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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

上周是2021年A股的第一个交易周，股市
表现不错，其中创业板指创出了2015年7月份
以来的新高。沪深300指数创出2008年2月份
以来的新高，这意味着12年内投资沪深300指
数的基本上都赚钱了，那么新的一年来了，市场
会怎么走，哪些行业会成为新的风口，个股的机
会又在哪里？

2021年的掘金路径和机会，相信投资者都
比较关心。记者从华龙证券重庆分公司获悉，
从1月 11日到 16日的每天下午3点-5点，华
龙证券重庆分公司均会邀请了业内的一些著名
私募机构和证券公司的专业人士，就上述这些问
题来分享他们对2021股票市场的看法和观点。

据了解，本次交流活动将采取线上视频的
形式进行，上游新闻频道将及时报道“春季市场
投资报告会”精彩内容与读者发分享。

春季行情即将开启 大咖教你如何掘金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冯盛雍

单日蒸发1700亿 白酒板块还能上车吗？

马上消费金融拟A股上市 重庆百货成为大股东 中国汽研去年净利5.61亿元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谢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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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行业
20倍牛股就在投资者身边

“我有个问题问问大家，大家会偏好什么
行业？”在开始分享之前，王永锋首先抛出了
一个问题跟投资者们互动。

“新能源车”、“军工”、“跟着热点走”……
投资者们讨论热烈，答案也是五花八门

的，各种行业都有。
“那大家去研究这么多的行业，这么多的

公司，都研究清楚了吗？实际上大家发现没
有，其实我们身边就有很多的10倍股、20倍
股。”王永锋表示，很多行业要搞明白没那么
容易，但是我们天天见的、天天吃的、天天用
的，可能更容易搞明白。而在在这个容易搞
明白的行业，还出现了很多牛股。“咱们做投
资不是为了学习，是为了赚钱。”

王永锋举例表示，像茅台、五粮液就不说
了，涨了20倍、10倍。在我们生活中厨房里
面常见的，就调味的海天酱油，6年就翻了12
倍。“还有吃的榨菜，就在我们重庆，也是涨了
10倍了。”因为消费品行业容易形成寡头垄
断格局，出现“长跑冠军”。所以毋庸置疑，消
费品行业是一条最好的赛道。

谈白酒
白酒板块处在第四轮牛市

王永锋表示，在消费品这个最好的赛道
中，从壁垒和护城河角度去看，最好的子行业
就是白酒。

“这个行业我看了十几年了，从 2016年
开始我们做路演，机构投资者都说贵，2017
年、2018年到2020年，一直都说贵。现在也
在说更贵了，快爆了。”王永锋表示，坦白讲，
实际上市场上对于白酒确实存在争议。但是
不管争议如何，白酒的表现一直很优秀。

王永锋表示白酒的龙头企业，各方面财
务指标也是最优秀的。90%+的毛利率、50%
的净利率、30%+的ROE，把茅台放到全球去
看，茅台都是全球最顶尖的消费品公司。

“特别是你看ROE，名优白酒的ROE普
遍在20%以上。为什么呢？首先，是因为名
优白酒是兼具奢侈品和快消品属性。同时从
财务指标上来看，高ROE源自高净利率，高

净利率则源自高毛利率和可控的费用率。”王
永锋表示，而投资者作为长期股东，实际上赚
的是ROE的钱。

王永锋表示，白酒具有一定的周期品属
性，预收款和现金流是判断拐点的最好指
标。根据他的判断，白酒从2004年开始走过
三轮牛市，第一轮牛市是2006年3月底到2008
年3月底，第二轮牛市是2009年5月到2012年
11月，第三轮牛市是2015年4月到2018年6
月，预计2019-2022年是第四轮牛市。

谈买点
需要靠自身阅历来做投资决定

“我们今天一直在讲这是一个好东西，那
什么时候买这是第二个问题。”在交流互动环
节，一位投资者就问到了关于买点的问题。

王永锋表示，买点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
取决于估值。

“你知道市盈率100倍、30倍是什么意思
吗？直观上面来说，100倍的意思是你的投
资100年收回成本，30倍就是30年，市盈率
就是代表这个意思。那我不知道，100年咱
们是不是人都没了。”王永锋的解释，引来现
场一片笑声和掌声。

“所以就像打猎一样，扳动扳机的时间其实
是很少的，就等着呗。茅台之前也到过20多倍，
可能就一两年就一次特别好的机会。”王永锋坦
言，在估值很高的时候，自己作为专业的研究员，
其实都没法判断。“我知道这个东西好，但是估值
贵还是便宜，需要自己通过个人阅历判断。”

