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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wx !地产板块为
何走势这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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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干什么的! 有没有投资
价值!

{!���AB·¸¹KL!·

º»KL!·¼½KL!·¾»KL!

¿ÀÁÂÃKL!ÄÅÆÇKL!·

ÈÉÊKLI·ÃMD845!ËM

ÌÍÎ$ÏÐ

"$!"

X

!

�'

#

�@ÑÒ

Ó

%)$

Rh'

*)$

Rh"ijµ�¦Ô

�ÁÂÕÖ"�×ØÙ¬A$

两市昨日低开低走"

股指早盘在低位弱势震荡#深
成指一度在各板块加速上攻的带动
下震荡翻红$但上攻动能明显不足$

临近午盘股指再度走低% 午后空军
持续发力$两市股指一度跌幅近#+$

随后地产&银行&券商等板块有所拉
升$股指震荡回升跌幅略有减小' 两
市成交量有所减小"

截止收盘$沪指报((,(点$跌-(

点$跌幅%./-+$成交&0'亿元%深成
指报)/%0点$跌%%(点$跌幅%.%0+$

成交&%&亿元"

分析人士认为$ 大盘本周连续
下挫破位(-00附近的调整平台$ 来
到(%-(反弹以来第一个& 也是最重
要的调整平台(%)&点((-(/点) 从
大走势来看$ 由于本次破位跌势凌
厉$ 需要缓冲后才能实现反弹$ 因
此股指需要再造新平台" 短线角度
上$ 股指有望以(%)&点(((&-点区
间为依托震荡反复$ 需要注意的
是$ 若股指太快反弹回抽%('日线$

要谨防回试失败后更大的下跌$ 下
破(%-(点"

$�3%

456'()$*78+"%9

日前$由中山大学岭南+

9Ú

,学
院和财新传媒主办的 *第一届岭南
论坛+在广州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
是*中国经济变革之路+) 千余位政
商学界领袖精英深入探讨经济转
型,金融改革&产业升级&投资机遇
等国内国际重大经济问题) 国家税
务总局局长肖捷& 财政部副部长李

勇&住建部副部长齐骥&央行副行长
易纲&商务部副部长钟山&著名经济
学家吴敬琏出席了论坛并发表相关
讲话)

据了解$ 受邀参加 *产业升级
难题何解+ 圆桌会议的广东欧派家
居集团董事长姚良松是本届论坛嘉
宾中唯一的民营企业家代表) 姚良

松结合此前温州之行的见闻$ 认为
民营企业出现 *倒闭潮+$ 民间高
利率借贷只是诱因$ 根源在于企业
*利润带+ 太薄$ 企业利润率降低
的客观原因在于劳动力成本& 土
地& 环境& 安全& 能源等成本的攀
升% 另一个税& 费成本较快增长$

以及制度成本的不断增加$ 国际市

场环境的变化和国内经济增长的转
档换速$ 导致企业收入下降) 姚良
松表示$ 在收入与成本因素的上&

下夹击形势下$ *转型升级+ 就成
为企业的唯一出路(((要转粗放经
营& 高消耗& 高成本& 低效能的
*型+$ 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之 *级+)

$��%

受美国农产品出口数据低于
预期和大豆& 小麦主产区等减产
预期减弱之影响$ 本周海外大宗
农产品价格普跌)

农业投资策略-1%2 坚定看好
价稳量增的水产*四驾马车+) 未
来海参有望由价格竞争& 产量竞
争阶段过渡到原产地差异和品质
竞争阶段$ 并最终向品牌竞争阶
段转型$ 消费市场将对不同品质
的产品给予不同的定价权$ 而行
业重点公司将凭借渠道& 品牌&

溢价销售能力等营销端的先发地

位进一步扩大领跑优势$ 依次关
注��� & ��`� & ��] &

���c

% 3(2 目前市场对饲料
公司一季报靓丽业绩预期并不充
分$ 继续看好高景气& 弱周期的
饲料股尤其是猪饲料股$ 关注�

�� & `��� " 次选�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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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结合%

季度经营情况及未来行业潜在催
化剂$自下而上关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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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一次由相关部委组织的
收入分配方案讨论中$ 来自各方的
代表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存有分歧-

!比如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
配中的比重, 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
中的比重$ 有与会者认为 *两个比
重+不低$各方面的收入差距不大)

持有此种观点的人横向列举了
*金砖四国+数据$如印度劳动报酬
比重约为-)+$而中国的劳动报酬比
重为/0+左右$以此为由否定当前社
会分配存在突出的问题)

对于近年劳动报酬比不断下
降$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
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明确表示-*我
们过去曾经达到近,,+的水平$今天
应争取逐步恢复到曾经的比重$阻
止收入差距拉大) +

