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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事件
也会是大礼包

好公司永远没有突发事件
证券时报记者 付建利
做投资的人， 总喜欢提到一个
词：热点。 投资的世界里，最大的确
定性，就是充满不确定性。股市里的
突发事件、热点事件，对股市的走向
有着莫大影响， 以至于不少投资者
忙着追热点， 探究所谓的突发事件
对股市的影响。如果把时间拉长，对
好公司来说，所有的突发事件，都是
过眼烟云，不值一提。

突发事件有无影响？
有好的突发事件， 也有坏的突
发事件，无论好的，还是坏的，短期
来说，对股票市场都有影响。比如当
年白酒股的塑化剂风波、 牛奶行业
的三聚氰胺事件， 短期内对相关股
票的走势有着很大影响。 塑化剂风
波，让好多白酒股都跌了个透心凉；
三聚氰胺也是， 让乳业股不分青红
地跌。这些所谓突发事件，最容易发
生在医药和食品饮料领域， 往往都
是不好的突发事件， 亦称黑天鹅事
件。因为白酒和医药行业里面，作假
的话，一般投资者是很难发现的；一
旦被揭发出来， 对相关股票股价的

负面冲击，就是致命的。
突发事件分为很多种， 有上面
这种黑天鹅事件， 也有天灾人祸的
突发事件，比如这次九寨沟的地震，
也是突发事件。地震之后，面临灾后
重建的重大工程，基建、水泥等股票
就很可能走强；此外，灾后还容易引
起疫情发生，相关的医药股，也值得
重视。 这种天灾， 当然也是突发事
件，短期之内，也会带来股票市场相
关行业和个股的变化。
2008 年汶川地震之后， 水泥、
基建工程相关的股票， 就走出了一
波力度比较大的行情。 但把时间拉
长来看，10 年后的今天， 这些突发
事件对相关股票和行业的影响，完
全可以忽略不计。 当年地震后涨得
最凶的那些股票， 之后该到哪里还
是到哪里。当年三聚氰胺事件之后，
虽然短期对伊利股份造成了一定冲
击， 倒是给价值投资者放出了一个
捡便宜货的极好时机。 作为乳业行
业的龙头， 伊利股份的股价在三聚
氰胺事件消化之后， 反而还走出了
更大的行情。又比如塑化剂风波，对
于贵州茅台和五粮液这样优质的白
酒企业来说，短期之内是有影响的，
但未来呢，影响同样微乎其微。

反倒是，那些质地差、或者业绩
造假的公司，被媒体曝光之后，股价
跌跌不休，或者干脆死掉。这些造假
的公司，投资者更希望“
突发事件”
越来越多， 让他们的造假行径大白
于天下，让股票市场越来越阳光化，
价值投资的土壤越来越丰厚。 与此
同时，投资者在选择股票时，也要多
加强研究， 对那些造假的公司避之
而不及。
对于好的公司来说， 突发事件
只会引来短期内的股价下跌， 对于
不了解公司基本面或者耐性不够的
投资者来说，他们往往会惊慌失措、
出货了之； 而对于那些对公司基本
面研究较深， 敢于坚持自己独立观
点的投资者来说， 则提供了难得的
补仓或建仓机会。
因此，对于好的公司来说，永远
不存在什么突发事件。

为什么市场
在意“突发事件” ？
显然，把时间拉长来看，优质的
公司根本不受所谓突发事件的影
响，无论是利好，还是利空。 塑化剂
风波的确对贵州茅台短期的股价有

影响，但几年后的今天，贵州茅台的
股价快到 500 元了， 当年的塑化剂
风波， 压根儿对茅台的股价没有产
生半点儿影响。优质的公司，该怎么
走，最终还是会怎么走，因为市场上
足够聪敏的钱和聪明的人， 从来就
不缺乏。
那么， 为什么投资者对那些所
谓突发事件念念不忘呢？ 最根本的
原因，总结看来，有如下几点：第一，
大部分投资者其实是受羊群效应驱
使的， 当市场上很多人都在谈论某
个突发事件时， 其他投资者也大概
率会主动卷进去。 在这个信息和资
讯无比发达的时代， 谁都不想被落
下，谁都想赶趟儿，这种羊群效应叠
加从众效应，会导致 A 股市场投资
者谈论所谓突发事件一波接一波，
永不枯竭。
第二， 突发事件对上市公司的
股价短期之内有影响， 如果是好的
突发事件，投资者当然希望赚快钱，
赶紧冲进去赚一把，先赚了再说！至
于是否符合自己的投资风格？ 对具
体的上市公司是否了解？ 先不管这
些，也没有时间和兴趣管这些了，总
之，先跟上去再说！要不然，就迟了！
如果是坏的突发消息， 投资者生怕

