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过近两日指数的大幅调

整，两市“破净”股群体快速扩

大，已从去年底 16只个股增至
5日 30只个股。据《证券日报》记
者统计，其中有 9只采掘股，占
“破净”个股的比例为 30%，而钢
铁、银行两大行业破净股个数也

均在 5只以上，分别为 7只和 5
只，这三大行业破净股个数占比

就高达 70%，另外化工、机械设
备、轻工制造三大行业分别有两

只，建筑材料、交通运输、有色金

属三大行业各有一只。

具体来看，鞍钢股份破净幅

度最高，达到 26%，宝钢股份、南
山铝业破净幅度紧随其后，分别

为：22%、21%；另外破净幅度居
前的还有：河北钢铁、中国石化、

上海能源、农业银行、光大银行、

交通银行和中煤能源，均在 10%
以上。

尽管不少“破净”个股处于

成长性一般、行业周期不景气、

市场竞争激烈的过剩产业，但在

国家提出淘汰落后产能背景下，

部分龙头股或迎来政策红利期，

而昨日破净股较多钢铁板块涨

幅居前，便佐证了这一点。那么

应该如何选择破净股中投资机

会呢，有市场人士表示，从以下

三大角度挖掘“破净”股机会。

第一，选择行业中的龙头企

业。龙头企业盈利能力及抗风险

能力在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一

旦行情和行业基本面好转，其业

绩弹性就会体现出来。

第二，选择大型央企或大股

东背景较强、具有增持实力的公

司。大股东实力强大的公司有望

采取增持、回购等手段稳定股

价。另外越是低迷的市场，行业

整合的可能性越大，有实力的公

司可以重组转型，也可以进行并

购扩张。

第三，选择那些持续盈利能

力强，被市场错杀的品种。如有

些公司具备完整产业链结构，产

品附加值较高，但市场给予估值

水平过低，属于被“错杀”的股

票。

结合近期市场热点以及上

述三大指标来看，宝钢股份、潞

安环能、中联重科、中煤能源、赣

粤高速和中国神华这 6只权重蓝
筹股，未来市场表现较为值得期

待。从市场表现来看，这 6只个股
6日均出现不同程度上涨，涨幅
分别为 3.82%、2.15%、2.02%、
1.81%、1.75%和 1.27%。

宝钢股份主要生产高技术含

量、高附加值的板材产品，下游主

要应用于汽车、家电、管线等；公

司汽车板材目前在国内的市场占

有率超过 50%。另外，公司在主
营钢铁业务稳定发展的基础上积

极发展电商业务，2015 年 2 月
份，公司与宝钢集团拟依托互联

网、大数据等全新技术手段和强

有力的加工配送服务网络，合资

设立综合性服务平台公司。服务

平台公司注册资本为 20亿元，公
司和全资子公司宝钢国际以东方

钢铁电商 100%股权合计认缴出
资 10.2亿元，持股比例 51%。

群益证券表示，宝钢股份作

为行业龙头，拥有较强的定价权

以及成本控制能力，未来将在行

业整合，集中度提升中受益。另

外，公司大力布局电商业务，预

计未来将会持续快速发展。预计

公司 2015 年、2016 年实现净利
润分别为 16.8 亿元和 15.9 亿
元，估值偏低，有较大提升空间。

（新华网）

30只个股破净
三角度挖掘投资机会

在港股市场上，大股东及高管

减持受香港《证券及期货条例》第

XV部———披露权益约束，它规定公

司内幕人士须在以下事件发生时，

向港交所及有关上市公司发出通

知，包括：持有上市公司 5%或以上
任何带有投票权的股份类别的权益

的个人及公司，必须披露其在该上

市公司带有投票权的股份的权益及

淡仓，以及上市公司的董事及最高

行政人员，必须披露其对某上市公

司(或其任何联系实体)的任何股份
的权益及淡仓，以及他们对该上市

公司(或其任何联系实体)的任何债

权证的权益。

自 2014年 3月 3日起，披露责
任是根据持有权益的、有投票权股

份的数目 (以该数目在已发行的同
一类别有投票权股份数目中所占百

分率表示)，而非股份面值而定。
针对这些董事等高管人员的披

露不设界线，必须就所有有关交易

