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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楼市“打新” 故事：陪跑三次 终于成功上车
北上资金加仓银行股
2月份净买入逾400亿元
证券时报记者 毛军
受国际市场剧烈震荡及 A 股本
周连续回调影响，本周北上资金净卖
出 75 亿元。 但从整个 2 月份来看，剔
除春节长假，仅 3 个交易周，北上资
金合计大幅净买入逾 412 亿元，今年
以来两个月累计净买入 812 亿元，而
去年全年才净买入 2089 亿元。

持续加仓银行股

吴比较/制图

证券时报记者 陈英
制订计划、梳理财务资料、打新、
陪跑、 再打新……自 2020 年以来，为
在深圳买套自住房，冯燕（
化名）一直
都在焦虑之中：“
只要房子没落实，心
里就一直有个事，工作、生活都被这件
事牵扯着。手里资金也不敢转为它用，
又担心通货膨胀。”直到鼠年最后一个
月，冯燕终于成功上车香山道公馆，买
了套三房，心踏实了。
回顾过去一年来“
打新”经历，冯燕
深感深圳刚需购房者的不易，现在的打
新市场早已不是购房小白的游戏。 冯燕
告诉记者：“
我幸好听取了专业人士建
议，纠结中放弃了万丰海岸城，把那 7
选 1 的机会转向了香山道公馆。 要不，
以我的条件，即便是无房人士，一个社
保入围资格就把我刷下来了。 ”最终，凭
着 21 号的认筹码优势， 冯燕不仅买到
了房，还选到了心仪的房型。

二手房越看越贵
转战“
打新” 市场
冯燕是深户， 在深圳交了十几年
的社保，却在深圳无房，因为一直在成
都做生意，这些年赚了点钱，想回深圳
买套自住房。 “
最终还是会回到这里
的，我喜欢这个城市。 ”冯燕说。
以为自己这样“
刚得不能再刚”的
条件在深购房很有优势，然而，冯燕低
估了深圳强劲的购买力。
2020 年上半年， 谁也没有想到，
被新冠肺炎疫情“
冰封”了一个多月的
深圳二手房市场迅速回暖， 火爆得诡
异。国内疫情刚刚稳定，冯燕就专门飞
回深圳，准备速战速决把房搞定。
跟着地产中介看了几套房， 冯燕
发现，看房的人多，房源不够卖，很多
业主要么惜售，要么涨价，经常是头天
晚上看中的房还在犹豫， 第二天就被
告知涨了几十万，且业主态度坚决。
“
有套房子，我都打算买了，第一
次报价 620 万，纠结了一晚上，第二天
涨了 20 万。放弃看其他的，越看越贵，
回头再想买这套，居然报价 750 万，业
主还不诚心卖。 当时听闻深圳宝中片
区的房价疫情后涨了 60%，我是真相
信，我这活生生的例子啊，眼瞅着一套
房子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生生多出了
130 万， 好像自己放在银行里的钱被
抢走了一百多万。 ”冯燕很不甘心，看
房的节奏明显加快，人在成都，遥控深
圳的地产中介帮她物色新目标。
深圳的房子极具金融属性，即便
是自住的刚需房，购房者也希望买到
升值潜力最高的那一套。 冯燕也不例
外，看中的房型之所以纠结，就是考
虑自住条件的同时，反复衡量其投资
价值。 纠结中，眼瞅着深圳的二手房
价格越涨越高， 这让冯燕很焦虑，根
本无心工作。
紧接着，深圳楼市出台 7·15 调控
政策，二手房市场再次陷入冷静期，房
价虽然没有像上半年那样增速明显，
可放出来的房源也更少了。 一位朋友
建议冯燕别看二手房了，直接买新房：
“
新盘限价，一二手房价格倒挂，买到
就升值了。深圳人但凡有房票的，都去
打新，碰碰运气。 ”一番分析让冯燕醍
醐灌顶， 尽管看到 “
万人摇”、“
不到
买房如同中彩票”等
5%的中签率”、“
等各种有关深圳 “
打新难” 的楼市新
闻，衡量自身的购房条件，冯燕果断决
定放弃淘金二手房，加入“
打新”行列：
“
我这么好的购房条件，打新运气应该

不差吧。 ”

