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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A股开户数创5年来新低
中国股市10月份再度震荡下跌，

让9月份的反弹行情昙花一现， 市场
人气随之降至冰点。中
登公司最新披露的数
据显示，10月份沪深两
市新开股票账户数为
27.58万户， 较上月下
降32.4%， 这是中国股
市自2006年9月份以来
月度开户数首度低于
30万户。

近一个月以来，片仔癀、同仁
堂等老字号中药企业纷纷宣布对
其独家品种提价。这背后是以野生
中药材为主的原料资源价格的加
速上升， 而且这一趋势还将延
续。受此刺激，拥有独家中医药资
源的公司受到市场青睐，迎来新爆
发机遇。

独家品种调价引发行情
近一个月以来，不少老字号中

药企业纷纷宣布对其独家品种提
价。受此影响，11月14日，包括片
仔癀、同仁堂、东阿阿胶等拥有独
家品种的药企上市公司，股价集体
止跌反弹。

片仔癀今年11月6日宣布，调
高内销出厂价格， 每粒上调40元，
并调高出口销售价格， 每粒上调6
美元。公司表示，今后将根据主要
原料状况相应调整产品价格。

另据零售药店调研数据，近
期，同仁堂生产的阿胶块产品的终
端售价悄悄地由之前的 570元
（500克）提升至690元。

新医改方案公布后，在“价廉”

方面，政府已数十次出台降低药品
价格的文件。

多年来，普药经过多轮的降价
政策轰炸， 其利润已非常有限，甚
至有些药企已经处于生死存亡的
边缘，而独家品种在价格方面并没
有太多顾虑。

湘股药企回落存投资机遇
湖南上市公司中，以中药为主

的药企主要包括九芝堂、 紫光古
汉、千金药业以及汉森制药。

目前上述公司股票大多处在
下降通道中，尤其是九芝堂回调幅
度最大。 受到业绩下滑的影响，机
构投资者纷纷出逃，是其近来下跌
的主因。

另外，紫光古汉、千金药业和
汉森制药经过前期回调后，出现企
稳迹象。而且从券商对以上三家公
司股票的研报来看，基本持增持或
买入的评级。

以紫光古汉为例，包括世纪证
券、东北证券、申银万国、国海证券、
招商证券均看好其未来业绩增长。

■记者 黄文成

野生中药材提价
独家品种药企逆势爆发

热点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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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血
5000亿再融资加上800家IPO

股市的持续低迷，让圈钱成了近年来市场讨
论最多的话题，尤其是今年。11月13日，5200亿再
融资消息一经传出，A股便大幅跳水，14日， 沪指
同样纠结一阵后，于尾市勉强收红。

统计数据表明，今年以来，在剔除未通过和
停止实施的增发预案后，仍有多达311家上市公
司提出了增发预案， 预计募集资金总额高达
5243.80亿元。

财富证券李朝宇认为，弱市下的再融资对市
场冲击很大，不太被市场认可。“有传闻上市公司
再融资审核权将下放到交易所，这对市场是一个
利空。”

此外，巨额再融资泰山压顶之时，待发IPO同
样排着长队。根据证监会最新披露的首发申报企
业情况显示， 截至11月8日， 在审待发企业共有
792家。

输血
火速批准增加2000亿RQFII

A股听闻“5000亿再融资伺机待发” 的消息
后，立马加速下跌。管理层晚间“火线救市”，加速
引入境外资金入市，批准增加2000亿RQFII投资
额度。

近期RQFII及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资
金汇入速度明显加快， 预计本次新增的2000亿
元额度也将很快用完，届时监管部门还会继续增
加投资额度。

证监会主席郭树清接受记者采访时还表示，
证监会已和有关部门达成一致， 在QFII现有的
800亿美元用完之后， 肯定还会继续增加QFII额
度，同时进一步降低QFII进入的门槛。

分析
单靠国外机构救A股不现实

自今年9月份以来， 监管层便着重吸引境外
资金进入A股， 以缓解IPO和再融资对场内流动
性资金的冲击。先后联合三大交易所全球路演推
销A股，并加快增加QFII、RQFII投资额度。

尽管，从目前情况来看，境外资金对A股兴趣
的确不小。然而，这些境外资金对A股的影响却并
不明显，依然是跌跌不休。

“从周三表现来看，市场显然对2000亿活水
资金不买账。”财富证券李朝宇表示，因为市场除
了要解决流动性以外， 还要解决信心的问题，只
有具备了投资的理由，这些资金才会正式入场。

