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６００３０７

酒钢宏兴

９４３１７．２５

０００８３１

五矿稀土

３５９２８．００

６００７５９

正和股份

２１５４８．４２

６００３７３

中文传媒

１９０１１．００

００２３５９

齐星铁塔

１８０１９．５０

６０１８１８

光大银行

１５８５２．０７

６００１８７

国中水务

１４９１０．３０

６０００１０

包钢股份

１３８０７．７６

３００１０４

乐 视 网

１３０２０．６０

６０１２５８

庞大集团

１２４５０．００

３００１２２

智飞生物

１２４４８．８０

００２４５１

摩恩电气

１２２０４．００

３００２０２

聚龙股份

１２１４９．２０

０００７７７

中核科技

１１０５１．６６

３００３３３

兆日科技

１０６７２．９５

３００２０７

欣 旺 达

１０４００．００

６００１７３

卧龙地产

１０３９１．１９

６００６３８

新 黄 浦

９９９９．６０

００２３６９

卓翼科技

９３５２．５６

００２５７２

索 菲 亚

９２２２．００

３００２１６

千山药机

８９２６．７０

０００６８６

东北证券

８８４０．００

００２４６５

海格通信

８６４０．００

３０００１６

北陆药业

８５８４．３８

００２０３０

达安基因

８３９０．９２

６００２８９

亿阳信通

８２８６．３０

００２３８９

南洋科技

７８８７．００

３００２０８

恒顺电气

７７００．００

０００７３２

泰禾集团

７４４９．３０

００２２３５

安妮股份

７２８０．００

００２４９１

通鼎光电

７２４１．００

００２１９２

路翔股份

７１６０．００

３００１２５

易 世 达

６８８２．１３

３００３３５

迪森股份

６４１７．００

６０００７０

浙江富润

５６５９．８０

０００７５７

浩物股份

５４１４．４０

３００２３３

金城医药

５４１２．０５

６０１９２９

吉视传媒

５４０２．１６

３０００６５

海 兰 信

５０２８．０７

６００６９９

均胜电子

５０１５．００

３００２００

高盟新材

４８９１．０１

３００１８９

神农大丰

４７７５．００

００２４５０

康 得 新

４６６４．００

３００２９８

三诺生物

４６０３．７２

００２５７８

闽发铝业

４４９３．３１

３００１９３

佳士科技

３９５９．４９

００２２４７

帝龙新材

３７５５．００

６００７１６

凤凰股份

３７５０．００

６００９９８

九 州 通

３７３７．６０

３００１４１

和顺电气

３５９１．００

代码 简称 成交金额（万元）

成交金额排名

机构专用

１５８２９２．２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武汉中南路证券营业部

４０９０９．９０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宁波路证券营业部

２５１１３．７０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江苏路证券营业部

２０１３７．９０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南昌红谷中大道证券营业部

１９０１１．００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康定路证券营业部

１８３７８．３０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绍兴人民路证券营业部

１５８５２．０７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四会市四会大道证券营业部

１５１３７．６６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赣州红旗大道证券营业部

１３２２６．３０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虞市民大道证券营业部

１２７０８．０５

国泰君安交易单元

（

０１００００

）

１２４４８．８０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竹子林四路证券营业部

１１８０８．０５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振华路证券营业部

１１０９８．４２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汕头海滨路证券营业部

１１０５１．６６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深南西路证券营业部

１０４５０．００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通环城西路证券营业部

９６４９．１０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世纪大道证券营业部