事件的负面影响继续发酵， 同样是
赶紧出货再说！ 唯恐跑得比别人慢
半拍。 如果跑迟了，被套了，那就被
动当起了股东， 陷入自怨自艾的恶
性循环。
当然， 如果持有贵州茅台这样
的股票， 就很可能因为最终解套而
欣喜不已。 其实，如果对上市公司基
本面有比较深的研究和了解， 投资
者最应该关注的， 是这只股票到底
值不值目前这个价？ 该如何给股票
定价？ 至于所谓突发事件的影响，一
般是不太会去理会的。
说白了，为什么投资者那么在
意 “
突发事件”？ 就是因为想赚快
钱，想趁所谓利好消息赶紧去投机
一把， 经不住市场的各种短期诱
惑；或者，因为对自己投资的标的
不了解， 一旦坏的突发事件来临，
就慌不择路地想走人。 殊不知，对
于好的股票来说， 这种突发事件，
正是补仓的大好时机。 要做到对自
己投资的股票内心保持笃定，不因
为所谓突发事件而惶惶不安，最根
本的，还是需要投资者“
艺高”，才
能“
人胆大”。 对自己投资的股票足
够了解， 才能保持一颗淡定的心，
大胆持有、放心持有。

热点藏盲点 别当被割的韭菜
见习记者 王媛媛
A 股一旦发生热点事件， 市场
活跃度“
蹭蹭蹭”上升，其中也出现
了不少割韭菜行为。
突发事件、 热点现象往往代表
着变动和新事物， 也代表着充满想
象的投资机会， 吸引无数股民竞折
腰。这其中又一分为二：一类有历史
案例可循，一类是全新事物。无论哪
一类， 对大部分狂热的散户投资者
来说， 都要注意可能隐藏在热点现
象背后的盲点。
第一类热点现象是会重复发生
的大事，常有历史案例可循。以本周
地震事件为例， 四川九寨沟和新疆
博尔塔拉州精河县相继发生地震，
第二天灾后基建、医药、救援物资等
“
抗震概念股”便出现上涨。 截至当
日收盘， 这一波概念股大多呈现高
开低走局面。 不少分析人士对照以
前几次地震及灾害对标分析， 认为
本次地震对产业、产能破坏较小，后
期重建为企业带来的业绩贡献有限
是主要原因。
但即便这样， 一个热点就能牵
动中国股市异常波动已是不争事
实。机构虽不能早作准备，但在第二
天入市时， 可以凭借大体量资金和
更优的交易基础设施， 优先下单成
交，成为所谓的“
庄家”。 当然，这些
机构退出时机也更准、速度更快，往
往在高位最先抛出， 成为引发股价
雪崩的导火索，惹上操纵市场嫌疑。
以本次地震中概念股四川路桥

（
600039）为例，据 wind 数据统计，8
月 9 日机构流入 3475 万股， 流出
4789 万股；大户流入 5123 万股，流
出 6045 万股；中户流入 6414 万股，
流出 5635 万股； 散户流入 5398 万
股，流出 3919 万股。 由于不少机构
在操控资本时会将资本打散， 大户
行为也可能由机构进行。 通过上述
数据明显发现， 在当日对四川路桥
的交易中， 机构和大户流出股票显
著多于流入股票， 而中户和散户流
出股票显著少于流入股票。
另一类热点现象是全新事物，
近几年多发生在影视文娱行业。《
欢
乐颂》 大热引起红星发展（
600367）
股价大涨， 投机者的暴富心情可见
一斑。但是，除去这种股价无厘头上
涨的故事外，看似“
有厘头”的上涨
也需警惕。 以《
战狼 2》为例，上映至
今票房已突破 40 亿元，带动相关概
念股北京文化（
000802）和捷成股份
（
300182）股价大涨，两者分别为该
电影的发行方和出品方之一。 就在
电影票房持续破纪录、创新高，市场
也看好相关概念股发展前景的时
候， 该片最大出品方北京文化在 8
月 7 日晚公告称， 部分董事及高管
拟减持， 这使得公司第二天股价大
跌逾 6%。
票房表现乐观，如今电影还在
势头上，加之今年年初《
人民的名
义》大热，时政、军旅题材影视发展
空间被看好，不少产业链上相关公
司也被挖掘， 按理来说一片蓝海，
为何北京文化高管要选择在此时

