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庄

“牛市”车轮滚滚

“牛市来了”、“多头井喷”、“5年一
遇”、“10年一遇”、“10年大牛市”；

“A股领跑全球，老股民找账户，新股
民忙开户”；

“卖了房子买股票”、“‘北京大妈’弃
金投股，券商营业部开户忙不迭”；

“保证金净增1700亿”、“证监会打出
利好组合拳，2.1万亿公积金入市”；

“外资集体跑步进场，沪港通进一步推
热A股”、“沪港通拟10月20日启动， 料万亿
资金流入A股”、“外资流入创历史新高”……

近期，A股多头暴增，群情激奋，各大
媒体高扬唱多的言论，民间普遍谈论“股
市真的要大涨了”。

牛市真启动了吗？
三季度有无“秋收行情”？
投资者应该如何应对？

多头来势凶猛

7月24日，上证指数放量长阳，一举突
破250天线。

之后，连续发飙，仅两周时间，就从
2000点附近，迅速打到2200点以上，8月5
日即创高点2226点。

沪市成交量从每日五六百亿元、七八
百亿元，蹿升到1500亿元、1800亿元。

价大涨量大增，连续逼空，多头来势
凶猛！

造成本次大涨的原因、基础，根本性

的有N条。
一是严重超跌。
2007年以来， 上证指数下跌了整整7

年；高点6124点到低点1849点，跌幅惨烈。
2000点附近，指数已跌无可跌，具备

内生性反弹要求。
二是增量资金进场。
6月18日，本轮IPO重启。至年底，发

新股约100只，大大低于以往。
这种安排是巧妙的。 发新股数量少，

节奏不快，“抽水”不多。
第一批新股飞天诚信， 上市涨幅

339%，大多数新股上市涨幅巨大，极大地
刺激了人们的眼球，吸引社会人士对股市
高度关注，场外资金持续进场。

根据本次安排，上交所获得较多的新
股发行，改变了以往发新股主要由深交所
承担的格局，造成资金流入沪市，利于提
振沪指。

三是沪港通进入倒计时。
“沪港通测试启动，蓝筹行情继续升

温”、“沪港通带来A股价值重估契机”、
“沪港通对A股构成长期利好” ……近段
媒体热报沪港通消息。

沪港通引进资金活水，修复A+H蓝筹
股的股价倒挂，利于券商、保险、A+H概念
股等，对沪指形成支撑。

大盘走走停停

笔者判断：市场的空头氛围，已被扭
转；本月至年底，处于多头市道；连续大涨
是一厢情愿，大牛市更是自我多情。

当前行情，是2009年3478高点以来，
连跌5年的纠错、反弹。各种利好虽层出不
穷，却没有哪一个利好，能够推动指数进
入牛市。

第一，要牢牢记住，股市不能大起大落。
A股大涨的后果，一定是大跌，最终

吃亏的是散户。涨得越高，散户高位接盘，
套得越牢，亏得越多。

经过20多年的发展， 特别是吸取
2007年暴涨2008年暴跌、2009年暴涨此
后连跌5年的教训，管理层调控股市，有足
够的智慧和手段。

抑制以钱炒钱、做实实体经济、防止

虚拟经济过度膨胀，是管理层既定决策。
现阶段，平稳的股市是最好的股市。
第二，并无催动大牛市的重大因素出现。
2007、2009年大牛市， 都有明确的、

重大的利好， 牛市行情显而易见。 比如
2009年出台4万亿刺激计划，加上地方政
府、社会资金配套几十万亿，市场能毫不
费力地预计大牛趋势。

现时，没有此类重大利好。
第三，A股长期投资资金，不够强大。
社保、险资、企业年金、外资入市，大

力发展私募基金等，有巨大潜力，均属于
长远之计，远水不解近渴。

新增资金偏重于交易获利，投资理念偏
重于投机。价值投资、长期投资尚需培育。

第四，近期大涨200点“家底”不厚。
煤炭、有色、钢铁、工程机械、水泥、化

工、造纸、酿酒等周期性行业，产能过剩矛
盾依然突出，上市公司效益不佳。这些行
业的股票上涨， 有力支撑了大盘反弹，是
长期下跌的技术性修复。“煤飞色舞”缺乏
上市公司基本面支持，难以为继。

