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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资金流向方面，10个
行业资金净流入，其中银行、保
险、化纤行业等行业资金净流入
居前。51个行业资金净流出，
其中券商信托、软件服务、电子
元件等行业资金净流出居前。

龙虎榜显示，4只个股获机
构净卖出。

个股提示
卫宁健康（300253）公司

从事健康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

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
务；医疗器械生产；医疗器械经营
等。10日获机构净卖出9746万元。

泰胜风能（300129）公司
主营风力发电设备、钢结构、化
工设备制造安装、货物和技术的
进出口业务、风力发电设备、辅
件、零件销售等。10日获机构
净卖出1694万元。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见习记者刘旭强

掘｜金｜龙｜虎｜榜

银行行业资金净流入

致富是脱贫的唯一手段

马云说，扶贫是直接给别人鱼，脱贫
是教人钓鱼，致富则是要造鱼塘，要养
鱼，让鱼多起来。扶贫主要是给钱为主，
而钱总有一天是会花完的，脱贫如果不
能持续和稳定，脱贫之后也有可能会返
贫。此前有一句话说，辛苦几十年，一病
回到解放前，救护车一响，所有的猪都白
养。因此，只有致富才能真正地摆脱贫
穷，“致富是脱贫的唯一手段。”

他说，阿里巴巴的脱贫思想就是致
富思想，让大家富起来，让农民富起来，
扶贫是政府的责任，致富则是企业家的
责任，只有带着致富思想，才能做到真正
的脱贫。

“所以，脱贫不是要去消灭穷人，是
要消灭贫困。”马云说，穷人永远会有，但
是贫困可以被消灭，我们希望通过技术
能够做到贫而不困。

中国农业的未来
将有巨大的机会

马云还谈起，自己2018年去了两趟
以色列，他得到的启示是，资源匮乏并不
一定导致贫困。以色列没有足够的水
源，没有土地，几乎2/3以上是沙漠，但以
色列是欧洲蔬菜、水果最大的一个出口国
之一，依靠的就是低灌技术、生物技术。
中国的农业也大有可为。

他鼓励在场的贫困县县长们：中国
农村的发展要盯上农业本身，去做农业

技术的提升、农业产品的提升、农业服务
的提升、农产品加工的提升，用新的技术
重新塑造传统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
思维方式，用技术改变农村。

“过去，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是靠
天吃饭。未来，农民要面朝屏幕背靠
计算，靠数据来吃饭，用大数据来预
判，来决策。“马云说，过去，农民可能
不会用电脑，但是今天的农民几乎人
人有智能手机，可以在农村就发展电
子商务。上一代的农民背井离乡到城
里只能当农民工，今天的农民不需要
离开自己的土地，就可以成为农业工、
农林工。

“我们不只是帮助农民增收，而是帮
助他们改变增收的方式。”马云说，阿里
巴巴希望通过技术，做好农产品和市场
的连接，改变农村地区领导者对农业、对
生产方式的看法，“中国农业的未来将有
巨大的机会！”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孟梅

“改革开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
来了，现在，我们要让剩下的
人也富起来。”1月 10日的阿
里巴巴技术脱贫大会上，阿里
巴巴脱贫基金主席、阿里巴巴
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谈起他
的脱贫观时说，扶贫和脱贫是
两件事情，但是脱贫和致富却
是一件事情，只有追求富起
来，才有可能真正的脱贫。

问：周四沪指低开，盘中窄
幅震荡，尾盘走弱，你怎么看？

答：尽管5G、特高压等题材
持续活跃，新热点光伏板块也出
现多只涨停，妖股风范股份强势
10连板，但券商股集体走弱拖累
股指小幅调整。截至收盘，两市
涨停 48 只，跌停 4 只。技术上
看，沪深股指缩量收阴，仍继续守
住5日均线，60分钟图显示，沪深
股指均失守5小时均线，但60分
钟MACD指标仍处于金叉状态，显
示出市场当前属于强势震荡范
畴，不过创业板指数表现最弱，不
仅失守5日均线，还失守了60小
时均线；从形态来看，短期沪深股
指的调整显然是针对上月27日
高点的回踩，短期需要关注的是
量能以及本周缺口是否回补，若
不回补，后市下一波上涨空间则
较为乐观。期指市场，各合约累
计成交、持仓均减少，各期指合约
负溢价水平整体明显缩减。综合

