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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7

震荡行情好做个股

凯风

本周， 随着

7

月份一系列数据的出

台，市场出现了不同的解读声音，更有甚

者， 竟然伪造国泰君安看空报告搅动市

场，沪深股市因而出现大幅动荡。笔者认

为，过往数据确实不尽如人意，但并未出

现超预期下滑， 投资应面向未来看到其

中蕴含的机遇， 目前上证指数涨幅还不

到

10%

，本轮行情并未结束。 不过目前

点位是上波套牢盘集中区， 股指出现震

荡亦在情理之中， 投资者目前思维应从

指数转向个股。

周三公布的

7

月份金融数据显示

新增贷款和社会融资环比均大幅下降，

分别只有

3852

亿元和

2731

亿元。数据

公布后，中国股市应声而落。 央行及时

发布了解释：

1. 7

月份是历来“小月”，

有季节性因素；

2.

需求总体疲弱，

6

月冲

贷消耗项目；

3.7

月份存款下降，存贷

比制约贷款；

4.

银行继续维持谨慎的

战略。 事实上，央行的解释已经很清

楚了， 扣除

PSL

后，

6

月和

7

月没有

多大差别，谈不上大降。 仔细看贷款

减少主要来自房贷减少，暗示着未来

可能降息，其实，这对股市来说是一

个利好。

仅仅一天之后， 国务院就发布指

导意见， 要求各相关政府部门着力缓

解企业融资成本高问题。 此举说明高

层已经意识到了经济面临的复杂情

况， 需要在今年的剩余时间中继续执

行刺激措施才能实现其

7.5%

的经济

增长目标。这次用的态度是确保，确保

水放到位， 央行货币政策宽松力度有

望超乎想象，

A

股又能跌到哪去。 显

然，基本面走软与政策支持正在角力，

这一局面至少年内不会改变。当然，这

些举措对传统银行业务来说有所打击，

这也是近期银行股走弱的原因。 直接融

资方面， 国务院要求健全多层次资本市

场体系，继续优化主板、中小企业板、创

业板市场的制度安排。 支持中小微企业

依托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开展融

资。这些举措对券商来说都是好事，券商

股后市仍可看高一线。

资金方面， 根据央行周五公布的数

据可计算得出， 央行和金融机构

7

月份

外汇占款增加人民币

378.35

亿元。 这是

外汇占款在

6

月减少后再度开始增加，

显示资本流入中国， 人民币汇率近日也

不断创出新高。此外，香港金管局总裁陈

德霖

12

日表示，

7

月

1

日至今金管局已

在外汇市场承接

90

亿美元，资金流入不

排除是为了买港股。目前欧美股市低迷，

资金在寻找出路， 而亚洲新兴市场估值

比欧美市场低

30%

以上， 所以热钱来

了。对市场而言，资金流入必然会提升资

产价格，而且，内地的蓝筹股大多比香港

还要便宜，所以，指数方面也没什么过于

担心的。

个股方面，据外媒消息，苹果供应商

已经开始生产下一代

iPad Air

和

iPad

Mini

，年内均有望上市。 此外业内人士

预计苹果将于

9

月

9

日召开发布会，

发布

iPhone6

手机， 并在

10

月召开独

立发布会，发布新款

iPad

，同时可能发

布其他新品。 这意味着今年秋季苹果

产品线将显著更新。 如果苹果在

9

月

份发布

iPhone6

， 按照生产周期理论，

7

月份苹果产业链相关厂商已经开始接

到苹果订单，进入量产阶段，有望提升

下半年的业绩。 后市投资者可关注苹

果产业链机会， 尤其是蓝宝石产能增

长快的企业， 从而挖掘出苹果产业链

中的“小苹果”。

面对一致的声音不要太天真

付建利

前阵子 A 股市场接连大涨

时，市场上乐观的声音一片，类似

“我们站在新一轮大牛市的风口”

