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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一季度，新增股
票账户同比增长433%，达到
了795万户。其中80后是主力
军，占比达62%。另据中国结
算数据显示，4月前几周，每
周新增账户数都超过百万，
最近一周更是激增300多万，
4月以来新增股票账户数合
计600多万。加上一季度的近
800万，年内新增账户已将近
1500万。

虽然新股民的数量不断
刷新纪录，但他们之中的“菜
鸟”却不在少数。“股市多风
险，投资须谨慎”的原则常常

被“春播一粒粟，秋收万担
粮”的过高期望值所诱惑。

23日，证监会投资者保
护局副局长赵敏强调，股票
市场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系
统，股票价格受上市公司价
值、供求关系、国家政策等多
种因素影响。

为此，她提醒新股民，要
做足功课，理性谨慎，量力而
行，牢记股市有风险，不要被

“宁可买错，不可错过”、“卖
房炒股、借钱炒股”等言论所
误导，切勿盲目跟风、孤注一
掷的冒险投资。

本报济南4月26日讯（记者 韩
适南） 26日上午，全国首家重卡汽
配O2O电商城“重卡驿站”在济南市
蓝翔路正式亮相。“重卡驿站”为卡
车配件企业及个人车主提供线上
交易和线下服务。未来，重卡汽配
行业可实现厂商的零库存，车主也
不用再花冤枉钱。

“重卡驿站”依托济南重卡汽
配行业的区位优势，开发出线上的
APP客户端和网上商城，从而实现
卡车配件数据库、车型适配、采购
下单、物流配送功能；同时，“重卡
驿站”启动线下的“卡车云修”，建
立全新线下连锁店体系，让线上的
服务在线下得到实现。

“重卡驿站”董事长董小刚介
绍说，“作为全国首家重卡汽配O2O

电商城，重卡驿站集办公、仓储、电
子商务与物流四大功能于一身。最
终的目的是要解决终端用户修车
难、买件难、抢修难的三难问题。”
董小刚说，“未来，厂商将不用再为
卖件发愁；车主也不用再为掏了冤
枉钱而苦恼。”

据悉，“重卡驿站”不仅有仓
储、办公、电子商务等功能，未来还
将集合重卡金融、保险、二手车买
卖等功能。从而打造出重卡行业的
超级综合体。

全国首家重卡

汽配电商城上线

本报济南4月26日讯（记者 刘
相华 通讯员 王亚峰） 今年一
季度枣矿集团实现营业收入87 . 34

亿元、利润1 . 25亿元，保持了减速不
减势、量稳质更优的稳健发展态
势。

面对市场“寒冬”，枣矿2014年
实现营业收入381亿元、利润9 . 19亿
元。

“挖出煤就能挣钱”随着黄金
十年的结束而画上了句号，枣矿集
团提出优化产品增效益。2014年，实
施了13项洗煤技改工程，将三年计
划合并一年完成，迅速形成了原煤
全入洗能力，通过提高精煤回收
率、跨矿入洗、洗配结合等措施，年
增收入1 . 9亿元。

强化煤质源头管控，实现提质
增效1 . 2亿元。成立煤炭产品研发中
心，与武钢、鄂钢等用户合作研究
最佳掺配比例，提供配套加工服
务，实现了由“卖产品”向“卖服务”
转变。

面对市场“微利”甚至“零利”
的新常态，枣矿注重煤与非煤相互
支撑、协同发展，推动价值链向中
高端延伸。建成7座低热值电厂，年
实现利润8100万元。借助丰富电力
资源发展轮胎产业，八一轮胎公司
位列世界轮胎行业第66位。建成年
消化本部精煤240万吨，年产焦炭
300万吨的焦化产业链，去年实现利
润1 . 26亿元。该集团通过能源转化，
吨煤增值近5倍。

枣矿一季度

实现利润1 . 25亿元

站站上上风风口口东东莞莞诞诞生生最最““土土豪豪””工工厂厂
普通员工内部增发持股 造就几十个百万富翁

新华社支招新股民

理理性性看看待待挣挣快快钱钱 别别频频繁繁换换股股

本报讯 东莞很久不产
生造富神话，直到最近，位于
大朗镇的这家工厂崛起。广东
伯朗特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
司成立时间很短，2008年成
立，最近借着新三板的旋风，
已经成为一家明星公司。伯朗
特董事长尹荣造称，好几个股
东都是身家过亿了，上一次内
部增发的50多个员工，已经有
两个是千万富翁，剩下还有几
十个百万富翁。

伯朗特的崛起，抓住了2
个大风口：

第一个风口：自动化。伯
朗特是一家工业机器人企业，
乘着全国“机器换人”的春风，
成长率非常高。从2011年以
来，伯朗特持续盈利，且利润

持续增长，2013年净利润更是
大涨超过4倍。

第二个风口：新三板。去
年8月，启动做市商制度之后，
新三板的交投活跃度明显提
升，堪比竞价交易。伯朗特初
始做市商数量高达8家，是整
个新三板中排名第一的。股价
从最初的1块钱，涨到现在40
元左右，无怪钱多用不完。