三次陪跑
“打新” 并不顺畅
冯燕的打新之路并没有想象中那
么顺畅。
去年 8 月，冯燕第一次参与楼盘打
新，申购中海汇德理，这是位于深圳龙
华上塘片区的网红盘，开盘前，市场传
闻已是满天飞，许多购房者跃跃欲试。
远在成都的冯燕收到认购信息
就飞回深圳，连楼盘现场都来不及看
就提交了资料， 现场拿到了认筹号。
“
7·15 楼市调控政策刷掉了许多人的
购房资格，这么顺利就拿到了认筹号，
2000 多 人 抢 1000 多 套 房 ， 成 功 率
50%， 感觉打新盘没有传闻中那么
难。”对于第一次打新，冯燕很乐观，提
前看好了户型，算好了首付和月供，憧
憬着若干年后房子拿到手怎么布置。
然而选房的那天早上， 冯燕就哭
了：“
一切准备就绪，到点进入系统，我
都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 仅仅十几
秒，所有房型全部秒光，渣都不剩，我
直接就吓呆了。”冯燕第一次领略到打
新的“
深圳速度”。
2020 年下半年的深圳楼市， 新盘
推出量不少，多番比较，冯燕倾向于与
周边二手房价格倒挂比较突出的新盘。
打新”的手忙脚乱，回到
经历了第一次“
成都的冯燕每天都在关注深圳的楼市
新盘，一有新盘出来，就赶紧查地段、看
户型，了解认购条件，列出打新计划。 第
二次，冯燕锁定了全深圳人都梦寐以求
的华润四期， 这是一个超级网红盘，一
二手房价格倒挂相差近 5 万元。
这次的认购，整个流程更为优化，
购房人不用到现场， 冯燕无须再回深
圳，所有流程网上进行，1171 套房源，
在经过层层苛刻条件淘汰后，9690 人
获得了抽签资格。冯燕注意到，最终入
围决赛圈的大部分人， 社保缴纳年限
超过了 100 个月， 很多人的身份证号
以 4403 开头。这次，在深无房、长期缴
纳社保的深圳人冯燕再次幸运地拿到
了认筹号，然而认筹号排在了 4000 以
后， 兴奋了几分钟的冯燕被地产代理
告知“
几乎没有选房机会”。 现实也的
确如此，华润四期的选房早在 1200 多
号就结束了，冯燕再次陪跑。
第三次，冯燕锁定了 2021 年 1 月
份开盘的龙光前海天境， 这是深圳前
海又一网红盘。 有了前两次的陪跑经
历， 冯燕打新的心态放松了很多：“
打
新如同买彩票，中签看运气，这次打不
到，马上下一个。 ”
然而，令冯燕没想到的是，此前多
次成功提交的资料这次出现了新问
题， 自己压根就没有申购的资格。 原
来，受此前深圳楼市“
打新”火爆、代持
现象频现的影响， 此后新盘认筹银行
审核非常严格。
“
个人征信打出来，显示我几年前
有两笔贷款逾期缴清的。 那时是忙忘
了时间，后来很快就补上了，并非恶意
拖欠。虽然金额不大，但个人贷款信誉
还是受影响了。如果购房，只能全额支
付。动则上千万的房子，我哪有实力一
次性拿出那么多钱？”眼睁睁地错过申
购时间，冯燕觉得很委屈，感觉作为真
刚需的自己被“
误伤”。