减持？ 实际上，文娱产业的风险在
于，单个案例的成功不能完全反映
公司的整体价值。 以北京文化为
例，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中公告了
极限挑战之
5 部上映电影，分别为《
最后的武士》（
正式上映后改名为
《
极限挑战之皇家宝藏》）、《
我的新
野 蛮 女 友 》、 《
刺猬小子之天生我
刺》、《
我不是潘金莲》 和 《
铁道飞
虎》。 根据中国票房统计，上述 4 部
电影票房分别为 1.25 亿元、3419.6
万元、823.5 万元、4.83 亿元和 6.99
亿元。 对比公司去年的电影票房，
创新高的《
战狼 2》显然带有偶然因
素。 但这并不意味着北京文化实力
不强，其拥有的《
极限挑战》综艺节
目依然为公司带来了强劲的竞争
优势。
凭借单个产品的火热对某个公
司的整体价值与可持续性做出判断
存在不小的风险， 股民因热点事件
炒高股价正是一种迈入风险的行
为。 更理性的行为应当是有热点现
象藏盲点的意识， 并能获取更多信
息，对公司价值形成更全面的判断，
再进行投资决策。 实际上，一般突发
事件出现， 公募基金并不会马上入
场， 除非该事件引起某些产能上的
大变动。 最有可能入场的是做短线
交易的私募机构和炒几天短线的中
小股民，然而两者的行为又有区别，
私募一般是快速进入， 赚的差不多
就退出；中小股民反应没有机构快，
陆陆续续入场、犹犹豫豫离场，最终
成了“
被割的韭菜”。

官兵/漫画

程喻
最近在追一部美剧 《
亿万》(Billions)，男
一号是华尔街举足轻重的对冲基金经理，
在与检察官斗智斗勇的同时， 其发家史也
被慢慢揭开： 发生 911 恐怖袭击事件时，这
位男一号冒着危险， 大举做空欧洲航空公
司和石油，一夜暴富，也因此，他由将要被
公司调查的小员工摇身一变成了亿万富豪
和慈善家。
这一类人， 可能被指责 “
冷血残酷、发
国 难 财 ”， 这 样 的 行 为 有 损 名 誉 ， 但 不 得 不
佩服他们超强的反应力和行动力， 堪称巧
妙利用突发事件的经典。 在现实中，这类例
子并不少见，甚至有精准定位：事件驱动型
策略。
再举一例子，近日《
战狼 2》热映，目前票
房收入已超过 40 亿元，有望成为票房最高的
国产电影。 大多数人只是感慨导演一朝翻身，
但是，作为一个投资人，是否能从这个社会现
象中赚取真金白银呢？ 如果是一名有心的投
资人，且对“
事件驱动型投资机会”稍有研究，
那么，当你在第一时间看到《
战狼 2》热映后，
就应该做足功课，知道《
战狼 2》背后有一家
上市公司北京文化（
000802）。 事实上，在 7 月
日至
月
日，在《
战狼 2》票房飙升的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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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下，北京文化累计涨幅高达 49.6%，期间还
收获 4 个涨停板，股价升至 21.14 元，成为其
今年以来的最高值。
事件驱动与内幕交易不同，前者的来源
是公开信息 ， 公 告 、 官 网 、 新 闻 ， 一 切 暴 露 在
阳光下，等待有心人来发掘。 关系重大的突
发事件，甚至不需要发掘，会像大礼包一样
直接砸到有准备的人手中，就像《
亿 万 》里
的主人公。 当然，不是万无一失，需要承担
风险， 如果事件没有按照预设的方向进行
呢？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但偏偏刮起了西
风，这是投资者最不愿看到的局面。 公开信
息的后续发展难以预料， 这种情况也难以
避免。
设想这样一个投资逻辑：“
某处地震——
—
地震位置附近原材料生产受影响——
—需要该
原材料的某上市公司受影响——
—该公司股价
预期下跌”。 看上去条条在理，但是对于事件
驱动型投资者来说， 他可能需要在地震的第
一时间就做出判断：第一、需要强大的知识储
备； 第二、 要对地震带来的灾难进行准确判
断。 是的，该地震感强烈，但是原材料生产区
域受损较小，救灾期间信息中断，投资者又无
法接收到这个消息， 是否要对该公司进行融
券交易呢？ 考验的是信息搜集渠道和反应速
度，等上市公司发出公告宣布消息，投资机会
早就一闪而过。
类似这样的突发事件型投资太多太多，
大到日本地震之后地震概念，流感爆发之后
的疫情概念；小到公司个股，比如双汇被央
视 315 曝 光 ， 重 啤 经 营 多 年 的 疫 苗 确 认 失
败，都能造就一段行情。 市场越平淡，突发事
件的影响就越大， 市场本来就缺乏热点，需
要一把烈火点燃激情，而现代科技资讯的发
达， 也很容易让市场的无形之手发挥作用，
形成资金合力。 一个已经在资本市场销声匿
迹的投资大佬，这样回顾其一次突发事件投
资：这不是股票，是彩票。 第一次刮出来“
谢
谢谢你”，这时候
谢你”，第二次刮出来还是“
大家都把它当废纸扔了， 但彩票还没刮完，
或者说，有人相信它还没刮完，万一后面是
个特等奖呢？
这也是突发事件型投资的魅力，风险高，
对心理素质和抗压能力的要求也高， 买彩票
的人这么多， 中大奖的真没有几个， 一旦中
奖，就会被捧为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