作出披露，即使他们只对很少数量

的股份或债权证持有权益或淡仓。

对于大股东持股比例的日常变

化，港股的披露要求也和 A股不同。
根据上证所要求，相关股东按照减

持计划减持股份，每达到上市公司

股份总数的 1%时，应当在该事实发
生之日起两个交易日内进行公告。

记者注意到，港股市场披露权

益的报告期限为 3日，当大股东股
权出现进一步改变以致跨越某个整

数百分比时(如 6%)，也要作出披露，
例如从 6.9%增至 7.1%就要披露。

此外，大股东必须分别披露所

持有的长仓(买多)和短仓(卖空)，短
仓一旦持有 1%或以上就要披露。
与持有长仓情况一样，若此后其短

仓有改变并导致跨越某个超过 1%
的整数百分比关口，或有关大股东

不再持有至少 1%的短仓，均需披

露。另外，将短仓平掉也要向公众

披露。

值得一提的是，在计算个别人

士是否有责任披露权益时，其配偶

及未满 18 岁的子女所持有股份权
益也要计算在内。比如，你和配偶

分别持有某上市公司 5%及 1%的
股份，那么，根据条例，每人都会被

视为持有 6%的权益，而一旦你的
配偶进一步购入 1%的股权，意味
着夫妇两人都持有上市公司 7%的
股份，因此夫妇二人均须送交通知

存档。

（新华网）

港股：大股东配偶持仓合并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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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历了足以载入史册的 2016
年首个交易日后，A股 5日企稳。在
首个交易日的大跌中，减持禁令将于

1 月 8 日到期的消息被认为是诱因
之一。5日早间开盘前，证监会新闻
发言人邓舸表示，目前证监会正在研

究完善规范上市公司大股东、董监高

减持股份的规定，并将于近日公布。

而 A股市场上，多家上市公司发布了
重要股东不减持的公告 ，A股“锁仓
联盟”横空出世并迅速扩容。

证监会将限制减持
A股“锁仓联盟”壮大

针对市场有传言，1 月 8 日大
股东减持股份政策到期后，会有 1
万多亿股份集中减持的问题，邓舸

表示：这是不符合实际的。虽然大

股东股份的流通市值不小，但并不

是都有现实减持需求。从近年来实

际情况看，大股东减持 60%是通过
大宗交易、协议转让进行的，有效

缓解了对市场的压力，大股东通过

集中竞价交易减持金额占总流通

市值的比例只有 0.7%左右。目前

证监会正在研究完善规范上市公

司大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规

定，对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

的，建立减持预披露制度，并在一

定时间内对减持股份的比例进行

限制，引导其通过大宗交易、协议

转让等途径减持，既可实现应对股

市异常波动临时性措施的有序退

出，又可防止大股东集中减持对市

场造成冲击。这个规定将于近日公

布。

虽然相关规定将于近日公布，

但是在这一政策公布之前“真空

期”，会不会出现部分股东突击减

持的情况，依旧是各方关心的问

题。

不过市场也有市场的办法。1月
4日晚间，上市公司世纪华通披露公
司延长限售承诺的公告，这让市场

各方看到了一种结束市场担忧的

“可能”，那就是上市公司大股东以

及高管层主动延长限售期限。

5 日午间，海伦哲、永利股份、
网宿科技、金达威等多家公司先后

发布了股东承诺不减持的公告，A
股“锁仓联盟”迅速扩容。截至晚间

7点记者发稿，已经有超过 20 家上
市公司公布了股东，包括升华拜

克、刚泰控股、康美药业、汇金股

份、翰宇药业等，延长限售期限一

般在 6个月至 1 年之间。此后，或
将有更多公司股东主动加入“锁仓

联盟”当中。

多家上市公司股东锁仓

但无论如何，市场对大股东减

持的“恐惧”，只有完善的制度才能

真正消解。面对即将出炉的大股东

减持新规，市场不禁要问：“这会是

对抗市场恐慌的利器吗？”