虽然各地松绑房地产调控，楼市交易
仍维持“价跌量缩”态势，影响到地产股及
其上下游行业上市公司。

操作有利可图

年初，笔者发布了2014年股市预判：
指数“微丘陵”、整体上低迷。

“微丘陵”就是指数横向运行、波动不
大，不会出现牛市，不会滑入熊市。具体的
参照物，是2013年7月，笔者预判去年下半
年“指数微丘陵”，股指出现了微丘陵走势。

7月份， 笔者预判股市“进入和平时
期”，是赚钱的良机。

本次大涨启动之初，笔者预判“4个2
一带（2222点）是压力区，高抛”。

指数到达4个2，笔者预判“筑平台”、
短期横着走，既不大涨也不大跌。

4个2一带的平台，要构筑一段时间。
三四季度股指平稳运行，排除了系统

性风险，适合操作个股。有政策利好的板
块、重组股、沪港通受益股、绩优高送转
股，是选股的重点。

（据此操作 风险自负）

财经观察

本报记者 肖建生

我省上市公司经营情况怎样？投资价值几何？
这是股民很关心的问题。到8月12日止，我省76家
上市公司除了9家未披露上半年业绩之外， 其余
67家上市公司均公布了上半年业绩情况。在这67
家已公布业绩的公司中， 有43家上半年盈利，占
60%以上。 总的来说， 我省上市公司经营情况良
好，盈利能力较强。

从公司中报的业绩看，业绩最好，市盈率最低
的湘股，排在前10位的公司有：友阿股份、三一重
工、步步高、现代投资、湖南发展、通程控股、中联重
科、梦洁家纺、加加食品、楚天科技。其中友阿股份每
股利润达到0.48元，步步高每股利润达到0.4634元。

业绩盈利，同时业绩大幅增长前10位的公司
有：江南红箭、天舟文化、拓维信息、方正证券、长
城信息、株冶集团、张家界、爱尔眼科、尔康制药、
湘电股份。

江南红箭上半年业绩增长近5倍，这家公司主
要业务是超硬材料及其工具、高性能磨料、磨具、
石墨及其制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上半年由于市
场回暖、加上公司经营成本得到有效控制，使得业
绩大幅增长。

此外天舟文化、方正证券、长城信息、株冶集
团的中期业绩也增长1倍以上。其中天舟文化业绩
增幅较大的主要原因， 是本期新增加了子公司北
京神奇时代网络有限公司的净利润， 同时由于今
年开始执行国家图书批发、 零售环节免征增值税
的政策。 公司对于市场的开拓和对经营成本的有
效控制，也提升了公司的利润水平。

拓维信息主要从事计算机软硬件和信息网络
技术的研发、销售和服务。该公司作为拥有电信系
统级软件信息集成能力的企业， 目前全力推进互
联网教育和手游业务，在移动互联网的背景下具有
较大的市场潜力，公司业务现已经涉及10多个省的
8000多家学校， 同时手游业务也由游戏代理延伸
到游戏制作领域，不断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

方正证券上半年业绩大幅增长， 得益于今年
股市的行情有所好转，公司的自营业务不断扩张。
同时公司收购了民族证券， 增加了100多个营业
网点，为公司业绩的增长打下了很好的基础。长城
信息的利润上半年大幅增长， 主要原因是主营业
务外的收入增加，但计算机和信息业务的增加也是
业绩增长的重要原因。 株冶集团中期业绩的增长，
主要是经过资产重组之后，新资产注入的结果。

在这些业绩增长的公司中， 爱尔眼科是一家
业绩稳定增长的企业，公司自上市以来，业绩连年
增长，每年利润都以20%以上的速度增长，这是公
司科技水平的提高和良好服务带来的结果。

在湘股中， 虽然有一些公司上半年业绩出现
亏损的情况，但亏损的数额大幅减少。例如华升股
份就属于这种情况。 这家公司上半年每股虽然亏
损0.251元，但相对去年的业绩却提升了61.8%，大
幅减亏。该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纺织业务的企业，
主要产品有纱、布、服装等。但由于产品市场竞争
力不强，公司的业绩长期处于亏损和微利状态。但
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入， 华升股份控股湖南汇一药
机，从传统的纺织业转型到高端制药设备业。汇一
药机的优势产品注射类制剂装备市场的垄断地
位，产品的毛利率达到51%，营业收入从2009年的
3988万元，上升到去年的近亿元。华升股份成为
汇一药机的控股股东之后， 对企业利润的提升发
挥了重要作用， 也为公司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