９３６０．００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工人体育场北路证券营业部

９１５４．００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西直门北大街证券营业部

８５８４．３８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长江路证券营业部

８５５２．５０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长宁区延安西路证券营业部

８４０１．６０

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长沙韶山北路证券营业部

７７４４．００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溧阳路证券营业部

７７００．００

宏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广州天河北路证券营业部

７１６０．００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总部

７０００．００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厦禾路证券营业部

６８８２．１３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上海淮海中路证券营业部

６６８７．５４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金田路证券营业部

６４１７．００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常州环府路证券营业部

５８１６．４０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环城西路证券营业部

５６５９．８０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龙园西路证券营业部

５６３９．６５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绵绣路证券营业部

５６０６．０４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车公庄西路证券营业部

５４１４．４０

海通证券交易单元

（

２１６７００

）

５２３５．６０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建设大道证券营业部

５０７６．００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鞍山二道街证券营业部

５０２０．７８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金田路证券营业部

４９５７．５６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瑞金路证券营业部

４６７０．７７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徐东大街证券营业部

４４９５．００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烟台长江路证券营业部

４０５２．３５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复兴路证券营业部

３８３３．０９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成都神仙树北路证券营业部

３７５０．００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西藏中路证券营业部

３４１６．６０

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鞍山人民路证券营业部

３４００．８１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文化路证券营业部

３３５５．６６

信达证券股份公司北京北辰东路证券营业部

３２６０．２５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静安区威海路证券营业部

３０４１．００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证投部

３０２９．５０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元美路证券营业部

２７７９．４６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友谊南路证券营业部

２７７４．００

席位名称 买入金额（万元）

买入金额排名

大宗交易