这样的声音时有所闻，一些散户投

资者听着激动不已，拿着钱就往股

市里砸。最近一周市场的走势再一

次给跟风的投资者一个教训：每当

市场形成高度一致性的亢奋时，保

持警惕的心态实在是非常有必要。

本轮 A 股市场的反弹，乐观

者的理由无外乎以下几条：第一，

受政策微刺激影响， 中国经济正

在微复苏； 第二， 沪港通开通在

即， 大盘蓝筹股成为聚集在香港

的国际资金狙击 A 股的主要目

标； 第三， 宽松的货币政策给 A

股市场提供了增量资金；第四，A

股市场大盘蓝筹股足够便宜；第

五， 房地产市场进入平稳甚至下

降通道， 社会上的闲散资金出于

保值增值的需要会进入股票市

场；第七，利率市场化是大趋势，

社会资金成本下降。 这些理由听

起来确实逻辑自洽，加上 A 股市

场前期一阵强劲反弹， 跟风追进

去的散户投资者不少， 尤其是笔

者身边的好几位散户投资者，整

天看着各种媒体上蓝筹股还要反

弹的乐观声音， 冲进去买了不少

估值洼地里的大盘股。

认真冷静下来想想，以经济基

本面而论，中国经济的微复苏显然

不是一两天的事情了，即便是微复

苏，偶尔也有反复，比如最近公布

的金融数据还挺难看。以沪港通开

通在即来说，海外资金可能确实认

同蓝筹股的价值，但是在没有开通

之前， 内地的 A股投资者以此为

逻辑狂买蓝筹股，在投机气氛仍然

很重的 A股市场， 也许短时间内

蓝筹股就涨过头了，聪明的海外资金

会有那么傻在沪港通开通后来接盘？

也就是说，当内地的投资者形成对蓝

筹股看好的一致预期时，海外市场觊

觎大盘蓝筹股的资金也一定会保持警

惕。 这个市场的聪明人和聪明钱不少，

断然不会让散户把蓝筹股推高之后再

来抬轿，没那回事！第三，大盘蓝筹股估

值早就非常便宜了， 不是今时今日的

事情。 第四，房地产尽管没有了昔日的

疯狂， 但沉淀在房地产市场的资金不

会那么容易出来，即便出来了，也不会

愣头青地一个劲往A股市场涌。最后，

利率市场化是大势所趋， 社会资金成

本下降显然需要一个过程， 暂时社会

资金成本下降对企业盈利的改善不会

非常明显， 而且实体经济对资金的需

求正在不断下降。

很大程度上，本轮 A 股市场的

反弹是受沪港通开闸预期的刺激，由

资金推动上去的， 而资金推动的市

场，风格转换会非常快，这也是最近

一周以来蓝筹股涨不上去的主要原

因。中国经济的结构转型不会是一蹴

而就的事情，钢铁、煤炭等传统周期

性行业会一个接一个地经历僵尸化

的过程， 从日本经济的发展历程来

看，中国经济中传统产业一个一个衰

退下去，也就是僵尸化的过程至少还

会持续四五年的时间，这就决定了 A

股市场不会出现大的系统性牛市。在

没有系统性大牛市的背景下，当一个

市场高度形成某种一致性预期时，比

如一致性看好蓝筹股，投资者就该保

持高度警惕了。投资永远是与人性作

战，股票市场上给点阳光就灿烂的人

们，动不动喊出大牛市的口号，要么

就是机构忽悠老百姓频繁交易，借此

增加佣金收入；要么就是死多头获取

老百姓更多的点赞。 很多时候，面对

市场高度一致性的声音， 真的不能

太天真。

疯言峰语

Luo Feng蒺s Column

周末随笔

Weekend Essay

酒店预订网络商的小算盘

罗峰

前段时间， 突然接到一个来自北

京的电话，问我几个月前住酒店的事。

我半天都没搞懂是什么问题， 好一会

儿才晃过神来。

对方是北京一家酒店的财务人

员，来电确认那次入住的情况：天数、

结算情况等等， 因该酒店与艺龙网在

结算上有了纠纷。 纠纷起因是我通过

艺龙预订住了一天、 退了艺龙所订服

务又住了一天。

事情缘起之前一次去北京出

差， 恰逢单位驻京机构常联系的酒

店爆满， 北京同事热心地帮我联系

住处， 那几天朝阳区酒店生意特红

火， 同事最后在艺龙网上搜到附近

合适的经济型酒店， 算是解了燃眉

之急，不然从河北回来会无处落脚。

表面看来是三赢 ： 艺龙网这

种酒店预订网赚取费用、 酒店得

到了客户 、 客人找到了合适的酒

店 。 后来才知道 ， 酒店并不这样

看， 而知道真相的客户也有点不

爽 。 表面的和谐是一次变故打破

的。 原本通过艺龙网预订了一天，

当晚接到信息，次日航班取消，只

得续住一天。

次日早晨办理续住手续时，酒