盘点湘股上半年的业绩情况， 总的来看是好
的，但也有一些问题存在。主要是一些看起来依然
盈利的公司，其业绩却是处在下滑的阶段。如中联
重科、三一重工、紫光古汉、岳阳兴长、现代投资、
山河智能、天润控股、湘潭电化、辰州矿业、酒鬼
酒、友阿股份、博云新材、天桥起重、金杯电工、唐
人神、中科电气、太阳鸟、红宇新材、新五丰等。

这些公司利润下滑的原因多种多样， 有的是
行业性的不景气，有的是季节性的销售问题，有的
是营运成本太高，有的是市场供过于求，有的是产
品的竞争力下降，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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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8月14日讯（记者 陈淦璋 通讯员 奉雄辉）互联网
金融热度爆棚，湖南业界开始谋划创新与变革。今天，由长

沙金融业联合会主办的2014中国（长沙）金融业创新发
展峰会召开，吸引省内专业担保、小贷贷款公司百余

行业精英到会。
自2008年试点开闸以来，由于试点允许

国有和民营资本进入小额贷款领域，各路资
本纷纷抢滩。同属新型行业，在以电商为

主的“涉网”贷款机构层出不穷的浪潮
下， 链条较短的小额贷款业务首当

其冲，行业竞争自然不断加大。除
了阿里巴巴之外，京东、苏宁、

百度、 腾讯等纷纷杀入小额
贷款行业。

有业内人士表示，未
来小额贷款行业可能会
出现与其他金融机构融
合的趋势。 还有专家表
示，应该进一步完善小贷
公司的退出机制，让一些
经营不善的小贷公司退
出市场。

省政府金融办数据
显示，截至6月末，我省
已批准开业的小额贷款
公司204家，注册资本金
162.3亿元， 从业人员
2740人。今年上半年，全
省小额贷款公司累计放
贷144.58亿元， 较去年
同期增加16.30亿元。同
时，截至6月末，全省共
有融资担保机构210家，
注册资本246亿元，在保
余额440.6亿元。

本报记者 刘银艳
通讯员 李广军 张学文

今年我省高校应届毕业生人数达31.9万人，
比去年多出了1万人。毕业了，可以自己挣钱了，
可挣多挣少有讲究，有差距，当有的毕业生还在
为月薪2000余元的文职岗位奔波各大人才市场
时，有的已“落听”年薪10万元的大企业。为什么
薪酬会有这样大的差异呢？ 是什么决定了这种
差异？

湖大、中南大学毕业生
领跑起薪榜单

8月13日， 国内一家专做人才数据的机构
iPIN.com向本报独家提供一份《湖南省各高校
2013年毕业生起薪调查》，数据显示，湖南省各高
校毕业生2013年的平均起薪为3258元/月。除起薪
排在前两位的湖南大学（3853元/月）和中南大学
（3699元/月）与其他学校有较大差距外，其他院校
起薪均非常接近，无明显差距。如排名第三、第四
的湘潭大学、 湖南师范大学分别为3327元、3309
元，长沙理工大学、湖南科技学院、南华大学、中南
林业科技大学、湖南城市学院、湖南工业大学等15
所高校则在3304元与3201元的区间浮动，基本上
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

iPIN.com是哈尔滨工业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
杨洋和中山大学信息学院副教授潘嵘带领的团队
研发的人才大数据库。数据主要依托SNS网站、招
聘平台、国家机构如国家统计局的公开信息，以及
与众多第三方数据机构合作得出。

记者在对我省人才招聘市场与一些高校、大
型企业的采访中，得出的数字与此基本一致。

8月9日， 长沙广告产业园举办的一场大规模
广告创意人才专场招聘会吸引了众多应届毕业生
前往，近400个岗位里，近一半对应届毕业生开放，
像文员、 行政助理等有2000元至3000元的底薪，
程序员、 新媒体专员、 动画设计等有6至8万的年
薪，月平均起薪在3350元左右。

“我们公司接收的硕士生平均起薪约为5600
元，本科生平均起薪约为4000元。”中联重科的一
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也有不少高薪专业“一枝独秀”，iPIN.com机
构数据显示， 湘潭大学的信息工程专业平均起薪
最高，有5205元，湖南大学的保险学、建筑学专业，
起薪均为5025元， 湖南大学的广播电视学与中南
大学的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 起薪也有5000元与
4585元。