Block Trade

产业环境变化快

地产股大宗交易渐趋活跃

秦洪

本周大宗交易出现了相对活

跃的态势。 一方面体现在机构专

用席位频频现身大宗交易平台，

机构既有作为卖出方席位的情形

（比如康得新等）， 也有作为买入

方席位的情形（比如安诺其）。 这

种信息说明在当前点位， 机构之

间的分歧在渐趋加大， 看好者继

续通过大宗交易平台收集心仪公

司的股票， 看淡者则继续通过大

宗交易平台减持筹码，降低仓位。

另一方面， 则是地产股出现

了相对活跃的态势。新黄浦、卧龙

地产、 凤凰股份以及与地产密切

相关的电梯股江南嘉捷等个股均

出现多笔大宗交易。其中，新黄浦

的大宗交易可能是股权争夺战中

双方进一步加仓所致， 而卧龙地

产等个股则有大股东趁产业景气

回升进行减持的嫌疑。

当前，地产政策有松动的迹

象，广西南宁、安徽铜陵、浙江宁

波及辽宁沈阳等城市明确松绑

“限购”，江苏无锡、海南海口等

城市买房送户口， 广东佛山、安

徽宣城和芜湖等调高公积金贷

款额度。 这类信息意味着地产行

业景气度可能会有所回暖，因此

部分实力游资准备抄底近几年

来股价一直低迷的地产股。 而拥

有产业资本背景的大股东则基

于目前地产销售压力增强等因

素而加大了减持力度。 双方一拍

即合，提升了近期地产股大宗交

易的活跃度。

另外， 从本周的大宗交易信

息中还可以看出， 市场对地产股

的景气度回稳还是有一定底气

的， 主要是因为地产股大宗交易

的折价率都比较低， 说明买入方

对未来的地产股股价回升趋势抱

有一定乐观预期。 如此乐观的心

态能否得到二级市场后续走势的验

证， 则需要看地产销售数据能否进

一步乐观。否则，地产股的接盘者可

能会面临着较大的股价回调压力。

重点个股点评

凤凰股份（600716）：公司的

地产业务较具特色， 主要是以文化

地产为主，在产品销售、产品盈利能

力等方面较同行业的其他上市公司

有着一定的优势。另外，公司在南京

证券、 江苏银行等金融股权的投资

力度方面，表现也可圈可点，提升了

公司股价的溢价能力。总体而言，该

股股价弹性较强，值得跟踪。

安诺其（300067）：公司以染

料业务为主，定位于中高端，所以在

产品价格上涨初期， 公司的盈利能

力难以迅速体现出来， 因为中高端

产品价格调升的难度较大。 但随着

产品价格的持续上涨， 尤其是从低

端向中高端转移， 安诺其的盈利能

力有望持续提升。 这也是该股今年

以来涨幅超跃行业龙头浙江龙盛等

个股的主要原因。 公司的产能还有

望在近一两年持续释放， 投资者仍

可跟踪。

金城医药（300233）：公司是

国内最大的头孢抗生素侧链中间体

生产厂商。 其中，主营产品

AE-

活

性酯、头孢克肟侧链酸活性酯、头孢

他啶侧链酸活性酯在其细分市场份

额均为第一，呋喃铵盐排名第二。下

游主要头孢产品稳定增长， 头曲松

钠和头孢呋辛等已被列入国家基本

药物目录（

2009

版），需求有望得到

进一步释放。 虽然创投资本在近期

持续减持，但接盘的承接力度也强，

尤其是机构专用席位有扫货迹象，

投资者可关注公司股价在消化大宗

交易抛压之后的进一步表现。

（作者系金百灵咨询分析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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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学贝莱德 莫学赵丹阳

高兴

两年前， 有着“中国阳光私募第一

人”的赵丹阳带着对印度股市的绝望，回

到中国股市。 两年后，他见到的是这样的

场景：A股上证指数从 2500 点跌到 2000

点附近窄幅挣扎，印度孟买股指从 15000

点涨到本月的 25000点，创出新高。

传说中的卖在地板上、买在山岗上，

就在两个市场的投资切换之间。

事实上， 赵丹阳在印度的投资一度

盈利，但 2011 年的基金亏损给予他重大

打击。 从投资轨迹上看，一年时间，赵丹

阳对印度市场的看法发生 180 度转变。

在 2011 年《致投资者的一封信》中，赵

丹阳说， 公司早已开始投入大量精力研

究印度市场， 赤子之心新加坡公司吸

收了一些优秀的印度籍研究员。 当时，

赵丹阳的两只基金已经各持有约 30%

的印度股票仓位，但显然还不够多，信

中说“2011年将重点投资印度市场” 。

一年后，2012年《致投资者的一封

信》中，赵丹阳称遭遇“基金成立以来

最大幅度的账面损失” 。 他管理的赤子

之心价值投资基金、赤子之心自然选择

基金， 在 2011 年分别下跌 28.67%、

24.79%。 在信中，赵丹阳称自己找到失

败的理由：投资的印度企业本身相当不

错，但随着深入了解发现，印度企业的

公司治理是一个较大的问题，比如大股

东可以合法挪用上市公司的现金。

他想到了回归 A 股，说：“未来中

国会在一些本国的新兴产业上崛起新

的英雄……我们的注意力逐渐回归中

国， 目前已经寻找到一些可以投资的

公司。 我们在印度抛售治理结构不好

的公司后，逐渐买入这些中国公司。 ”

赵丹阳总结说：“好的主业加上

好的治理结构，才是值得投资的公司，

这是我们投资印度两年来最大的经验

教训。 ”