那么，有哪些比较好的买点呢？“刚‘出
生’的时候，肯定是比较好的买点。”王永锋表
示，除此之外，关于买点他大概还有几个方
向。第一，就是周边所有人都吓傻的时候；第
二就是看估值，一般消费品行业就30来倍；
第三就是看公司基本面出了一些问题的时
候，那基本上就快到买点了。“所以一般出现
在出现了各种各样问题、风险的时候，可能就
会产生大买点。不过一般不会太奢求这样的
点，能跟得上市场就行了。”

1 月 8 日，上证指数瞬间突破 3 年前的
3587.03点中期大顶后仅仅35秒便陷入了调整
格局，前期爆炒的沪深主板中小创核心资产成分
股多数回落，而连续超跌的低价题材股则异军突
起，使得整个盘面出现了久违的“八二”格局。那
么，这是否意味着，3587点上方将成为超跌股领
涨的天下？投资者操作上又当如何是好呢？

成分指数上涨空间不会太大
“我们认为成分指数还有上攻动能，但上涨

空间不会太大。”银河证券江南大道总经理唐贺
文指出，此前讲到，上证50自2015年8月26日
见底后虽然涨了五年多时间了，但是相比之前
上证指数的那波中级牛市，本质上仍属一个技
术性补涨的过程，其目标是要回补2008年1月
22日位于3960点的下跳缺口，因此短期仍有上
涨能力。就深证成指来看，由于中小板指和创
业板指均已回补了2015年 6月 26日的下跳缺
口，因而深证成指下周初回补对应缺口是值得
期待的。综合分析下来，深圳市场3个成分指
数的上升空间均不如上海市场的成分指数，且
大级别调整的风险越来越近了。

超跌低价股反弹时间有限
广发证券高级投顾王立才认为，通达信软

件专门设置了低价股这一概念，统计数据是截
至目前两市一共有285家股票低于 3元，并配
置了低价股指数。图形上看，低价股指数在1
月 7日不仅跌穿了年线大关，而且还击破了周
线级别“双头”的颈线位。预计这里低价股的反
弹不过两三天罢了，所以投资者在操作上，对低
价股的修复性行情不能抱有过高的期望，毕竟
大多数低价股是没有业绩支撑的，面值退市风
险不小。

次新股调整风险仍待继续释放
成都青铜天使投资总经理赵航表示，从估

值上讲，大量次新股的市盈率仍处于70倍左右
的水平，其中科创板和创业板注册制新股的市
盈率平均下来多达84倍，这样的市盈率是否能
经受住即将到来年报业绩的考验，我们对此持
怀疑态度。从技术上看，平均股价指数放量快
速突破去年下半年平台后连续收跌形成‘三只
乌鸦’形态，昭示着一轮暴跌正在逼近，而影响
均价指数最大的莫过于高价股，恰恰次新股是
高价股的主要力量。综合分析下来，我们认为
次新股还没到可以掘金的时候。

2021年，重庆继续发力上市企业培养，第
一家接受辅导重庆企业诞生。

1月 8日，重庆证监局宣布，马上消费金
融股份有限公司（马上消费金融）已与保荐
机构签订辅导协议，拟公开发行股票并上
市。该公司于2021年 1月6日在重庆证监局
办理了辅导备案登记，愿接受社会各界监
督。

至此，接受辅导的重庆拟上市企业多了1
家，达到27家（注：此前重数传媒已经申报创
业板，减少1家）。

重庆百货为第一大股东

马上消费金融公司注册地重庆市渝北区
黄山大道中段52号渝兴广场B2栋4至8楼，
辅导机构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中
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马上消费金融企业网站显示，该公司是一
家经中国银保监会批准，持有消费金融牌照

的科技驱动型金融机构。公司于2015年6月
正式开业，于2016、2017、2018年分别完成三
次增资扩股，注册资本金达40亿元。股东包
括重庆百货（600729.SH）、北京中关村科金技
术有限公司、物美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重庆银
行(01963.HK)、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小商品城(600415.SH)等。

