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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涨跌停板玄机

尽管沪深股指均有超过
1%的下跌，但周二的大盘在近
期的走势中仍显得波澜不惊。
不过对于创业板而言， 却悄悄
出现了一些不祥的预兆： 当日
跌停的4只股票全部都来自创
业板。有分析人士指出，多只创
业板股票的跌停， 已经发出了
短炒资金撤退的信号。

牛股跌停

当日跌停的4只创业板股票
分别是掌趣科技、乐视网、三五
互联、凯利泰，其中掌趣科技、乐
视网、 三五互联3只股票都属于
前期热炒的移动互联概念股，而
且这三只股票自去年年底的反
弹以来涨幅均超过100%。

湖南资深投资人士李布维
表示，前期创业板一直走牛，与
主板相比显得特立独行，“但是
在整个大盘行情没有起色的情
况下， 创业板的单兵独进难以
持续，而且市场一旦陷入调整，
创业板的跌幅也将是最大的。”

资金出逃

世基投资于伟认为， 周二
多只创业板股票的跌停， 已经
流露出短炒资金出逃的迹象。

于伟指出，4只跌停的股票
都呈现出放量下跌的情况，“这
种现象表明， 短炒资金已经在
撤退。”于伟认为，由于创业板
股票流通股本小， 适宜短炒资

金操作，“因而短炒资金主要聚
集在这个板块。 现在创业板股
票大多已经有可观涨幅， 造成
创业板估值压力较大， 因而在
市场稍有风吹草动的情况下，
获利丰厚的短炒资金就会不顾
一切的出逃， 即使是跌停板也
毫不犹豫地出货， 周二的创业
板表现已经释放了这样的信
号。”

■记者 李庆钢

上周有消息传出， 两家企
业已接到封卷通知， 随即市场
将其解读为企业或于近期择日
上市， 进而意味着IPO即将开
闸。 不过本周又有分析人士指
出，“封卷” 并不意味着IPO立
即重启， 需要待新股发行制度
改革出台后。 在经历数波IPO
重启传言后，A股的后市走势
显得扑朔迷离。

今年以来， 关于IPO重启
时间的传言已出现3次，但每次
均被证明只是“狼来了”，最终
都只是传言而已。 此前两个传

言传出，大盘都上演了“跳水比
赛”，而近日的传言则将股市带
回了震荡趋势。

对此， 中投证券长沙营业
部段炼表示，IPO对市场的负
面心理影响还是存在的， 并且
在正式重启后也会对二级市场
的资金产生一定分流作用，因
此，IPO目前对市场会有负面
影响，他同时指出，经济复苏和
影响经济复苏更深层次的政策
方面因素， 才是股民们需要重
点研究的。

■记者 黄文成

随着股神巴菲特的来访，
被巴菲特长期持有的比亚迪周
二以涨停报收， 并创下上市以
来的新高。

尽管自从4月16日巴菲特
发言力挺比亚迪以来， 其股价
已经飙升近80%。 面对如此巨
大的涨幅， 大部分投资者肯定
是望而却步。不过对于威廉·欧
奈尔而言这正是一个极好的买
入机会。

作为美国投资大师，威廉·
欧奈尔创建的CANSLIM系统
被美国个人投资者协会认为可
以与彼得·林奇、巴菲特的选股
系统相媲美。 与大多数人愿意
挑选便宜股不同，欧奈尔认为，
创新高的股票更容易再创出高
价， 而最佳购买时机是在股票

突破盘整之初。
不过他也指出， 千万不要

等到股价已突破盘整区间上涨
5%-10%后才蹒跚进场。 因而

现在投资者不妨静静观赏，用
比亚迪的后续走势来验证一下
这位投资大师的神奇选股系统
是否灵验。 ■记者 李庆钢

配置保本基金正当时

最新公布的4月份 PPI（全国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环比
均明显回落。在流动性偏紧、经济
弱复苏格局下， 股市或将持续震
荡。 保本基金由于其保证本金安
全、兼顾股市收益等特点，成为震
荡市的热门投资标的。Wind数据
显示，截至5月8日，今年以来新发
行的保本基金达到11只， 是发行
最密集的年份。 正在发行的融通
通泰保本拟任基金经理韩海平表
示， 二季度经济或仍将持续弱复
苏，加上债券供给会趋于增加，债
券市场收益率或将震荡上行。保
本基金有相当部分资产配置在固
定收益品种， 这给新发行的保本
基金提供了很好的建仓时机。