也有专家分析指出，对国际热钱来说，一方
面，国外投资者向来比较谨慎，不会轻易出手；另
一方面， 国际热钱一般都擅长于打一枪就跑，赚
了钱后就匆匆离开。“一旦热钱频繁地大进大出，
必然会造成市场的剧烈波动。 这恰恰是目前A股
市场最不希望出现的结果。所以，切不要把提振A
股市场的希望寄托在外国机构、外国资金身上。”

既然靠境外资金无法解决问题，那么如何更
好地解决A股的流动性问题？

对此，李大霄建议，发行新股一年后全流通
上市。将发行价格降至合理水平并与二级市场接
轨，就能够让供求平衡，加大打新及炒新者的风
险就能够解决求大于供。

悲：社保连续5月零开户

近日， 中登公司公布了最新的
10月市场数据。 自5月新开16个账
户后，A股市场已经连续5个月未见
社保基金开户的身影，QFII新开户
数创下近5个月新低。此外，保险机
构开户数也由6月、7月的40多户直
降至个位数水平。 ■记者 黄文成

天弘安康养老基金
23日结束募集

国内首只公募养老理财基
金———天弘安康养老基金正在火热
发行中，并即将于11月23日结束募
集。记者注意到，该基金以五年期银
行定期存款利率(税后)为业绩比较
基准， 旨在通过灵活稳健的投资策
略，为投资者获取稳健的养老收益。
届时投资者可通过天弘基金官网、
工行等各大银行网点予以关注。

从长期来看， 统计数据显示，
2000年以来，5年期银行定期存款
利率的月均值为3.8%， 对比同期月
均涨幅仅为2.32%的CPI涨幅，5年
期银行定期存款利率收益突出。从
短期来看， 目前我国统计局最新公
布的CPI再度回到“1时代”，而同期
当前的5年期银行定期存款利率（税
后）高达4.75%，远远跑赢CPI的长
短期能力均出色。

■记者 黄文成

混合型基金再现“全攻全守”

时隔六年之后，“全攻全守”型
的混合型基金股票终于重现江湖。
记者获悉， 安信平稳增长混合型发
起式基金正式获批， 该基金的股票
仓位可以实现从0到95%的跨越，而
业内上一次出现这样的基金还要追
溯到2006年。据了解，安信平稳增长
股票投资占基金资产的比例为0%
-95%，权证投资占基金资产净值的
比例为0%-3%，现金或者到期日在
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不低于基金资
产净值的5%，债券仓位则不受任何
限制。 而且在不看好股市时亦可实
现零股票仓位以规避股市风险，等
于其能够在股票型基金、 债券型基
金、偏股混合型基金、平衡型基金、
偏债混合型基金之间进行灵活转
换，可以在投资部署上实现“全攻全
守”。 ■记者 黄文成

鹏华为客户“贴身”服务

当前虽然多数基金投资者接受
了“基金投资需长期坚持”、“投资需
要资产配置”等理财观念，但落实到
行动上仍然无从着手， 部分投资者
的投资组合甚至涵盖了十几种基金
产品， 对于基金产品的具体风险收
益特征也不甚了解。对此，鹏华基金
于近期推出了“基金诊断”服务，对
客户所持基金进行深度分析， 帮助
客户全面了解所持基金。 鹏华基金
客服中心负责人表示， 基金诊断是
对客户所持基金风险收益特征的全
面分析， 结合市场及基金经理的投
资策略把握基金未来动向， 与投资
者沟通当前组合是否契合客户的投
资需求。 这个过程对基民来讲是产
品优化，而从服务的角度来讲，则叫
基金诊断。 ■记者 黄文成

基金资讯

5200亿再融资压顶
2000亿“外援”救火

一则上市公司再融资或将提速的消息再度将A股拖下水，11月13日沪指大跌30
多点。为维稳，管理层当日晚间即火速出手，加速引入境外资金入市，批准增加2000亿
元RQFII投资额度。

A股“左手抽血，右手输血”，让市场显得异常纠结，行情反复。对此，英大证券研究
所所长李大霄表示，欲解决发行市场供需关系，可将发行价格降至合理水平并与二级
市场接轨，就能够让供求平衡。

■记者 黄文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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