天眼查APP显示，以上6名股东持股分别
为 31.06%、29.51%、24.86%、15.53%、0.9%、
0.75%。

业内分析指出，若马上消费金融 IPO 成
功，其将成为第一家登陆A股的持牌消费金
融公司，或将为持牌消金公司直接上市带来
标杆性意义。

2019年净利润8.53亿元

天眼查 APP 还显示，马上消费金融法
定代表人为赵国庆，马上消费金融经营范
围包括：发放个人消费贷款；接受股东境内

子公司及境内股东的存款；向境内金融机构
借款；经批准发行金融债券；境内同业拆借；
与消费金融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代理销售
与消费贷款相关的保险产品；固定收益类证
券投资业务。【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从事经
营；法律、法规限制的，取得相关审批和许可
后，方可经营】。

公开数据显示，2019年，马上消费金融实
现营业收入89.99亿元，较2018年的82.39亿
元增长9.22%；净利润为8.53亿元，较2018年
的 8.01 亿元增长 6.49%。截至 2019 年末，马
上消费金融总资产为 548.15 亿元，负债为
483.75亿元。

去年 9月 11日，重庆银保监局官网发布
《关于马上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发行
A股股票并上市的批复》，原则上同意马上消
费金融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发行规模不超
过 13.33333334 亿股；此外，本次发行所募集
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应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核心
一级资本。

国检集团入主重庆建工检测子公司
1月9日，重庆建工公告，近日公司全资子

公司——重庆科力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
司（科力公司）收到重庆联交所发来的《增资
结果通知书》，由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国检集团603060）与其控股子公司
云南合信工程检测咨询有限公司（云南合信）
组建的联合体，出资2681.1943 万元，成功摘
牌科力公司增资项目。增资完成后，战略投
资者合计持有科力公司 65%股权，科力公司

成为混合所有制企业。
重庆建工介绍，由于科力公司原有检测业

务规模偏小，市场竞争力有限，在经营、生产、
管理和技术等方面亟待提升。本次摘牌的投
资者国检集团作为国家级检验中心，技术力
量雄厚，国际互认度高，在检测行业具有较强
的品牌影响力和公信力。检验认证行业是集
中度相当高的行业，通过引入产业链上具有
协同效应的战略投资者实施混改，有助于实

现技术、市场、品牌的协同和赋能，能够较快
实现科力公司的提档升级。

国检集团表示，入主科力公司有助于拓展
公司在西南区域的业务半径，提高市场占有
率，同时填补在“川渝片区”的业务空白；另
外，鉴于科力公司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本次
采取的增资扩股的合作模式，未来科力公司
亦可作国检集团在“川渝片区”开展并购重组
的平台公司。

2021年首周交易，A股迎来开门红，
市场一片狂欢。不过，在首周最后一个交
易日的时候，开门红行情按下了暂停键，
三大指数集体小幅收跌。强势股回调，以
白酒为代表的消费板块成为了杀跌的主
力军，白酒板块单日蒸发了1700亿！

A股的“喝酒”行情还会如何演绎？
来看看广发证券食品饮料行业首席分析
师王永锋的分享，能否让你捞到一些投
资干货。

焦点

超跌股迎来久违反弹 真的可以掘金了吗？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王也

太阳能日前发布2020年业绩预告，预计
2020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30 亿元-10.50 亿元，同比约增长 2.10%-
15.28% ，每 股 收 益 约 0.3093 元 - 0.3492
元。对此，太阳能表示，全年业绩增长的主要
原因是2020年公司装机规模增加，从而总体
发电量较上年提高。1月 8日，太阳能报收
7.51元，跌4.57%，换手率15.53%。

1月 8日，太阳能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会，审议通过了公司上市后首份股权激励
计划。根据草案，拟向共计133名公司领导
班子人员及高中级管理人员和核心管理/技
术人员授予总计3006.32万份股权期权，占公
司总股本0.9997%，行权价4.76元/股。主要
业绩解锁条件为：2021年-2023年每年的总
资产报酬率分别不低于5.5%、5.6%和5.7%。

本组稿件由重庆商报-上游新闻首席记
者 刘勇 采写

1月8日晚间，渝股中国汽研公布了2020
年业绩快报，去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34.17
亿元，同比增长24.06%；利润总额6.72亿元，
同比增长 22.12%；归母净利润 5.61 亿元，增
20.17%，每股收益0.58元；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11.61%，同比提升1.36个百分点。

据了解，2020 年前三季度，公司实现营
收23.91亿元，增幅41.59%；归母净利润3.41
亿元，同比增长18.78%。可见公司去年第四
季度业绩继续平稳增长。

2020年初，中国汽研制定的全年经营目
标为：营业收入 32.5 亿元、利润总额 5.8 亿
元。如今全面超额完成了年度经营目标。

太阳能去年预增2%至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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