“我校2012、2013届毕业生就业平均起薪为
3500元左右，估计2014年会有小幅上涨。相对薪
酬较高的专业有园林、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法语
等专业。 园林专业毕业生平均起薪是5000元左
右。法语专业的毕业生大部分去了国内大型企业
在海外的分公司任翻译，一去就会有10余万元的
年薪。”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招生就业处处长陈树生
告诉记者。

起薪差异
与就业去向有关

iPIN.com数据库还对我省各高校毕业生的就
业去向进行了详细解读，结果显示，起薪差异与就
业去向密切相关，其中包括去了什么样的城市和
行业。像湖南大学的毕业生到深圳、北京、上海、
广州等城市工作比例分别为16.21％、11.04％、
10.24％、9.08％，留在湖南本地的为21.36％。而
同为一本院校的湖南师范大学，留在湖南本地的
达到44.76％， 毕业生平均起薪比湖南大学低了
526元。

毕业生进入的行业也是决定因素之一。 平均
起薪排名前两位的高校， 其毕业生主要分布在房
地产建筑、电子技术和计算机软件等高薪行业。如
中南大学毕业生分在房地产建筑、计算机软件、电
子技术行业的分别为12％、7.62％和7.09％。

iPIN.com机构产品经理李锐章说， 就业去向
的差异， 使得收入差距在毕业5年后变得更为明
显。他们发布的《湖南高校毕业生毕业5年薪酬排
行榜》中，湖南大学、中南大学的毕业生，毕业五年
后平均月薪为7393元，湖南城市学院、湘南学院等
二本院校的毕业生平均月薪分别达到了6950元、
6461元，跃居前列。

据统计，湖南城市学院的毕业生，分在房地产
建筑行业的学生占到了近30％； 湘南学院的毕业
生，到广州、深圳工作的比例超过42％。

不要
过 多 关 注
起 薪 的 多
少，找工作应
考虑综合因素

在大学生第一次
职业生涯的选择里，最
该追求的是什么？对此杨
洋认为：“数据表明， 毕业
生总体起薪差距并不明显，
但是到了第五年这个节点
上，会有明显的变化。建议目
前还在找工作的毕业生， 不要
过多关注起薪的多少，而是要找
到有更大提升空间的职位。”

长沙锄禾展示展览有限公司
行政总监、企业管理专家曹红兵建议
毕业生应从三个方面考虑职位的选
择，一看企业是不是符合国家政策的朝
阳产业，是不是利润空间较大的产业；二
看企业有没有科学合理的管理与测评系
统；三看企业文化，如核心价值观、企业精
神是否得到本人认同等。 如果三个方面的
“打分”都比较高，那这个单位即使起薪很一
般，未来提升的空间也很大。

陈树生也认为， 毕业生找工作要把眼光放
长远一点，综合考量各方面的因素。譬如该校土
木工程与力学学院2014届毕业生罗坤， 综合素质
高，可由于对薪资要求较高，各方面考虑过多，无法
抉择。 就业指导老师帮他分析出工作地点无特殊
要求、单位人才培养机制健全、最好能进入中字头
企业的海外公司等就业工作要点。 后来学校邀请
到中国交通建设集团第三公路工程局来校园招
聘， 老师了解到该局海外公司招聘毕业生这一信
息，指导小罗有针对性地准备求职材料，好好表现
自己，最后成功签约中交三公局第三工程公司（海
外公司）。小罗现已在公司完成集训，正在办理出
国手续，年薪预计有10几万元。

您是月入万元还是只够温饱，您是看重薪酬还是专注发展———

互联网金融冲击小贷行业

金融大融合成趋势

湖南高校毕业生
起薪大调查

湘股播报

我省上市公司经营情况怎样？投资价值几何？
67家已公布业绩的公司告诉你———

逾六成湘股上半年盈利

本庄论市

股市连续上涨，股民纷纷入市，“秋收行情”有没有———

有信心，但不须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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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14日 ，营
业员在进行对公
结算业务。中国银
行湖南省分行营
业部规范文明服
务，前不久在全国
银行业 20多万家
参选单位中被评
为中国银行业文
明规范服务百佳
示范单位。
本报记者 刘桂林

通讯员 赵勇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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