答案目前不得而知，不过他山

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可以看看境外

成熟市场大股东和高管减持规定，

或许能给 A股减持新规做个前瞻。
一位熟悉美国证券制度的法律

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

在经历了 1929年大股灾后，美国在
类似大股东减持的问题上形成了一

系列完整的法律法规，其中最著名

的就是 1933 年颁布的《144 号条
例》。

《144 号条例》对持有上市公司
股份超过 5%的大股东、公司高管、
董事等关联方以及从关联方获取证

券者的减持行为作出了详细规定，

要求上述人士在卖出限制性证券时

必须遵守慢走(分步骤)和披露程序。
如果从公司关联方获得了限制性证

券，并想向公众出售限制性或有控

制权的证券，就需要同时符合《144
号条例》列出的五个条件：

首先，卖出前必须持有这些限

制性证券一年；第二，在抛售前必须

公布证券发行方的最新信息。这就

意味着发行方必须编写定期财务报

表，进行提前报备。售出报表提交

后，申报的交易数量应在 3个交易
月内完成，如未完成须向美国证券

交易委员会(SEC)提交售出修改通知
并终止出售。再次出售并达到上述

数量要求时须重新提交股票售出报

表。

此外，根据“美国标准”16 款 a
(Section 16.a)，上市公司关联方———
公司直接或间接控制人、持股 10%
以上的大股东、公司董事、高管及其

他依据证券法 R-405规则的司法解

释被认定者，其持有的非公开募集

股注册登记后在公开市场出售时，

无论是否达到上述数量要求，必须

在任何时候永久性履行事先提出股

票售出报表的义务。相较于我国的

先减持后报备，美国的做法对于减

少市场抛压更有用。

第三，一年锁定期满后，每 3个
月可以出售的股份数额不能超过同

类已发行股份的 1%或四周内平均
周交易量 (美国三大交易所交易)的
较大者。对于柜台交易的股票，包括

在 OTC 场外市场和粉单市场交易
的只能按 1%的数额出售。SEC总量
管制的做法相当于给高管减持再添

加了一道“紧箍咒”。

第四，此类出售必须在各方面

都看作是常规的交易行为。不能做

广告，经纪人不能收取高于正常水

平的佣金，以防止利益输送。

最后，SEC 特别突出对高级管

理层、董事等内部交易的监管，要求

此类人员每三个月的总交易额大于

5万美元或交易量大于 5000股，须
向 SEC提交书面申请。

上证所一位研究人士表示，上

述五个条件的细化能使股东减持行

为让市场承受较小的压力。对应到

沪深股市，可尝试针对一些大宗交

易减持量较大或对二级市场股价构

成较大影响的限售股减持行为进行

提前信息披露，以减弱对于二级市

场的冲击。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我国《证券

法》，上市公司主要股东和高管违规

交易上市公司股票，在警告处分之

外，可并处 3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
的罚款。相较之下，美国《144号条
例》规定每违规一次就处以 10万美
元的罚款，情节严重者，还面临着最

多五年的监禁。而我国尚未对相关

的刑事责任做出具体规定。

美股：减持规矩多，违规成本高

国家队怒秀“肌肉”终于让

周三的 A股有了春天的气息，盘
面更是一扫前两日的萎靡不振，

个股机会涌现。值得注意的是，

一向机敏的多头小分队已出动

抄底，且 1500亿援军在旁虎视
眈眈，值得关注。

数据显示，随着 A股持续下
跌，历来嗅觉灵敏的港资 5日通
过沪股通大举买进 A股，抄底的
金额也创出了一个多月的新高。

每次港资较大规模抄底 A股，此
后 A股的表现就不会太差。例如
2015年 11月 27 日，沪指大跌
5.48%后，港资大规模抄底 A股，
此后的 18个交易日里沪指共上
涨 5.81%。另外，当前仓位普遍
较低的次新基金还有高达 1500
亿的资金待入市，多头援军仍源