听取专业意见
终于买楼上车
“
总价不高，三五百万就能买套新

房，全款买下来都没问题。 ”2021 年 1 月
29 日，深圳同时推出 6 个新盘，加上此
后加入的尚誉红山里，7 选 1 的机会，冯
燕准备第四次打新， 且毫不犹豫地把这
珍贵的一票投给关注很久的沙井万丰海
岸城。
这次，在提交诚意登记之前，冯燕
专门咨询了一位资深买房人士， 意外
的是， 对方并不建议冯燕打新万丰海
岸城：“
7 个楼盘中，海岸城的未来发展
潜力的确最明朗， 也是大家都想购买
的新盘。 事实上，这个盘关注度极高，
被观望一年多了， 加上此前打新失败
的购房者们，他们会像你一样，转而投
向这个盘，因此，海岸城的潜在刚需者
只会多，不会少。 另外，总价不过三五
百万，你能一次性付款的楼盘，大概率
满足大多刚需者们的经济实力。 也就
是说，上千万的房子，很多人喜欢但经
济条件不允许，可这样的刚需盘，很多
人就够得着，想碰碰运气的人肯定多，
中签率极可能是 7 个楼盘中最 低 的 ，
你觉得你抢到的把握大么？ ”这位资深
人士建议冯燕避开锋芒，退而求其次，
选择其他适合自己的楼盘。
不仅如此， 这位资深人士还拿出了
具体数据给冯燕分析： 同时开启的几个
楼盘， 从媒体公布的数据看， 富士君悦
府/君荟苑 661 批选 368 套，万科光年四
季 2022 批 选 777 套 房 ， 沙 井 海 岸 城
2114 批选 717 套房， 龙华尚誉红山里
254 批选 149 套，中泰印邸 175 批选 115
套房，香山道公馆 106 批选 100 套房。单

看数据， 香山道公馆和中泰印邸中签几
率更大，“
如果这两个盘有符合你的自住
需求，建议你考虑。 ”对方的话让冯燕陷
入深思。
最终，综合了各方面条件，冯燕把第四
次的“
打新”机会临时改成了香山道公馆。
事实上， 万丰海岸城公布的第一类诚意登
记客户名册显示，确定入围 2114 批购房者
中，最低社保 278 月，深圳无房人士的社保
最低入围记录再次被刷新。 显然，即便交了
十几年社保的老深圳人，在购房条件上，冯
燕并没有太大优势， 压根就入不了第一类
客户，直接就被筛选掉了。
“
对于买房，深圳在资金审核上越来
越严格了。 我在选完香山道公馆的房后，
再次进入银行审核流程， 其中一笔朋友
还我的几百万资金被反复问询， 质疑我
是否存在代持可能。 直到查出两年前我
借这笔款给对方的流水，才最终通过。 ”
冯燕告诉记者。
对于还在“
打新”路上购房者们，冯
燕分享自己的心得： 网红盘注定和 99%
的人无缘，建议刚需们认清形势，放弃幻
想，退而求其次，选择那些投资氛围没有
那么炙热，没有那么网红，但是综合素质
可圈可点，却被市场低估的机会楼盘。 在
这样的策略下，社保年限不长，甚至有意
购置第二套房的人也有入围的可能，上
车的概率大大增加。 冯燕参与认筹前，就
是听取了专业人士的意见， 预估了自己
的社保年限和认筹人数， 知难而退不去
凑海岸城的热闹，最后得以成功上车，没
有成为炮灰。

银行股成为北上资金重点加仓
对象， 连续数周成为净买入最多的
行业， 本周北上资金再度逆市净买
入银行股逾 35 亿元，今年以来累计
净买入银行股 151 亿元。 兴业银行
成为本周北上资金净买入最多的个
股，合计净买入 12.61 亿元，加仓逾
4830 万股，持股总数再次突破 6 亿
股，持股市值则创历史新高。
兴业银行债券业务优势明显，
去年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承销
规模 6542 亿元，连续三年蝉联市场
第一， 承销金融债同比增长超过
200%。 兴业银行发挥绿色金融领先
优势，积极参与绿色债券市场建设，
绿色债券承销持续领跑市场。 根据
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排名，
2020 年兴业银行绿色债券承销位
居全市场第二， 承销数量位居全市
场第一位。
平安银行本周随市场调整而深
度回调， 全周累计下跌逾 10%，但
北上资金却趁调整之机， 逆市大幅
净买入 10.83 亿元，加仓逾 4890 万
股， 总持仓逼近 2 亿股， 创历史新
高。另外，招商银行、宁波银行、邮储
银行、 渝农商行本周也获得北上资
金净买入超亿元。
银行股之所以这么受北上资金
青睐， 主要原因或与行业整体向好
有关。 根据 Wind 数据统计，截至目
前， 共有 21 家 A 股上市银行披露
了 2020 年业绩快报和年度报告。仅
华夏银行和浦发银行净利润出现微
幅下跌，其他全部正增长，并且多家
银行四季度单季业绩增速超 30%。
资产质量方面， 仅上海银行不良率
略有上升。
安信证券表示， 近期银行板块