■记者 黄文成

天弘一债基欲再派现

今年以来， 固定收益类基金
凭借稳健低风险的产品优势，已
然成为投资者避险并获取收益的
必备组成。债券市场的良好表现，
使得债基频繁登上密集分红的
“王牌军”舞台。其中，固定收益管
理能力突出的天弘基金， 近日旗
下天弘债券型发起式基金将进行
年内第2次分红，作为业内首只发

起式基金， 该基金成立以来运作
稳健,亦有季季分红的趋势。根据
分红公告， 天弘债券型发起式基
金本次分红基准日数据为5月8日
的可分配收益，A/B份额每10份
基金份额均派发现金红利0.1元，
权益登记日和除息日为5月15日，
红利发放日为5月16日。天弘债券
型发起式基金最近一次分红为今
年1月25日。 ■记者 黄文成

债基依然占据发行主流

PPI降幅扩大凸显出经济复
苏乏力， 在宽松的资金面和基本
面推动下， 债券市场继续延续之
前的回暖态势。在此背景下，债券
型基金依然占据着发行主流。资
料显示， 目前在发的30只新基金
中， 有一半为债券型基金。 据了
解， 作为广发基金旗下的首只二
级债基， 广发聚鑫投资于债券资
产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的
80%，既能全面投资债券市场，又
能投资股票二级市场的特点，有
助于广发聚鑫在震荡市中发挥强
守擅攻的特点，获取超额收益。此
外，该基金有着高频分红的约定，
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
下， 每年收益分配次数最多为12
次， 可帮助投资者将基金收益及
时落袋为安。 ■记者 黄文成

空方：湘财证券

盘面显示， 指数下跌时成交量
会放大， 大盘的走势属抗性下跌，如
果一两个交易日不能扭转这种局面，
创业板指数的重心就会逐渐下移。

多方：西南证券

盘面活跃但股指表现平平，
不过，这种局面有望短期改变，而
这种改变意味着目前盘整的局面
有望结束。 ■记者 黄文成 整理

今年以来， 中国煤炭行业持
续了上一年度利润下滑的趋势，
“寒冬期”仍在持续。煤炭行业整
体不景气以及上市公司业绩下

滑， 重仓煤炭上市公司的基金首
当其冲。从4月初到5月10日，158
只重仓煤炭股的基金26个交易日
市值蒸发6.6亿元。■记者 黄文成

多只创业板股票跌停
短炒资金欲撤退

… 市场热点

IPO重启传言四起，散户期待新股批量发行

… 看图说话

创新高的比亚迪

… 牛熊论剑

周二两市大盘低开后低位
震荡， 成交量并非明显放大。
“两连阴”是否意味着短期反弹
就此夭折？券商看法不一。

… 股市表情

A股再现私有化收购

时隔 7年多，A股市场再现
以私有化为目的的要约收购案
例。金马集团今日公告，控股股
东神华国能拟最多斥资28.56亿
元发出全面要约收购终止公司
上市资格。

东华能源今起停牌

东华能源周二盘后公告称，
因公司正在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
事宜，公司股票将于2013年5月15
日开市起停牌。公告称，公司股票
最迟将于2013年5月20日（星期
一）复牌。 ■记者 黄文成

… 操作提示

… 基金动态

会上涨
50.6%�

平行盘整 6.8%�

会下跌
42.6%�

暂停IPO发行已有半年多，
这对于专门打新的资金来说，
无疑已有些不“耐烦”了。有着
12年炒新经历的陈女士建议大
批量、 低价发行新股，“可以一
批同时推出二三十只。” 她认
为，新股低价批量发行，股民就
有选择了，IPO也将接受市场的
优胜劣汰检验。

观点

炒新散户：
建议低价批量发行

悲：煤炭股让158只基金蒸发数亿

创业板波动幅度较大，炒作需谨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