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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科技創新由跟跑為主轉向更多領域並

跑、領跑，成為全球矚目的創新創業熱土。”李克

強總理今年在政府工作報道多次提到“科技創

新”，引起不少股民的關注。上海的資深股民張

女士當機立斷，近日大膽買入了科技類股票，

“連日都是紅盤，賺到盆滿缽滿。”

張女士有近20年的炒股經驗，1998年是中國

全民炒股的大時代，她當時想着退休後找件事情

打發時間，便投身到A股市場。隨着資本市場的

起起伏伏，她跟着A股攀頂牛市發達過，也跟着

跌到低谷套牢割肉過，聽聞過一些莊家的操盤手

段，也為監管層的整治而叫好。尤其是每年兩會

期間，她都緊盯着政府工作報告以及其他重要會

議，希望把握國家的政策走向，找出股票市場的

投資機會。

“炒股以後我開始格外關心新聞，特別是

每逢兩會期間，都會有大量信息從會上湧

出。”張女士說，她看了多則關於今次政府工

作報告的新聞，發現裡面至少三次提到了“科

技創新”，因此大膽地買入了佳都科技這樣的

科技類股票，連日都是紅盤，賺到盆滿缽滿。

安裝媒體App 保持信息暢通
為了保持信息暢通，張女士還在智能手機

上安裝了多個媒體App來了解市場行情，她近

期最得意的一件事就是可以“解讀政策”了。

“去年十九大期間，我看到鋪天蓋地的新聞

中，都說要穩定房地產市場，對此我‘解讀’

認為，地產股或許暫時沒有漲幅了，就拋掉了

不少，之後果然地產板塊出現了整體的下

跌。”

隨着A股越來越多地和外部資本市場相聯相

通，張女士稱非常高興市場擴容，但對於相對新

的事物，還暫未敢去嘗試，要學習多一點才會去

買。談及滬港通時，她稱現在身邊也有人在做，

自己正在向他們學習，之後才考慮是否要入手。

“製造強國”成今年A股主題
讀總理報告 尋投資機會

本屆兩會期間，關於中國吸引新經

濟企業尤其是境外上市“獨角獸”企業

回歸A股的消息不斷。多位監管部門的

官員都不約而同談到這個話題，多家

“獨角獸”（估值超過10億美元的創新

未上市企業）高管也表達出對回歸A股

的熱切期待。

現任中證監主席劉士余在3月 9日

被追問有關問題時，確認有關部門正在

共同努力推動境外上市的優秀企業回歸

A股上市，而且他說得更明確：“如果

說時間表的話，可能比企業期待稍微慢

一點，但比媒體期待快一點。”

新任全國政協委員，中證監原主席肖

鋼日前表示，A股新股發行制度改革，服

務“獨角獸”企業上市，是新股發行核准

制度的創新，對於增強資本市場服務實體

經濟能力、支持創新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深交所對“新經濟”開綠燈
其他的相關部門官員也紛紛對此表

態。全國人大代表、深交所總經理王建軍

稱，今年深交所的重中之重就是如何更好

地服務實體經濟，特別是新經濟，要對

“獨角獸”企業在深交所上市開設綠色通

道。他還向人大提交議案，建議修改公司

法，為雙重股權結構掃除法律障礙。

多位在境外上市的互聯網“獨角獸”