有所调整， 部分龙头个股出现连续
下跌，主要是短期交易情绪的影响，
银行股核心逻辑并未破坏， 这只是
银行股内部轮动的结果， 而非银行
股行情的结束。

继续“戒酒”
白酒股依然是北上资金套现的
重要板块，本周整个板块再度被净卖
出逾 45 亿元， 今年以来累计被大幅
净卖出 194 亿元。 贵州茅台本周被北
上资金净卖出 16.81 亿元，受资金大
幅抽离的影响， 贵州茅台本周大跌
13.71%。 北上资金持股也降至 1 亿股
以下，创 2 年多来新低，叠加股价的
连续回调，北上资金持有贵州茅台市
值较上周高点骤降近 500 亿元。
贵州茅台股价在上周达到
2600 元高点的时候，还有券商喊出
3000元目标价， 却没想到股价直奔
2100 而去。 本周贵州茅台市值损失
4249 亿元，相当于 1 周就跌没了一
个中国石化。 贵州茅台本周的股价
大跌，一度成为网络热搜话题。
虽然本周五粮液集团总经理、股
份公司董事长曾从钦在五粮液品牌
营销系统 2021 年开年培训会上表
示，刚刚过去的这个春节，五粮液品
牌销售指标超出公司预期。 长城证券
指出，春节期间，五粮液销售额比上
年同期增长 25%。 但超预期的销售并
没能阻住北上资金连续抛售，五粮液
本周也被北上资金大幅净卖出 18.84
亿元， 今年以来已累计净卖出 83 亿
元。 另外，洋河股份、泸州老窖、顺鑫
农业、古井贡酒等白酒股本周也被北
上资金净卖出超亿元。
中泰证券认为， 近期白酒板块
的调整主要是资金面、 以及市场风
格短期切换所致， 其中白酒等对流
动性边际敏感的高估值板块短期承
压， 同时春节后大宗商品涨价潮之
下经济复苏预期加强， 引发市场风
格短期向顺周期板块切换。

家族新一代与自有品牌
零开始，到 2019 年，自有品牌业务超过
出口代工业务。 去年，这家公司顺利在
创业板挂牌，股票简称是北鼎股份。 前
阵子我也去这家公司拜访了一次，产品
蛮有设计感，定价也较高端。
五反田

走自己的路
1972 年，早稻田大学的一位毕业
生， 在 JUSCO 集团工作了几个月之
后，辞职离开东京，回到家乡接手家族
生意，负责管理一家男装店。 不久后，
因为实施了一些新举措， 店里的店员
纷纷离职，所幸他的父亲一直支持他。
12年后， 这位富二代柳井正用全新的
品牌在广岛开出了一家新店——
—优衣
库广岛店。
1989 年，香港永新纺织家族继承
人曹其峰， 看中了一位美国来的设计
师， 这位设计师过去在永新集团的厂
里下过一些单子。 曹其峰那时候已经
四十来岁， 他决定跟他的一位加拿大
朋友一起，出了一笔钱，跟这位设计师
一起启动了他的同名服装品牌的新事
业。后来曹其峰赚了很多倍之后，退出
了这个品牌，而时至今日，这个品牌仍
然可以在全球一些城市的购物中心看
到：Tommy Hilfiger。
2000 年前后，在杭州，海龙家私有
限公司的创办人召回正在当体育老师
的儿子， 把这家规模不大的家具企业
交给这位 20 多岁的年轻人。 前段时间
我还去拜访过这位接班人， 他继续在
做家具生意， 现在一年营收超过 100
亿元。 这是顾家家居顾江生的故事。
2010 年，在深圳，拥有家电代工厂
的张氏父子开始发力自有品牌业务，从