店前台小姐欲言又止 ， 最后委婉

地说周末有个促销活动， 续住不

如把前一天的账先结了， 现在的

价格更优惠。 我一听就明白了，让

前台报价 ， 比在艺龙网上所订房

价

500

多元要低

100

多元，而且还

包早餐……

于是按酒店的建议， 把第一天的

账结了，在酒店新开一张单。 末了，我

还是忍不住好奇心问： 这个

400

多的

价格本来就是你们酒店的市场价吧，

酒店方面默认了。

在酒店市场上， 挂在墙上的叫门

市价， 入住往往会有一个比门市价低

的折扣价即市场价， 还有一种价格叫

“协议价”。 各单位一般会与附近一家

或几家酒店签订合作协议， 协议价以

比市场正常折扣价还要低很多， 旅行

社、 酒店预订网站等也会与酒店有个

协议价。 所以，当客户从艺龙网预订北

京这个酒店后， 艺龙网拿到的协议价

其实很低， 但卖给客户的价格却比酒

店正常价格还高很多。 也就是说，如果

客户不从艺龙网预订， 而是查到这家

酒店有空房后，直接走到酒店去入住，

会比网络价低很多。

从这个情况看， 残酷的事实打

破的不是对“网络低价 ”的认识 ，而

是对酒店预订服务商的认识 。 从酒

店方面来看， 显然早就对这些网络

平台不满 ， 虽然为招揽客户多提供

了一条途径。

从市场看， 没能在客户体验上

打造登峰造极的创新或比价效应的

互联网企业 ， 最终在竞争力上难免

令人担忧 。 互联网的同业激烈竞争

一直很残酷 ， 目前国内的酒店预订

网络企业基本在美国 上市 。 艺龙

（

NASDAQ

代 码 ：

LONG

） 的 市 盈 率

（

LYR

， 以上一年度每股盈利计算）

为

250

倍，根据该公司信息，有

2000

万会员 ， 在全国已经和逾

2

万家酒

店建立合作关系。

重仓去旅游 距离产生美

曾宪斌

一位资深股民朋友近日聚会

辞行：全家欧洲深度游一个月，然

后是非洲、 拉美……目的就是远

离市场，不受短期波动的干扰。

这位股民朋友是中国股市最

早的一批股民， 他历经多次熊转

牛的大行情。总结起来，牛市中最

勤快， 坐在电脑前操作最认真的

那位，收益恰恰是最差的；相反，

有几次大行情因为工作需要长时

间出差，受当时技术条件的局限，

无法异地操作，心急如焚，反倒是

吃足了行情的涨幅。如今，虽然不

用上班出差了， 却毅然决定全家

出游， 甚至外出也限制自己的异

地操作。

笔者并非提倡所有朋友都远

离市场， 但这位朋友的经历和经

验倒真的颇具启示。 其实我们也

听到过类似不同版本的故事：某

人因为熊市漫长， 居然忘记账户

里还有股票，牛市末期，群情汹涌

时，偶然打开一看，已然赚得盆满

钵满；也有人确实因为犯事坐牢，

动弹不得，刑满释放，股票大赚。

重仓去旅游， 是有一定条件

的。有的人专业操作水平高，能短

线冲浪，有的则善于大波段操作，

这些人的收益多能跑赢大盘，当

然何乐而不为。 问题是对大部分

股民而言，上述美事，都是可望而

不可即的，一味东施效颦，很可能

适得其反。牛市中的频繁操作，最

终跑不过大盘， 是历来统计上的

事实；而盲目长线投资，在中国特

色的股市中，也是很不可取的。除

了少数股票或许可以长期持有而

高枕无忧， 大多数股票都经受不

住中国式熊市的煎熬。

所以，对大多数股民而言，最具

操作性的方法是， 一旦熊市形成共

识， 大趋势向下确认， 就要果断出

局；反之，牛市来了，上升趋势明晰

了，重仓而入。 要想与牛共舞，把大

盘指数赚到， 最切实际的操作就是

少操作，甚至不操作。 重仓旅游去，

老子所谓“无为而无不为” 用在这

里，恰逢其时呀。

此波行情是确立 2000点为历史

大底的大行情，大底孕生大牛，已被

越来越多人所认同。 如今大盘处在上

升的初始阶段， 此时重仓后远离市

场，减少操作更具指导价值。 等你旅

游回来一看，必是一场惊喜。

至于重仓哪些股票，固然也很重

要，但不是最重要的。 历史的经验证

明，正如每一轮熊市大多数股票最终

跌幅大致相近，每一轮牛市中大多数

股票的涨幅也大体相当，差别也就是

个时间先后而已 。 如果你想求稳妥，

就买代表指数走势的 ETF得了。在本

轮牛市中，重仓低估值蓝筹股，也是

妥妥的。 跑赢大盘多少不敢妄测，不

输给指数当是大概率事件。

有人说，我只要明白这个道理，