这个总结不知他人看了如何，我

当时是喝茶时猛喷了一口茶水， 差点

呛到。 先不说印度相关公司的问题是否

有他说的那么严重，虽然在 A 股市场不

合法，但大股东挪用上市公司资金、掏空

上市公司的事情少吗？ 这种事情貌似在

中国股市也只能用层出不穷、 前仆后继

来形容。 这是不是中印股市最大的区别

先不说， 一年时间改变了对一个大市场

的判断， 如果不是之前决策过于仓促

（这点也不像，因为赵丹阳说从 2009 年

公司就开始花费大量精力研究印度市

场），就是新的决策过于鲁莽，以一个错

误来承接上一个错误。

不用等到今天的印证， 就在赵丹阳

把基金亏损的罪魁祸首归到重仓的印度

蓝筹股 United� Spirits� Limited 身上并割

肉后， 该股半年时间股价上涨两倍……

赵丹阳持股时几乎单边下跌。割肉后，该

股在 2012 年创出新高。轻易地否定之前

花费大量时间做出的研究， 给亏损找个

借口很容易，面对现实不容易。

美国基金业巨头贝莱德和赵丹阳同

时进军印度市场， 而遭遇还要糟得

多———如果持股度过完整的 2012 年，赵

丹阳的基金将由亏损变为盈利， 而贝莱

德旗下印度基金中今年表现最好的

TIGER 基金， 截至去年底时亏损 16%，

亦为该基金史上最大亏损。

结果，今年最近三个月，随着股市

的强劲表现，TIGER 基金投资回报率高

达 40%， 是彭博社统计的 64 家印度股

市基金中表现最好的品种。 有人将印度

股市的持续上涨归结于新任总理莫迪

推行经济扩张计划，也许与此有关。 虽

然印度股市此轮牛市起于今年 2 月份，

那时莫迪还未胜选，不过市场有此预期

也是正常的。 但从海外投资者的角度来

说， 今年看好印度股市的理由和角度，

和三年前赵丹阳的看法并无不同：印度

庞大的人口红利、 巨大的潜在市场，以

及较低的人均 GDP（国内生产总值）和

人均消费如果高增长将会带来怎样的

变化等等。

生活支配钱，还是钱操纵生活，这种

议题又俗又热。 咱们可以将这议题的词

语置换为“股价” 和“资金” 放到股市。

在大的层面上， 股市翻来覆去讲的内容

其实不会有很大变化；在微观品种上，蓝

筹股很大程度取决于所在产业， 短期一

般也不会发生很大变化。 如果一家大资

金轻易地左右翻盘，免不了被股价玩弄。

当赵丹阳不断否定自己、 用一个错

误结束另一个错误时， 贝莱德却没有被

市场的“错误” 打晕，最终赢得了股价的

正向回馈。

本周大宗交易排行榜

数据来源：证券时报数据部 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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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板公司要分食环保4万亿蛋糕

证券时报记者 马宇飞

近日， 国家发改委环资司副司长

吕文斌公开对媒体表示，节能环保产业

将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力争到

2015

年产业总产值达到

4.5

万亿元。 对于资

本市场而言， 这块大蛋糕无疑充满诱

惑力。

不过， 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不断

完善的背景下， 分食蛋糕的将不再限于

A

股上市公司， 代表新兴生产力的新三

板公司也同样具备竞争力。

一方面， 新三板正在聚集越来越多

更灵活、更有“野心”的资金，而恰好资金

问题就是困扰节能环保行业创新发展的

瓶颈所在。

随着

6

月

5

日 “做市商做市业务

管理规定”的发布，市场翘首多时的做

市商靴子落地，新三板开始显现相对成

熟的市场特征， 从企业到中介机构、地

方政府， 都对新三板表现出了极大的

信心和热情。而在沪深两大交易所

IPO

走走停停，各种事前、事中、事后监管

从严的背景下，加上可直接“转板”预

期，嗅觉灵敏的资金，开始将目光转移

到新三板。

据媒体报道， 不少券商均直投子公

司设立新三板投资基金， 全国股转系统

副总经理高振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透

露， 证券公司准备了上百亿资金备战做

市业务。据媒体报道，不少私募基金大佬

也都表示要抓住新三板这一大好机遇。

专门投向新三板的私募产品亦开始成为

新宠， 这些基金的主要参与渠道则是定

向增发。 数据显示，最近两个月，新三板

定向增发数量明显放大， 总金额已经超

过

36.5

亿元， 是今年一季度的

6

倍、去

年全年的

3

倍。

今年

1

月份， 广西天涌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涌科技）在新三板挂

牌。该公司董事长梁华易表示，节能环保

领域的民营企业，尽管发展前景良好，但

基于目前阶段体量通常都较小等原因，

很难得到银行体系资金的青睐。 相比之

下，新三板的融资无疑更灵活，是行业解

决资金问题的活源之水。

另一方面，在目前新三板挂牌的近

800

家公司中， 本身不乏具备节能环保

概念且发展潜力巨大的公司。 其中，甚

至有不少公司还是所在细分行业的“隐

形龙头”，如上文中提及的广西天涌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与其他环保公司瞄准政府、 企业不