来看，强势股分化严重，家电、汽
车也出现一日游行情，市场主线
依然围绕低价轮动炒作，但短期
震荡不改中期向上的趋势。

资产：周四按计划以8.02元
买入同有科技6万股；另以5.74
元买入城投控股8万股，之后以
5.78元卖出8万股。目前持有南
玻A（000012）22万股，宜安科技
（300328）10 万 股 ，泰 禾 集 团
（000732）6.5 万 股 ，丽 鹏 股 份
（002374）10 万 股 ，英 力 特
（000635）4 万 股 ，城 投 控 股
（600649）8 万 股 ，石 化 机 械
（000852）6 万 股 ，同 有 科 技
（300302）6 万 股 。 资 金 余 额
2880858.45 元 ， 总 净 值
7559658.45元，盈利3679.83%。

周五操作计划：宜安科技放
量开板拟择机卖出，南玻A、丽鹏
股份、英力特、石化机械、泰禾集
团、城投控股、同有科技拟持股
待涨。 胡佳杰

白｜杰｜品｜股

短暂调整

马云谈农业脱贫：
未来农民要

面朝屏幕背靠数据吃饭

1 月 10 日，深交所向弘信电
子发关注函，要求公司说明
利润分配方案与公司业绩

成长是否匹配；公司此时筹划利润分配
事项是否存在炒作股价、配合股东减持
的情形。公司此前拟向全体股东每10
股转增7股同时派发股利2.5元（含税）。

缘起：高送转疑似“割韭菜”
8日晚间，弘信电子发布2018年度业

绩预告，并抛出高送转公告。
业绩预告称，弘信电子2018年度预计

盈 利 1.16 亿 元 -1.37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60%-90%。同时在2018年度利润分配和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披露中表示，控
股股东提议将进行10转7派2.5元（含税）。

该方案一出来，就有媒体质疑弘信电
子的政府补贴高达5600万元，实际的盈利
能力并不如预期。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2018年12月20
日，非控股股东们（包括副董事长王毅及其
配偶）刚刚发布不超过1040万股的减持计
划。因此，媒体质疑弘信电子此举是借着
高送转来协助股东们实施减持计划，实际
就是“割韭菜”。

深交所对“信息保密”存疑问
8日公布高送转方案后，弘信电子股价

一度大涨 8%左右。然而收盘涨幅仅为
1.17%，一根放量长阴扑面而来。10日收
盘微涨0.91%，一根长长的上影线让追高的
股民有一种“莫名的忧伤”。

弘信电子从1月4日起连续上涨，5个
交易日期间最高涨幅25.7%，这引来了深交
所一系列的质疑。

在深交所的关注函里，监管员认为
2018年12月，弘信电子多个5%以上的股
东、董事披露了减持计划，深交所要求公司
说明此时筹划利润分配事项是否存在炒作
股价、配合股东减持的情形。

同时，监管员还要求公司说明此次利

润分配预案的筹划及决策过程，在信息保
密方面所采取的相关措施。并向交易所提
交筹划利润分配预案前一个月投资者调研
的详细情况，说明是否存在向特定投资者
泄露未公开重大信息的情形。

大股东大举减持
从弘信电子十大流通股东名单来

看，2018 年中报，上海金融发展投资基
金、国创投、达晨创投、社保基金都曾冲
进弘信电子；但 2018 年三季报，除了社
保基金维持不变外，其余几家创投机构
都在减持。