坐在电脑前也可以捂住不卖呀？说得

没错， 如果你真是做得到守纪律，当

然没问题。 问题是大多数人不守纪

律，明知故犯。 有篇文章“不要挑战

人性” ，其中举例老婆用闺蜜美人计

挑逗老公，老板用不义之财诱骗员工

忠诚，结果毫无例外贪色、贪财的人

性受不了挑战。 股市中的震荡，庄家

洗盘，都是利用了大多数股民贪婪与

恐惧的本性，很难抵御。比如 2007年

5月份那次，“半夜鸡叫”的大震荡，

又有几人顶住了呢？还不如索性视而

不见，信一回“距离产生美” 。

唇枪剑雨

Chen Chunyu蒺s Column

科幻指导公司战略？

程喻

作为一个文科生， 虽然对科技很

多地方都似懂非懂， 但这并不妨碍我

对《三体》的喜爱。 窃以为，科幻小说最

大的硬伤就是虎头蛇尾， 开头精彩绝

伦，结尾简单粗暴，但《三体》的作者刘

慈欣却能在世界观上层层递进， 一本

比另一本更宏大。

据说互联网行业喜欢《三体》的人

更多，最近雷军就毫不掩饰地表达了滔

滔不绝敬仰之情，并且将其上升到公司

战略的高度。 科幻指导公司战略？ 听起

来多像是营销战略，因为雷军在表达这

个观点的时候，有意无意地提到，自己

是在测试小米平板时重温这三部曲的。

但我更愿意把其当作企业文化的洗脑。

很多时候， 科幻和哲学都是硬币的两

面，科幻是哲学观念的故事化，哲学是

科幻小说的抽象化。用哲学来指导公司

战略难免有些站得过高的尴尬，但是把

它当作企业文化来就好理解多了。

三体哲学观主要体现在黑暗森林

的设置上：宇宙一片漆黑，文明是黑暗

中的一叶浮舟， 如果发现了别的生命，

能做的只有一件事情：藏好自己，做好

清理。 因为在这片森林里，有两个基本

公理：第一，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要；第

二，文明不断增长和扩张，但宇宙中的

物质总量保持不变。 如同数学公式一

样， 两个公理又能引申出很多定理，比

如猜疑链， 因为文明之间相隔很远，

无法判断对方是善文明还是恶文明；

又因为物质总量保持不变，在这个零

和游戏里，他人即地狱，即便是弱小

的文明，也会有朝一日技术大爆炸变

得强大，所以要先下手为强。 诸如此

类的设置，与竞争激烈的互联网市场

有着重大相似之处。

比如小公司随时可能发生技术

爆炸， 一下子远远走在大公司前面，

灭掉大公司，参照

Facebook

的崛起；

毁灭你，与你何干，参照腾讯对于小

公司的模仿；斩尽杀绝，这是对一个

文明最高的重视，参照微软收购诺基

亚之后大裁员；降维攻击，把海弄干

的鱼在海干前就上了陆地，从一片黑

暗森林奔向另一片黑暗森林，参照不

赚钱赚吆喝的电商，自己宁可活得惨

点，也要让竞争对手先死；你再快都

有比你快的， 你再慢也有比你慢的，

参照手机硬件市场，有跑在前面的苹

果、 三星， 也有见缝插针的小米、锤

子， 你以为市场已经被瓜分完了，总

会有人夹缝中求生存。

如果把上述种种转换为企业文

化，对于小公司来说，是一种高超的

画饼技术：看吧，总有一天我们会成

为大公司；对大公司来说，是时刻提

醒你要保持敬畏之心。 不过，与科幻

小说相比， 现实世界还是要温和得

多，首先市场有多大，谁也不知道；其

次，世界也不是完全黑暗的，各个

CEO

之间还是有自己沟通的渠道；此外现实

生活中还存在一些有“暴露基因”的公

司，他们的存在的目的就是被大公司兼

并，从而获得资本溢价。更为关键的是，

黑暗森林体系的时间是以光年计的，到

那个时候，技术都不知道更新换代多少

次了。

普通如我， 只能看到这些表象，其

实刘慈欣早就阐述过他对互联网的看

法：

IT

与航天在精神内核上是一致的，

都是以创新为生命， 开拓未知的空间。

互联网为人类创造了一个数字世界，航

天开拓的是太空的空间。前者在过去

70

年的时间内获得了巨大发展，从少数精

英的试验走向了全人类共同创造，航天

则暂时局限于国家战略， 一旦放开，将

会是比互联网更为庞大的无限市场。 这

又完全是站在历史发展观上看问题了，

我完全赞成， 只是有个小小的心愿：希

望他能写一本以互联网为题材的科幻

小说，届时绝对支持正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