企業負責人也表達了回歸A股的看法。騰訊

主席馬化騰對於何時回歸A股，說“條件成

熟可以考慮”；百度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李

彥宏表示，曾向中證監表達過希望能回A股

上市：網易主席兼首席執行官丁磊和搜狗

CEO王小川等也同樣表達了希望回歸A股的

意願。

加大力度支持“四新”企業
全國政協委員、中證監副主席姜洋談到下一步工

作重點時表示，以服務國家戰略和現代化經濟體系為

導向，深化改革上市發行制度，深化主板和創業板改

革，加大對“四新”企業的支持力度。另一位副主席閻

慶民說，CDR研究正在進行中，又指海外新經濟企業

回歸時以CDR的方式更合適。

3月8日，總部位於深圳的富士康IPO獲得通過，有

別於以往需時半年至一年，富士康自遞交IPO申報至成

功過會僅耗時36天，創造了A股IPO歷史上最快速度。

由此可以看出，監管部門對於支持新經濟企業上A股，

已是坐言起行。

“內地股市受政策影

響較明顯，每年兩會我都

會重點關注，從中解讀國

家經濟、貨幣政策。”在

深圳南山從事相機和電子

等產品研發的張先生告訴

香港文匯報記者，隨着政

府工作報告中提及“推動

集成電路、第五代移動通

信、飛機發動機、新能源

汽車、新材料等產業發

展”，他將重點投資芯片

和電子信息等方面的股

票。

注重基本面 不盲目跟風
張先生告訴記者，早在

1996年的A股牛市時他就入

市，目前已有20多年，他

坦言剛開始多年他是交了不

少學費，總結了一些經驗和

教訓，經歷幾輪牛市和熊

市，有賺有賠，目前總體仍

賺錢。

“ 股 市 賺 錢 並 非 易

事，風險高、波動大，只

有潛心深入研究國家政

策、行業和企業等，注重

基本面和價值投資，不盲

目 跟 風 炒 作 ， 才 不容易

‘入坑’。”張先生說，他

會通過手機和網絡等關注

國家政策，尤其每年兩會

都會出台新的政策和一些

改革措施，這都與股市緊

密度高。

參考政策投資 力攻電子信息股報告“尋寶”買科技股

與其他股民逐字逐句從政府工作報

告中“淘金”不同，山東煙台的資深股民

劉志軍很淡定地說：“政策和行情確實需

要關注，但對炒股而言上市公司的財務報

表和成長性更為重要。”在他看來，政策

信號只能帶來短期的行情，只有待其轉化

為企業的業績才更值得投資。

劉志軍1999年開始炒股，不過他的

炒股生涯並不是一帆風順，直至2008年

才開始步入正軌，近年來更是至少每三

年翻一番，即使是2015年股市暴跌期

間，仍然獲利50%以上。

“以前炒股主要看政策，選擇概念

股和題材股，現在主要看公司的基本面

和成長性，一般會選擇業績良好、低估

值的股票。”在炒股的過程中，他慢慢

學會看財務報表、分析行業態勢，有時

還要去實地考察，參加股東大會了解公

司的發展戰略。三年前他辭去工作專職

炒股，目前是一名職業股民。

忌聽小道消息 吸取失敗教訓
劉志軍以5萬元（人民幣，下同）

起家，目前其賬戶內市值已有300多萬

元。其中收益最大的一次賺了100多萬

元。2014年他以每股10.4元購入10萬股

東華能源，次年以平均30多元的價格陸

續賣出。不過，他對自己的成績並不滿

意：“南京的一位前輩1990年入場，初

時本金也不多，目前市值已有近2千萬

元。”

“對於我們來說，政策和行情需要

關注，但這並不是最重要的，炒股切忌聽

小道消息，不能被市場的波動影響，要堅

持自己的判斷。”劉志軍現在持有的股票

以銀行股佔比最大，其餘亦是經過千挑萬

選的績優股。“我對內地的發展充滿信

心，所以重倉銀行股。很多人對銀行股有

誤解，認為漲勢緩慢，其實他們沒有留

意，股市從6千點到現在的3千多點，銀

行股依然漲了一倍。”

“炒股不是賺泡沫的錢，而是一種

價值投資。”雖然也有業績不好卻漲幅驚

人的股票，但劉志軍對這樣的股票敬而遠

之。“一個人炒股虧錢要反省自己是否有

問題，如果找不到問題，要麼退出股市，

要麼繼續虧錢。而學習別人的失敗教訓，

亦是一種沒有成本的投資。”