根据伯朗特刚刚发布的
2014年年报，归属于股东的净
利润大增九成，达到588 . 05万
元。2015年，预期净利润目标
为2400万元。

伯朗特董事长尹荣造说：
“我们普通员工里也有两个成
了千万富翁，几十个普通员工
成了百万富翁，我们叫做‘工

者有其股’”。
去年10月，伯朗特公告对

公司董事、高管、监事、核心员
工等61名对象发行600万股，
且发行价为1元；最低认购2万
股，最高为50万股。而当时，伯

朗特净资产已远高于1元/股，
且新三板股价更超过每股6元
钱，现在更是涨到了40元左
右。如此慷慨的内部增发，也
让外界感叹“跟对老板真重
要”。 (宗禾)

股市是高度复杂的系统

上证综指在4000点之上一路攻城略地的当下，股民们被巨大的“赚钱效应”晃得亢奋异常。与此同时，更多的新
股民跑步入市，开启“全民炒股”时代。

民族证券财富中心总经理徐一钉称，新股民有着鲜明的特点：以80后为主，操作风格“勇而无畏”。那么，新股民
们在进行投资操作时，应该抱以怎样的心态呢？他们是否清楚牛市操盘时被印证的策略律条？谨记哪些“操盘手则”，，
才能完成进阶之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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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户系统“瘫痪”、行情
软件“爆表”这些劲爆新闻
无一不反复强化着牛市下
新股民的大无畏精神，两融
余额的屡破新高更昭示着

“拼胆时代”的到来。
“新手进入市场，不学

习，扪心自问挣钱能力有多
大？初学游泳，在浅的地方
游一游是有好处的。”嘉实
基金首席策略师、券商业务
发展部总经理简斌建议。

他进一步指出，对于新
股民而言，股市的火爆上涨

是开始创造财富的阶段，也
可能是消灭财富的开始。目
前A 股 市 场 9 0 % 以 上 是 散
户，如果所有散户用一种角
度看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
风险。

“新股民只想挣快钱，
看到有不同的做法玩法都
想尝试，可是，你的能力范
围能不能达到？”简斌说。

简斌认为，当前，牛市已
经步入中期，这个时候不宜过
多用杠杆，很多用高杠杆搏收
益的投资者应当小心。

新手入市不宜多用杠杆

许多股民喜欢频繁买
卖 ，新 入 市 的 投 资 者 们 尤
甚。对此，光大金控（上海）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赵辉忠告诉新股民，短线操
作名义上是赚钱了，但是其
实会错过很多好的行情。另
一方面，这种操作也许会在
股市跌下来时导致较大的
亏损。

“在牛市里要坚持持股，
减少短线操作。至少一半做
长线，另一半去炒。”赵辉建

议。
简斌也认为，目前市场

格局已经改变，新股民应理
性看待“挣快钱”。在牛市中
需要判断并持有有价值的
股票，频繁换股很难跑赢市
场。

“投资者要想成功，在牛
市中间要控制住情绪。牛市
一个最重要的方法论就是判
断并持有，每天都有热点，换
来换去的结局是你远远跑不
赢市场。”他说。

频繁换股跑不赢市场

80后、90后“小鲜肉”组成
牛市主力军相信“心有多高，
指数就有多高”，他们即使不
了解基本面，看不懂技术线，
也一样敢抄底敢追涨。徐一钉
直白地寄语新股民，“在股市
当中不赔钱、不摔跟头是不正
常的。新股民们要多学习，对
于可能经历的一些挫折、磨难
或者曲折一定要有思想准
备。”

简斌也赞同上述观点，他
说，“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核
心一点就是控制住风险，在这
个基础之上再去追求收益。如
果投资者能够做到这一点，当
这轮行情结束的时候，更多人
会守住财富，而不是消灭财

富；更多人的生活品质才会提
升，而不是变得更加坏。”

业内普遍认为，监管层意
在将股市调理成“慢牛”，今年
至少连续五次在公开场合提
示风险。赵敏也强调，市场各
方都要尊重市场，敬畏市场。

徐一钉补充说，新股民
的投资者教育的确应该做，
但不能做“包治百病”的大
包大办。“就像一个孩子的
成长过程似的，你总是扶着
他，一个孩子长大能不摔跟
头吗？所以无论是监管部门
也好还是媒体也好，投资者
教育可以做，但是有些投资
者摔了跟头也很正常。”

据新华社

不摔跟头不赔钱是不正常的

近日，在济南某营业厅内，股民们正在进行买卖操作。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伯朗特厂区。（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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