中小型加工企业的二代接班人，
成功创立了大受欢迎的品牌， 当然是
了不起的成就。而同样的起点，命运也
可能有其他的分支。 比如努力去创建
品牌，结果没成功，把过去代工积累的
家底赔了个精光； 或者持续稳守代工
业务，规模日益增长，照样上市挂牌成
功；还可能是代工业务的订单飞掉了，
工厂关门大吉； 也可能是二代根本不
愿意接班， 后续的企业发展故事跟他
们没有关联。
我去过一家东北的服装上市公
司，家族二代海外求学归来，有学设计
的，有搞管理的，我去的时候代工业务
和自有品牌业务各占一半。 后来这家
公司把壳卖了，财务回报相当可观。原
有服装业务以较低价格买回去自己接
着做， 不过自有品牌业务开始逐步萎
缩，代工业务也许还能保持一定规模。
继续代工为主， 还是发力自有品
牌？ 某种程度上，对于不同企业，没有
统一的答案。 有些品类，在某些阶段，
会看到制造端龙头企业盈利可观且稳
定，自主品牌企业赔钱挣吆喝。比如宠
物食品行业，新品牌此起彼伏，老品牌
盈利波动， 总体来看品牌企业这段时
间盈利表现远逊于制造端。
某种程度上， 还是看企业自己的

能力与资源，个人的感觉是，70 分以下的
团队，制造或者品牌可能都会做得艰难；
80 分的团队， 也有机会守好主业成为稳
健盈利的高水平制造企业；90 分的团队，
其实找不到不去努力尝试做好自有品牌
的理由。 自有品牌如果成功，企业价值才
有真正更广阔的空间。 比如，华熙生物原
料业务盈利很可观， 但这几年还是非常
坚定地开拓自有品牌业务。
如果用更长的维度来看，中低端加工
业务在全球不同国家的转移，似乎是滔滔
大势。 举例说，现在在香港就很难再找到
有规模的纺织加工厂了，或者是港资控股
在内地设立工厂，或者是订单直接转去内
资企业工厂。 也许再过二十年，全球更多
的纺织生产业务，也会分布在中国以外的
国家。 还有五金、家具、小家电等等，都有
可能。 而产业链更长、要求更快速反应、附
加值较高的消费电子产业链，转移起来会
更慢和更难一些。 从这个角度来说，对于
有一定规模的工厂来说，往产业链更高端
的品牌运营环节去攀升，也有某种程度上
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勇创新品牌
另一方面，代工与自有品牌相比，都
是做一个产品， 商业模式上则有 To B
与 To C 的天壤之别， 需要的企业能力
也有巨大差异。自有品牌高毛利的背后，
需要自己承担销售风险， 自己去做用户
洞察、产品设计、品牌营造、流量与渠道
经营、用户交付与服务。 到处都要花钱，
收益有巨大不确定性。家族新一代，通常
教育背景更好、视野更开阔、更贴近年轻
消费者、审美普遍更现代，是比较适合来

承担新品牌打造的新一轮攻坚战的。
我们也很关注家族新一代去创立新
品牌的尝试。他们有资本与资源的支持可
以让自己的想法更容易付诸实施，供应链
的基础会让他们对产品可能有更好的理
解，早期打磨迭代自有品牌新产品的时候
也有诸多便利。跟其他电商与流量背景的
创业团队相比，在产品基础能力方面已经
胜出。 不利的点则在于，他们跟家族的关
系也许会过于复杂，以及在新品牌业务领
域是否有足够的自主权。作为专注于新消
费领域的投资机构，我们也很愿意以积极
股东的方式，去参与到某些品类里优秀家
族二代创立新品牌的过程。
我有一位朋友， 他们家族在永康做
锅具代工，规模也不小。 在家里工厂工作
一段时间之后，他出来创立新的品牌。 产
品有很好的设计感，好看又好用。 对于品
牌与电商，历经几年磨炼后，也越来越有
感觉。 但是品牌创业确实难啊，他创业到
第三年，每年都在亏钱，已经在考虑把品
牌关掉了。 然而有一个新品在线上卖爆，
终于绝处逢生，这两年渐入佳境。 当然，
规模仍然还不够大， 还要在更多方面进
步，才可能达成他的目标，成为新一代年
轻人喜爱的锅具品牌。
每个企业的命运难以预测。 有积累
有愿景的代工厂， 应该去尝试创建自有
品牌， 这是新品牌浪潮中的一股重要潮
流。 创建受欢迎的品牌永远是很难的事
情，过去二十年、未来二十年，都是如此。
所以可以尝试去团结新的力量一起来做
这件很难的事。 就像三十年前，香港的曹
其峰就找了两位搭档，一位设计师，一位
投资人。
（作者系时新资本管理合伙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