■■劉志軍指劉志軍指，，投資主要看公司的基本投資主要看公司的基本
面和成長性面和成長性。。

股 民 心 聲

財務報表比政策信號重要

每年兩會期間，全國股民都會試圖從總理政府工作報告的“導航

圖”中，挑選出值得投資的熱門題材。2015 年的“互聯網＋”、

2017年的人工智能……這些概念被“點中”後，相關板塊的股價往往

直線上升。今年3月5日李克強總理作了政府工作報告後，多個機構

都發表報告，分析未來最有前景的投資板塊，廣大股民亦對此展開熱

烈討論。香港文匯報記者分別採訪了上海、深圳、山東煙台等地的資

深股民，一探他們看兩會、做投資的“秘技”。

■香港文匯報記者 俞晝、李昌鴻、孔雯瓊、殷江宏

北京、深圳、上海、濟南 連線報道

■■中國各類
新興產業蓬
勃發展，人
工智能等領
域將會持續
受益。

“兩會”時間窗口向來是A股迎來春

風吹拂的時期，據Wind全A指數

統計顯示，近18年來全國“兩會”召開前

一周和會間A股上漲概率均為56%；會後

一周和一個月上漲概率上升至72%。回顧

以往“兩會”，會上強調的議題都可為市

場中的周期股帶來紅包效應，如2017年的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概念、2016年的

“環境保護”概念。

資金續追捧新興產業
對於今年的“兩會”題材板塊，西南

證券高級策略分析師朱斌表示，在培育經

濟增長新動能方面，中國仍將不遺餘力地

推動各類新興產業蓬勃發展，資本市場的

投資機會也主要分佈於這些新行業。“結

合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的2018年繼續實

施大數據發展行動，加大網絡提速降費力

度，實現高速寬帶城鄉全覆蓋，擴大公共

場所免費上網範圍等政策，人工智能、大

數據、網絡流量等相關領域的標的將會持

續受益。”

此外朱斌認為，由於中國持續推進電

子、化工、機械等領域的進口替代方興未

艾，相應行業的國內龍頭也值得關注。他

又稱，“結合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的2018年

要保持在6.5%的經濟增速，相應的鋼鐵、

煤炭的需求絕對量很難出現一個大幅度的

下滑，而供給被繼續壓縮，意味着這兩大

行業的供需差將保持在一個較為穩定的狀

況，相應的行業商品價格也能夠穩定。從

這個角度來看，2018年的周期行業，特別

是鋼鐵、煤炭行業仍然是具有配置價值

的。”

高端製造業備受青睞
多個機構認為，相較以往，2018年兩

會的特色顯然圍繞“製造強國”展開。A

股市場上人工智能、集成電路、新能源

汽車等由科技帶動的高端製造業，都有

望成為最可看好的主題。巨豐投顧認

為，“製造強國”系列，可以從人工智

能、集成電路、新能源汽車、5G、新材

料、高端裝備幾大方面跟蹤。廣發證券

亦稱可圍繞高質量發展主線佈局“兩會

主題”，其中包括政策推進速度較快的

先進製造業，如5G等。

劉慶峰：看好人工智能
全國人大代表、科大訊飛股份公司董

事長劉慶峰是“人工智能”題材的擁戴

者。他對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與去年

首次被列入政府工作報告相比，今年的報

告中不僅提出要加強新一代人工智能的研

發應用，還提出了一些典型的領域方向，

如醫療、養老、教育、文化、體育等，這

對人工智能技術的應用落地和產業發展是

重大的利好。”

不過劉慶峰亦提醒，人工智能概念的

熱炒，不代表所有涉及人工智能的企業都

能受益，“股價就長期來說一定是匹配企

業價值的，隨着投資者越來越理性，今年

那些被過度包裝、泡沫過多的人工智能企

業將遇到冬天。”

投資者關注的兩會主題

■園繞製造強國，關注人工智能、集成電路、新能源汽

車、5G、新材料、高端裝備行業

■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今年GDP增速保持在6.5%，鋼鐵、煤

炭需求料不會大幅下滑，價格將保持穩定

■繼續發展大數據，人工智能、大數據、網絡流量等相關

產業受益

■推進進口替代，利好電子、化工、機械領域

■關注醫療、養老、教育和文化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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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騰訊主席馬化騰近日被問到關於何時回歸A股時
表示“條件成熟可以考慮”。

■■““兩會兩會””時間窗口向來是時間窗口向來是AA股股
迎來春風吹拂的時期迎來春風吹拂的時期。。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