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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證券

公司名稱
H股上周五收市價

（港元）
（一周升／跌幅%）

A股上周五收市價
（人民幣）

（一周升／跌幅%）

溢價
（%） 公司名稱

H股上周五收市價
（港元）

（一周升／跌幅%）

A股上周五收市價
（人民幣）

（一周升／跌幅%）

溢價
（%） 公司名稱

H股上周五收市價
（港元）

（一周升／跌幅%）

A股上周五收市價
（人民幣）

（一周升／跌幅%）

溢價
（%） 公司名稱

H股上周五收市價
（港元）

（一周升／跌幅%）

A股上周五收市價
（人民幣）

（一周升／跌幅%）

溢價
（%）

廣州廣船
廣州藥業
經緯紡織
海信科龍
山東墨龍
上海石化
大唐發電
北京北辰
華電國際
中國鋁業
金風科技
上海電氣
東方航空
中國中冶
兗州煤業
金隅股份

7.35（3.81）
6.07（0.00）
4.38（7.62）
1.92（25.49）
5.20（11.83）
3.11（7.24）
2.67（3.09）
1.57（12.95）
1.79（-1.10）
4.17（6.92）
5.23（4.18）
3.88（3.74）
3.06（4.44）
2.05（10.81）
19.30（3.65）
7.09（18.56）

16.42（0.67）
13.14（0.00）
9.41（2.73）
4.12（2.23）
10.54（4.36）
6.16（0.49）
5.14（-1.53）
2.89（2.85）
3.29（-2.37）
7.21（2.12）
8.44（-0.35）
5.50（-0.36）
4.12（-0.24）
2.73（1.11）
24.71（2.32）
8.90（7.49）

175.29
166.76
164.74
164.43
149.77
144.08
137.23
126.83
126.49
113.06
98.86
74.68
65.92
64.10
57.77
54.69

恒生AH股溢價指數一周表現
（2月3日─2月10日）

上周五指數
104.88

前周五指數
102.90

變幅（%）
+1.9

A／H股價對照表
1港元＝0.81150元人民幣（3/2/2012至10/2/2012）

公司名稱
H股上周五收市價

（港元）
（一周升／跌幅%）

A股上周五收市價
（人民幣）

（一周升／跌幅%）

溢價
（%）

南京熊貓
洛陽玻璃
儀征化纖
東北電氣
天津創業
北人印刷
新華製藥
昆明機床
重慶鋼鐵

1.67（5.03）
1.82（10.30）
2.24（8.21）
0.90（7.14）
2.10（2.44）
1.75（0.57）
2.29（2.23）
2.66（3.91）
1.36（9.68）

5.93（2.07）
6.34（9.12）
7.34（0.55）
2.88（-0.35）
5.75（1.77）
4.46（2.76）
5.50（2.23）
6.29（3.45）
3.10（1.97）

337.57
329.27
303.79
294.33
237.41
214.06
195.96
191.39
180.89

大連港
晨鳴紙業
江西銅業
南方航空
紫金礦業
深圳高速
中海油服
中海集運
廣深鐵路
華能國電
東方電氣
中國遠洋
中海發展
四川成渝
中國國航
比亞迪

2.22（20.00）
4.13（7.83）
21.70（4.33）
4.13（0.73）
3.71（-1.85）
3.42（3.64）
13.60（0.59）
2.40（10.60）
2.97（2.41）
4.91（2.94）

22.15（-1.77）
5.22（6.10）
6.08（0.16）
3.66（2.52）
6.48（4.68）
26.00（5.48）

2.76（0.73）
5.13（3.85）
26.68（4.87）
5.07（-0.39）
4.50（0.00）
4.09（-0.73）
16.15（-1.22）
2.81（2.18）
3.45（-1.43）
5.43（-1.63）
23.25（0.56）
5.47（3.01）
6.37（0.31）
3.83（1.86）
6.70（-1.90）
25.96（6.83）

53.20
53.07
51.51
51.28
49.47
47.37
46.33
44.28
43.14
36.28
29.35
29.13
29.11
28.95
27.41
23.04

中煤能源
長城汽車
新華保險
中國銀行
馬鋼股份
中信銀行
中國石油
中國中鐵
民生銀行
安徽皖通
南車股份
中國人壽
中國石化
中聯重科
上海醫藥
交通銀行

10.08（0.20）
13.86（1.46）
32.40（3.02）
3.27（-3.54）
2.92（4.29）
4.92（-1.99）
11.56（0.70）
3.05（5.90）
7.44（-1.06）
5.04（0.80）
5.54（1.09）

