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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召开的“2012年第三次保代培
训”上，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透露，创业
板的准入门槛未来将进一步放开；未来将
优化首发管理办法， 可能放宽盈利要求。
对此， 股民调侃道，“现在是有条件要上，
没条件也要创造条件上。”

将淡化盈利能力判断
据上述部门负责人介绍，下一步将优

化创业板首发管理办法，设定合理财务指
标，降低准入门槛并放开行业限制，设定
多元化、灵活的上市指标体系；创业板预
审员会对申报材料是否符合发行上市条
件提出明确意见。

该人士还指出， 未来将逐步淡化盈利
能力判断，客户集中、行业波动等均可以风
险揭示取代盈利能力判断， 风险披露越深

刻全面充分具体，通过审核的可能性越大。
他表示，在审核中不担心业绩波动的

公司，反而是非常担心报告期内高成长的
公司。 利润下滑如果是因为行业周期影
响， 并且不至于因此不能满足发行条件
的，均不会因为利润下滑的原因而被否。

应学国外股市严进宽出
对于，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透露的

信息，股民大多都认为意义不大，难以改变
创业板的现状。并表示，难道将无底线的上
市圈钱？而对于这种放宽创业板准入门槛
的做法， 有股民在微博上调侃道，“现在是
有条件要上，没条件也要创造条件上。”

认证资料显示为“上海思科瑞新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的瞿绪标表示，现
在实际审核中掌握的标准远比规定标准

高出不止一倍，再降低标准有必要有意义
吗？ 标准太低也意味着创业板的风险更
高，创业板会变成垃圾板的。

与上述观点不同，齐鲁证券李承飞认
为“淡化盈利能力判断”是一种进步。

“以前，就是创业板上市要求是比照
主板的标准， 一些为了进入创业板的公
司，往往会通过会计手段，将盈利集中到
上市的那一年度，而下一年度则出现业绩
大跌的情况概率非常大。”他表示，这也是
创业板出现业绩变脸情况非常多的原因。

他指出， 逐步淡化盈利能力判断，而
把客户集中、行业波动等取代盈利能力判
断，有利于避免上述情况出现；此外，这也
符合创业板企业的特征，即在创业初期可
能盈利能力较低， 但未来前景非常看好。

■记者 黄文成

热点聚焦

日本购岛，军工股“气红脸”

创业板准入门槛拟进一步放开
股民调侃：有条件要上，没条件也要创造条件上

天弘债基开放申购
备受关注的天弘债券发起式基金将

于9月12日开放， 届时投资者可通过工
行、邮储银行、天弘基金网上直销中心，
以及天天基金、数米基金、众禄基金销售
公司等渠道进行申购。 作为业内首只发
起式基金， 天弘债券型发起式基金在正
式发行中受到投资者的踊跃认购。 在为
期9天的募集期内，天弘债券型发起式基
金吸引了33.47亿元资金认购，在新基金
发行偏冷的市场环境中表现抢眼。据悉，
天弘基金动用了自有资金1000万作为
发起资金，秉承发起式基金“利益共享、
风险共担”机制，通过利益捆绑方式，实
现与投资者的共赢发展。 天弘债券型发
起式基金为二级债基，以债券投资为主，
以实现稳健理财， 适度参与股票投资增
强收益。 ■记者 黄文成

三因素决定
短期理财基金收益率

大成基金旗下首只短期理财产品
大成月添利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于9月10日发行， 并将于9月18日结束发
行。 大成月添利短期理财债基拟任基金
经理陶铄认为， 决定短期理财基金收益
率的关键因素有三个。 第一是产品的创
新特征， 理财基金的定期开放特征使得
管理人能够了解到期的现金流， 面临的
不确定性申购赎回压力低， 净值相对稳
定。第二是产品的成立时间，若成立的时
点较好， 如处于货币市场利率的相对高
点，则有利于组合收益率提升。第三个就
是基金经理的管理能力， 对市场波动与
机会的把握。从长期来看，理财基金相对
确定的现金流， 更灵活的投资和回购比
例限制使得其收益率具有相对竞争力是
可能的。 ■记者 黄文成

