金额约1亿元，
完成增持计划。上一期，2014
年 4 月 14 日到 2015 年 4 月 27
日，泸州老窖集团增持了860.31
万股，两次增持累计增持比例总
和为0.94%。

今年前三季度，泸州老窖营

收及净利润均呈现同步增长态
势。其中，公司1至9月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3.23亿元，同比增长6.09%。昨
日，泸州老窖全天微跌 1.62%，
报24.86元。

无独有偶，新洋丰也于昨日
晚间发布增持公告。内容显示，
公司控股股东湖北洋丰集团自
2015年6月23日到12月15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以竞价买入方式累计增持公司
股份，累计增持金额2亿元，完
成增持计划。本次增持计划实
施前，洋丰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2.90 亿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44.63%。本次增持计划完成后，
洋丰集团持有公司2.98亿股股
份，占公司股份总额的45.22%。

新洋丰今年前三季度实现净
利润6.27亿元，同比增45.73%。昨
日该股收报27.31元，上涨2.48%。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明年1月1日起，A
股将正式实施指数熔断机制。由
于在指数熔断下，基金的估值、申
赎及仓位管理都将会产生一定的
影响。为配合指数熔断机制的推
出，确保公募基金在指数熔断机
制实施后的平稳运作，保护基金
份额持有人利益，对此，日前基金
业协会发布《关于指数熔断机制
实施后公募基金行业相关配套工
作安排的通知》，提醒公募基金公
司做好七点配套工作。

《通知》指出在2016年1月
1日前，各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
人、基金销售机构应当完成各自
业务系统、业务流程的调整改
造，以满足指数熔断规则实施后
的业务需要。基金销售机构应
当加强基金销售人员培训，确保
基金销售人员了解和知悉指数
熔断规则内容，以便在基金销售
过程中向基金投资者介绍指数
熔断规则的潜在影响。

在指数熔断导致交易所交
易时间变更等情况下，相关类别
基金（主要是指参与境内股票等

权益类品种投资的开放式基金，
兼具场内交易份额的开放式基
金）开放时间将进行调整的情
况；对指数熔断跨越14：57导致
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时间
不一致的，说明开放时间调整将
遵循的原则，如“孰早原则”；分
级基金拆分配对等业务办理时
间的变化等。沪深两地交易所
实际发生指数熔断导致提前停
止交易当日，各基金管理人应通
过其网站发布公告，说明当日申
购赎回等业务实际办理时间的
变化等事项。

房地产开启“去库存之旅”
板块个股预期再升温

指数熔断机制元旦实施

基金开放时间将进行调整

泸州老窖、新洋丰大股东
完成亿元增持计划

一切在 2011 年 12 月 7 日
成为了转折点。

当天晚间，重庆啤酒一纸公
告，宣布公司投巨资参与研制
13年的乙肝疫苗，经临床实验
评估为无显著疗效，成了不少持
有重庆啤酒股票的投资者的不
眠夜。

第二天重庆啤酒应声跌停，
一连拉出9个一字跌停后继续下
行，股价从80元一路跌落至20元。

12月15日，在该股连续第
6个一字跌停的晚上，一名网友
在股吧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一边
吃，一边哭》的帖子，帖子内容很
简单，只有简短的一句话——

“今天回到家，煮了点面吃，一边
吃面一边哭，泪水滴落在碗里，
没有开灯”，自此“关灯吃面”一
词被广泛引用，并逐渐引申成为
股民特有的表达方式。

在重庆啤酒大跌后，有记者
采访那些发表强烈推荐研报的
券商研究员，得到的答复是前期
给出的强烈推荐评级均建立在
同一个假设之上，即重庆啤酒乙
肝疫苗项目进展顺利，从信息判
断上，认为治疗性乙肝疫苗的成
功可能性很大。

闹剧逐步收场，重庆啤酒今
年4月下旬发布公告，决定停止
乙肝疫苗的实施主体重庆佳辰

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的生产性业
务，昨天更是百万甩卖，终止了

“关灯吃面”的乙肝疫苗梦。令
人唏嘘的是，重庆啤酒在乙肝疫
苗项目上累计投资过亿元，如今
却仅卖了100万元。

重庆啤酒的一场闹剧并不
是个案，在A股市场上，往往会
出现这样那样的怪象，估值合
理、基本面较好的绩优股遭受市
场冷落，而缺乏业绩支撑的公
司，仅凭一纸公告介入热门题材
就可令资金蜂拥而入，重庆啤酒
的警示在于，对于市场炒作的概
念股，股民一定要擦亮眼睛，切
勿头脑发昏。

“关灯吃面”、九个跌停、曲终人散、百万甩卖

头顶光环、券商力推、基金重仓、股价飞天

■公告速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