源不断。

短期来说，我们广州万隆认

为，证监会不断发出将限制 A股
减持消息、国家队入场托市无疑

释放出了政策维稳的信号，表明

慢牛仍然是监管层的期待，市场

恐慌会有反弹修复，结构性机会

仍然存在，投资者不宜过分悲

观。不过，在减持没有明朗之前，

股指大幅上涨动能也有所减弱。

进一步看来，机会尚在，投

资者可从自身的风格出发，选取

适合的操作标的，对手中个股进

行调仓操作。

首先，把部分原有仓位转移

至市场预期较低且受益于创新

和改革品种当中，特别是那些

前期并未大幅爆炒、而又符合

政策推动方向的个股，多有错

杀嫌疑，不应在短期非理性恐

慌中跟风杀跌，趁回落机会吸

筹待涨才是应有的策略，如 CES
相关的无人驾驶、虚拟现实、无

人机应用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

偏成长概念股。其次，从长线交

易的角度来说，有利好预期且

产业资本护盘自救的蓝筹、二

线蓝筹相对来说操作难度或更

低，投资者可留意个股回调带

来的低吸机会。再次，在年报窗

口期，部分业绩超预期个股也

有望跑赢市场。

（新华网）

多头小分队再次出动
三角度围猎反弹前锋军

婚姻介绍：单身男女免费介绍活动，时间有限。地址：丹
城天安路 32-4号二楼。 13777958718
招聘厨师：象山白石村变电所招食堂厨师（兼搞卫生）一
名，工作地点：白石村。待遇面谈（有三金）。 51102840
大楼出租：位于丹城黄金地段天安路与塔山路交界处，

原工商局大楼 2至 9层整体或分层对外出租，总面积约
5000m2，适合开设：商务宾馆、咖啡厅等。价格面谈。
15058008849
街面房出售：靖南东路梅苑花园小区东边的街面 2间
三层，座北朝南，共 226m2，价格面谈。 13968362007 沈
旺铺急卖：丹城步东路转角店面 3间，已租 26万元/
年，低价急售 480万元。另 2-4楼有 430m2左右，可以整
幢整体出售。（电话未接时请留短信） 13506688688
低价出售：丹城建设路 335号店屋 6间；丹城（天安路
旁边）文昌街 150号办公楼 2-6楼，面积 750m2，价格面
谈。 13806652586 13306601722
出租：顺达路一室一卫一厨、有阳台套房出租，设备齐
全。65714963 13968363666
复式房出售：东河二期复式楼 3-5层，190m2，车库
33m2，车棚 11m2，精装修，价格面谈。 13566536789
别墅出售：东河花园一期单体别墅出售，土地面积
500m2，建筑面积 256m2，价格面谈。13656848909
别墅出售：丹阳小区连体别墅 250m2，售价 298 万元，

电话：13858291713；另有丹城华翔大厦 19楼住宅 148m2
急卖 128万元，可按揭 100万元。（另有车位一只价格面
谈） 13506688688
别墅出售：桃花源单体别墅出售，实用面积 1000m2，占
地约 2.5亩，位置佳，价格面谈。 15058008849
别墅出售：龙泽名园单体别墅三套，房子面积，500m2，
土 地 面 积 分 别 450m2、800m2、900m2， 价 格 面 谈 。
15058008849
别墅出售：松兰山白沙湾玫瑰园一期单体法式别墅，房
子 730m2，土地 2 亩，带泳池，花园绿化景色优美，位置
佳。 13805850137
厂房出租：丹城工业园区万余平方米工业厂房出租。
13968375568 65783838 郑
厂房出租：县工业园区丹霞路 71号有厂房出租，二楼，
面积 1200m2，水电齐全。 13806652986
商务、公务、旅游包车：象山客运中心，6 座、20 座、
29座、39座、45座、53座、60座、70座。电话：66928888
13732136971

声 明
荫陈良驹遗失土地证，证号：象集建（1997）字第

19（20）1843号，地号：330225-019-920-90-1，声明作
废。

荫杨佩蓓遗失土地证，证号：象国用 2013 第
03409号，声明作废。

荫杨佩蓓遗失房屋产权证，证号：象房权证丹东
街道字第 2013-0102717 号，坐落地址：丹东街道涌
金广场 6号楼 2单元 1405室，声明作废。

荫象山丹城千禧西点靖东店遗失税务登记证正、
副本，证号：330225720202383000，声明作废。

荫象山丹东匆匆那年餐厅遗失税务登记证副本，
证号：象地税登字 33022519770727361600号，声明作
废。

荫 李政 儒 遗 失 出 生 医 学 证明 ， 编 号 ：
K330241697，声明作废。

1. 招聘岗位：银行大堂经理（1名）
2. 条件：
（1）学历要求全日制本科（含）以上，有银行工作经验的可适当放宽。
（2）男女不限，要求形象端庄、身体健康。
（3）要求品行端正，有良好的与人沟通的能力，具有亲和力。
3. 联系方式：陈女士 0574-59121998 13606787911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宁波象山支行
2016年 1月 6日

招聘启事

mailto:wdhh.com@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