!在讨论过程中$ 认识分歧较
大的还包括一次分配+

ÛÜ>ÝI

,,

二次分配+

ÞßàáâãTI

,的关
系谁更重要)

有观点认为一次分配政府不要
插手$按照市场机制运作$只要搞好
再分配就行) 另一些人则不赞同)

苏海南说$ 必须把初次分配存
在的问题解决好$ 才有可能真正解

决收入分配的问题$ 单纯靠二次分
配解决不了中国收入分配问题)

!对中等收入者群体的界定也有
分歧$有观点认为按平均收入即可) 根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年全国城
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
-*%/*元$同期$全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
人员年平均工资为('*,)元) 虽然以此
数据衡量中等收入人群$人数并不会太
少$但是持反对观点的人认为$平均收
入并不能满足人的生存,发展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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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情者介绍$ 就方案进行调
研和论证的过程中$ 争议的另一
个焦点是行业工资差距大小$ 直
接引发的分歧是是否对高收入者
收入调控给予重拳)

部分观点认为$ 不同行业特性
不同$比如金融领域$又比如政府部
门,高等教育部门$进入其中工作在
前期有大量人力资本投入$ 高工资
是对教育,人才的一种尊重)

苏海南称$该说法有一定道理$

但世界各国包括市场经济发达国
家$ 金融行业与低端行业的差距并
没有我国这么大)

据介绍$ 人社部正在牵头推进
企业薪酬调查$ 到今年已覆盖企业

七八万户$以后还将逐步扩大抽样范
围$把各企业薪酬的平均数,中位数,

高位数,低位数一一统计$摸清各个
岗位,行业大概的薪酬情况$作为行
业工资差距的参考)

在方案讨论过程中$存在争议的

还包括是否加大对最高收入者的税
收$国有资产收益上交%,+比例够不
够等问题)

诸多学者认为$调高的措施之一
国企高管薪酬调控$力度还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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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誉为*史上最牛债基+的富国天
丰即将迎来升级产品(((富国 *新天
锋+定期开放债基/月,日起发售)

富国首只封闭债基天丰-年封闭期
内涨近-'+$更在二级市场上实现了一
年多的长期溢价)新天锋作为不投资二
级市场的纯债基金$与富国天丰一样封
闭期为-年4并在深交所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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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78数据统计$截至-月#*日$%&

只股票型分级基金9类份额中$银华金
瑞和银华瑞吉涨幅分别达到-.&):和
-.#'+$列同类基金业绩前-名) 同期沪
综指跌幅为-.-,+$同期普通股票型基
金平均净值增长率为;%.')+)

-月以来受益债市走牛$ 风险收益
特征与债券相类似的分级基金稳健份
额水涨船高$%&只股票型分级基金9类
份额中$有%,只涨幅为正$区间平均涨
幅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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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投资终将是9股投资正道$目前
正是进行价值投资的时机) 景顺长城核
心竞争力基金经理余广认为$9股市场尽
管目前略显上涨乏力$但从中长期看9股
估值仍具吸引力) 选择好的公司股票买
入并持有的策略更为重要$ 具备核心竞
争力的公司在不同市场阶段都能找到好
的生存方式$并在竞争中脱颖而出)

截至-月(-日$ 在所有标准股票型
基金中$最近-个月以来$景顺长城核心
竞争力基金的净值增长率在同类基金
中排名第一$取得的超额收益主要得益
于精选个股)余广目前比较青睐价值股
和成长股的组合-价值股是指盈利稳定
(àä�

"$-

åæ)

$估值便宜(

./

�

!$

çåæ)的股票%成长股则是指估值在
('倍左右$盈利增长能保持在,'+左右
的高速度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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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èéê+主办的第九届中
国基金业金牛奖评选结果日前隆重揭
晓) 作为银行系旗舰的工银瑞信基金
管理公司$荣膺('%%年度*金牛基金管
理公司+ 称号$ 这是工银瑞信继(''&

年,(''0年度后$第三次获得此项权威
奖项) 与此同时$该公司旗下工银双利
债基以超越同类基金平均近&+的优良
业绩$荣获*金牛债券型基金+称号)

('%%年$ 该公司权益类基金加权
收益率居前%'大基金公司前-$旗下工
银平衡,工银红利,工银全球,工银全
球精选/只基金进入同类基金排名前
%'$ 是业绩领先产品数量最多的基金
公司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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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新股上市$/股齐破发(((

截至收盘裕兴股份报-,.'*元$ 大跌
%&.,+% 光放光电报 /'.&(元 $ 下跌
).*-+% 慈星股份报 -'.((元 $ 下跌
%-.&&+% 鞍重股份报((.&-元$ 下跌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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