同，天涌科技的客户主要为学校，公司利

用自主研发的“

EPC

再生能热水智能供

应系统”，为住校学生提供生活热水节能

方案， 并以合同能源管理方式为其提供

节能服务。 尽管这只是节能环保的一个

细分领域，但由于全国高等院校、职业学

校众多，市场容量高达数百亿元人民币，

发展空间不容小觑。 而作为目前国内该

领域唯一一家迈入资本市场的公司，天

涌科技“校园节能第一股”的概念在新

三板做市商制度推行后， 势必受到资

金的重点关注。

分析人士指出， 节能环保公司挂牌

新三板， 首先是享受新三板便利的直接

融资功能， 同时也能享受上市公司标签

带来的信用背书， 由此更快更好地获得

资金支持， 在未来争夺市场份额的较量

中占据上风。

大盘筑底 新股爆热引发资金回补

张健

本周股指弱势反弹 ， 沪指涨

0.48%

，深成指涨

1.62%

，成交略有萎

缩被

5

周线反压， 创业板则大幅反弹

4.11%

，以阳包阴站上半年线。

近期，市场总体处于无序拉锯中，

地量水平使市场参与者昏昏欲睡。 目

前市场各方面因素在回暖， 经济基本

面虽企稳增长， 但市场资金可能更关

注上涨的持续性。

宏观方面， 汇丰

6

月中国制造业

采购经理人预览指数为

50.8

，

6

个月

来首次升至荣枯线以上，并创下

7

个

月新高。 其中，国内订单和出口订单

分项指数都在扩张区间。 结合

5

月中

国官方和汇丰制造业

PMI

双升的趋

势来看，说明中国经济下行的走向已

经止步，微刺激政策初见成效。今年

3

月底

4

月初，棚户区改造、铁路建设

和对小微企业优惠的三项经济推进

措施， 刺激经济最低层部分活跃起

来。 第二次定向降准则是为了配合这些

微刺激措施在金融货币上能够得到具

体落实而为。

资金面方面，

6

月的总体情况还算

不错，央行暂停正回购连续七周净投放，

资金面压力年中无虞， 国库现金定存

3.8%

的中标利率反映了当前市场流动

性的充裕， 也可以反映机构对下半年流

动性的乐观预期。

从技术面上看， 半年来主板走势

特征明显。 首先，这是典型的横盘拉锯

战，时间长波幅小，指数的空间震荡在

历史上也是非常少见的。股指震荡筑底

无趋势特征明显， 大致围绕

30

日线上

下

50

多点的区域波动， 多空其实都没

得到大的便宜。 沪指出现三角形整理，

底部在

2000

点上下， 斜边高点在不断

下移，目前离收敛点越来越近，日、周

均线目前全部空头排列， 成交始终地

量水平。 由于增量资金有限，主板整体

机会不大， 明显的赚钱效应还是要看

创业板。

其次， 由于制度不完善导致 “中国

式”炒新经久不衰，本次新股超低发行

更引发大量资金介入，曲线炒新带动了

一批概念股再次活跃，创业板因此再次

走强。 上周四，创业板收出一根大阴线，

本周则急速反弹， 目前点位已不算低，

从形态看可能形成头肩顶，但半年线被

踩下后， 得益于新股上市的催化作用，

创业板后市的主要看点就是如何化解

头肩顶，在创新高的同时技术上再做背

离，持有近期快速拉升标的的投资者可

考虑分批减仓。

（作者系中航证券分析师）

高兴就说

Luo F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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