作为弘信电子的第二大股东，上海金
融发展投资基金去年下半年减持了
2.68%，共计278.6万股，净赚6500万。

国泰君安创新投资有限公司于2018
年7月18日至2018年12月4日通过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1327889
股。

根据8日的预披露，除了大股东弘信
创业承诺在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预案披露后6个月内不减持之外，达晨系
继续减持不超过总股本的1%之外，新增了
上海金融发展投资基金、王毅（弘信电子副
董事长）以及邱葵（王毅之配偶）将会减持
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6.33%。

这对于一个上市仅仅一年多的次新股来
说，这种大规模的减持是十分罕见的。

如果公司的经营真的如业绩预告里那
般靓丽，这些创投的资金为何持续减持，连
自己的重要股东也加入了减持的阵营？

综合中国基金报、证券时报

高送转配合大股东减持？
弘信电子被深交所质疑

2018年，由于监管趋严加
之市场调整，游资整体规模相比
2017 年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
降，游资席位排行榜单也随之出
现了巨变。

2018年，龙虎榜资金全年
成交1.18万亿元，交易额降至四
年最低。沪深股通专用席位上
榜次数为历年最高，比2017年
增长了3.52倍。西藏东方财富
证券拉萨团结路第二营业部成
为上榜次数、交易金额双料冠
军。

龙虎榜交易额
降至四年最低

在此背景下，市场最为活跃
的交易方之一龙虎榜资金也遭
遇了寒流。数据宝统计显示，
2018 年龙虎榜资金共计成交
1.18万亿元。与往年相比，龙虎
榜交易金额连续三年下降，并达
到四年来最低水平。

从龙虎榜资金净买入情况
来看，数据宝统计显示，去年龙
虎榜资金净卖出647亿元，与往
年对比，净卖出额创历史新高。
而在此前几年，龙虎榜资金一直
呈净买入状态。2015年龙虎榜
资金净买入更是近年高峰，达到
2268 亿元。业内人士分析认
为，龙虎榜资金活跃度下降与近
年来杠杆型资金退出A股市场
有关，此外随着沪深交易所对违
规炒作的监管加强，游资短炒已
开始陆续减少，市场超短资金追
高意愿明显降温。

分不同交易席位来看，龙虎
榜席位中，券商营业部依然是最
大的参与方。2018年券商营业
部交易金额1.03万亿元，约占龙
虎榜交易金额的87%，远远高于
机构专用及沪深股通专用席位
的交易额。

机构席位活跃度下降明
显。去年，机构专用席位交易金
额1260亿元，为近六年最低水
平。与2015年峰值8761亿元
相比，减少了7501亿元。机构
专用席位去年上榜5601次，同
步创下六年最低水平。

老牌游资式微
新晋游资活跃

龙虎榜是市场中最活跃的
短线资金交易榜单。作为龙虎
榜席位的最大参与方，券商营业
部的参与在推升市场活跃度方
面作用不小，其中游资营业部表
现最为活跃。

数据宝通过统计近六年来
龙虎榜券商营业部的交易数据，
筛选出上榜次数前100名的营

业部名单，数据显示，龙虎榜上
榜次数前十名排位变动比较频
繁。2018年上榜次数第1位的
是西藏东方财富证券拉萨团结
路第二营业部，而在此前该营业
部从未现身百强名单中。

从交易金额来看，券商营业
部排名出现细微变化。数据宝
统计显示，2018年券商营业部
交易金额最高的是西藏东方财
富证券拉萨团结路第二营业部，
共计交易125亿元。华泰证券
深圳益田路荣超商务中心营业
部交易金额 108 亿元位在其
后。华泰证券厦门厦禾路、国金
证券上海奉贤区金碧路、财富证
券杭州庆春路等营业部交易金
额均在50亿元以上。

新晋游资日趋活跃，老牌游
资日渐式微。数据显示，此前几
年曾多次霸屏龙虎榜的券商营
业部，近两年排名出现了明显下
滑。如华泰证券深圳益田路荣
超商务中心营业部，其曾经在
2013年、2014年卫冕上榜次数
榜冠军，2018年排名已经降到
第10位。老牌游资华泰证券上
海武定路营业部曾连续四年排
在上榜次数榜前10位，2018年
排名降至第15位。