鹏华资源基金蓄势以待
当人们还在讨论2000点何时击破

时，9月7日两市迎来了久违的反弹，创下
近8个月以来单日的最大涨幅。而最近三
连阳的中证A股资源指数再次在反弹市
中小试牛刀，单日涨幅6.16%领跑众多指
数，同期上证综指、中证上游、上证资源涨
幅分别为3.70%、5.83%和5.37%， 再次验
证了该指数涨跌弹性上的优势。 海通证
券此前多次表示，鹏华中证A股资源基金
标的指数兼具股性与资源品特性， 涨跌
弹性又是资源指数中最好的， 其未来或
大有可为。鹏华中证A股资源基金拟任基
金经理杨靖表示，“随着国内外经济的逐
步回暖， 资源的刚性需求和资源稀缺性
的矛盾将成为未来市场资源股领涨的重
要原因。” ■记者 黄文成

股市表情

今年以来每天亏损1750万元、 连续
三年排在上市公司EVA (经济增加值)末
尾、近五年市值蒸发3000亿……一连串数
字逼得中国远洋“船长”魏家福当众向股
民道歉。有知情人士爆料，尽管即将戴上
ST的帽子，但中国远洋还是组织了员工旅
游，人均标准为7000元。 ■记者黄文成

A股亏损王
人均7000元旅游费

怒

基金资讯

■记者 黄文成

近年来， 我国的海上纠纷是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去年开始
出现恶化的南海局势， 近期才趋
于缓和， 然钓鱼岛事件却又愈演
愈烈。 与此同时， 敏锐的市场游
资，也在A股掀起了一波炒作。

有投资者在微博上表示，每
年军工股大致有两波行情， 一是
两会，二是国庆，其余多数时间跟
随大盘波动，甚至略弱。

“一有风吹草动就冲高，然后
继续横盘。 炒军工的散户仔细想
想，目前有像要打仗的迹象吗？因
此，军工股难有大涨行情。”该投
资者表示。

对此， 财富证券李朝宇分析
认为， 军工将再起炒作热潮可能
性比较大。

“钓鱼岛事态很难在短期内
化解， 这会导致军工船舶概念股
持续有所表现。此外，如果中日钓
鱼岛争端升级， 军工必然会有极
大刺激， 尤其是制海权争夺下的

船舶股。”他表示，即使钓鱼岛事件
不会再升级，双方保持克制，那么中
国在海军装备方面也必然要加大投
入， 因为这次事件已经为海军国防
敲响了警钟， 未来若干年内都不可
掉以轻心。

在他看来， 南海局势当时对于
我国的威胁和担忧并不大， 何况南
海周边国家的海军力量是无力与我
国海军抗衡的。

“但这次不同， 日本是美国盟
友，同时也是一个海军大国，局势发
展到这种地步， 对我国领海的威胁
要远大于南海， 所以国内对于海军
的重视程度也将大大提高。”

因此，李朝宇建议投资者，紧随
事态的变化，密切关注军工股。

日本购岛军工股大涨

9月11日，A股市场军工板块
表现极其强势， 多只个股开盘即
封于涨停板。船舶板块集体走强，
亚星锚链、舜天船舶强势涨停板，
板块内个股大多飘红上涨。

不过， 受大盘低开低走的影
响， 军工板块个股盘中出现一定
回落。然而，随着日本宣布成功购
买钓鱼岛，军工股重回升势。最终
收盘，亚星锚链、舜天船舶、中原
特钢封涨停。此外，中船股份、中
国船舶均有较大的涨幅。

军工将再起炒作热潮？军工股或将有所作为

此次， 日本单方面宣布购买
钓鱼岛，无疑触及了我国的底线。
国家领导人表示， 中国绝不会退
让半步。

军工股历来反应非常敏捷，
去年6月份南海局势升级，军工股
迅速作出反应， 其中中船股份在
当月涨幅高达89%， 抚顺特钢也
有30%左右的涨幅。

基于过去的漂亮走势， 有观
点认为， 此次钓鱼岛事件必然会
引发市场对军工股的暴炒。 而从
目前情况来看， 不少军工概念股
均有超跌反弹的要求， 而且连续
两日上涨， 不少个股股价已突破
前期横盘的区域， 因此未来或将
有所作为。

分析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