龙虎榜资金首选小市值
市场交易方面，龙虎榜资金

2018年共参与了2334只股票，
占总数比例为65%，参与度较
2017年小幅上升，但与2015年
的高峰相比，仍存在不小差距。
龙虎榜资金炒作的股票都有哪
些特征？分市值来看，小市值股
票仍是龙虎榜资金首选。数据
宝统计显示，上述2334只股票
中，截至2018年底，逾1500只
股票A股市值在50亿元以下，
占参与股票总数的65%，而100
亿元以上A股市值股票占比不
足20%。

从市盈率角度看，龙虎榜资
金参与股票的整体估值水平偏
高。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底，
不含滚动市盈率无法计算的股
票，上述股票平均滚动市盈率为
67.66倍，远高于同期上证指数
及深证成指市盈率水平，且超过
九成个股滚动市盈率高于同期
上证指数水平。

龙虎榜资金大多以游资为
主，而游资操作手法凶悍、快进
快出、热衷题材炒作，在助推股
价走妖的同时，也留下一地鸡
毛。数据宝统计显示，剔除
2018年上市的次新股，龙虎榜
资金参与的股票2018年度平均
跌幅为33.35%，均跑输同期上
证指数、沪深300指数。

综合中国证券报、数据宝

游资，A股市场极为重要的一股力量。总
是在市场难以置信中，拉升出一个个涨停板，
但转瞬间，一个个跌停也接踵而至。

它们，玩的就是刺激。

游资榜单巨变
西藏游资空降龙虎榜首位

看本文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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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A股单边下跌的极端行情不仅重创
了普通偏股型基金业绩，MSCI主题基金也没
能幸免。“A股入摩”前后的可统计的36只
MSCI主题基金去年平均跌幅在10%以上。

去年6月1日，历经5年反复地沟通与
协商之后，中国A股正式纳入MSCI。226
只A股以5%的纳入因子纳入MSCI新兴
市场指数，以入摩为支点，撬动的是220多
亿美元流入A股市场，而这一切都只是开
始。8月，MSCI公司宣布，自今年9月起，
A股纳入MSCI比例将从2.5%提高至5%，
另有10只新增股票纳入，届时A股“入摩
名单”个股数量将增至236只。

纳入MSCI指数是去年A股市场的一
大利好，前后两次估计有超一千亿元境外
资金驰援A股，同时也释放出境外资金持
续看好A股的信号，公募基金也在去年争
搭“顺风车”，多只MSCI主题基金发行。不
过泥沙俱下的市场氛围中，MSCI主题基金
去年业绩也并不如意。

数据显示，目前市场上仅有华夏MSCI
中国A股国际通ETF、华夏MSCI中国A
股国际通ETF联接A、华安中国A股增强
指数三只MSCI主题基金成立满一年，三只
基 金 2018 年 净 值 分 别 下 跌 23.98% 、
22.87%、26.87%。此外，成立满半年的22

只MSCI主题基金中，去年下半年仅建信
MSCI联接A/C跌幅在10%以下，其余20
只跌幅均在10%以上，平均跌幅11.17%。

MSCI主题基金可谓生不逢时，但业内
多位基金经理却表示，虽然A股去年一直
处于单边下跌的行情中，但境外资金却在
一直进入国内市场，更多的境外机构投资
者依然秉持着长期投资理念，境外的机构
投资者对A股的调整似乎并不放在心上，
而且认为是一个合理的进入时点。而基金
公司依然在积极布局MSCI主题基金。数
据显示，当前依然有4只MSCI主题基金在
发行。 综合中国证券报

MSCI主题基金“出师不利”去年平均跌幅超10%

1月10日，马云在阿里巴巴技术脱贫大会上。

漫画 杨仕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