22.20（-4.31）
9.21（-4.26）
11.22（-1.23）
14.48（2.26）
5.99（-6.70）

9.66（0.63）
13.03（3.91）
30.40（-2.12）
3.04（-0.65）
2.65（1.53）
4.46（0.68）
10.31（0.88）
2.68（0.75）
6.50（-0.76）
4.37（0.23）
4.73（1.50）

18.93（-1.92）
7.67（-1.79）
9.31（3.33）
12.01（1.09）
4.95（-1.39）

18.09
15.85
15.62
14.56
11.83
11.71
9.90
8.28
7.66
6.85
5.21
5.08
2.62
2.25
2.21
1.83

工商銀行
中國太保
濰柴動力
中國神華
建設銀行
青島啤酒
招商銀行
鞍鋼股份
中國鐵建
江蘇寧滬
農業銀行
中興通訊
中信證券
安徽海螺
中國平安

5.33（-3.62）
26.50（-0.75）
42.40（-0.35）
34.60（-0.29）
6.22（-2.66）
40.45（-1.46）
17.26（-4.32）
6.44（11.23）
5.78（-0.86）
8.05（4.68）
3.74（-4.59）
22.05（-1.12）
16.74（4.23）
27.10（1.88）
63.80（-2.07）

4.39（-0.45）
21.61（-1.14）
33.89（-1.37）
27.45（0.37）
4.89（0.00）

31.46（-1.32）
12.89（-0.69）
4.80（3.45）
4.28（1.18）
5.95（0.51）
2.72（-1.09）
15.61（2.36）
10.97（0.64）
17.51（4.72）
40.09（-0.15）

1.50
0.49
-1.50
-2.24
-3.12
-4.16
-7.97
-8.15
-8.75
-8.92
-10.38
-12.76
-19.25
-20.38
-22.57

央企整體上市步伐提速

調控未放鬆 連升多日回吐

A股本周料震盪整固

本周（二月十三日至十七日），
滬深兩市限售股解禁市值將達約 161
億元（人民幣，下同），雖較前一周
大增逾三倍，但仍屬年內居中水平。
在本周有限售股解禁的公司中，非公
開增發解禁股份市值最大，其中黑牡
丹、中國重工和西南證券的解禁總市
值超過120億元。

根據滬深交易所公開數據統計，本
周共有 22 家上市公司涉及限售股解禁
，其中涉及股改限售股份解禁的有2家
公司，涉及上市三個月後網下配售股份
解禁的有3家公司，涉及非公開增發股
份解禁的有6家公司，而涉及原始股東
限售股份解禁的公司數量最多，達到
11 家。按照上周五收盤價計算，上述

公司限售股份解禁總市值達到 160.9 億
元，較前一周大幅上升超過 300%。不
過，與春節後首周兩市解禁市值超過
400億元相比，仍屬年內居中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涉及限售股
解禁的上市公司中，三家大中型公司的
解禁市值佔據所有解禁市值的四分之三
，其中西南證券一家公司的解禁市值就
將達到近 65 億元，而中國重工、黑牡
丹的解禁市值也將分別達到 37.2 億元
和22.5億元。

此外，本周上市滿一年後限售股份
開禁的公司原始股東可以拋售套現的總
市值不大，但涉及公司數量較多。與此
同時，機構投資者參與新股申購時獲配
的網下配售股份解禁市值也相對較小。

【本報記者李望西安十二日電】北
京萬通集團董事長馮侖與陝西西咸新區
於本月十日簽訂了一項巨額合作計劃，
萬通立體之城投資有限公司與西咸新區
發展集團有限公司設立合資公司，計劃
投資300億元人民幣，用八至十年時間
在西咸新區建設一座可容納 10 餘萬人
的立體之城。

西咸新區管委會常務副主任王軍表
示，這是一個劃時代的合作，有望實現
節約土地與城市擴展這對矛盾的協調發
展。西咸新區以 「現代田園城市」發展
理念，立志打造中國未來城市發展的典
範，其882平方公里的總規劃區內，可
用於建設的僅有272平方公里。

西咸新區的發展理念與馮侖的立體
城市（GREAT City）的理念不謀而合
。馮侖在簽約儀式後接受記者訪問稱，
西咸新區是以產業先行，促進就業建設
現代田園城市為發展，而這與萬通的立
體城市建設計劃頗為相似。他對萬通與
西咸新區的合作充滿信心。

據悉，這項定名為 「西咸新區西咸
立體城市（FC2）」的項目總用地3.79
平方公里，綜合容積率將達到4以上。

其中核心區 1.57 平方公里為集中建設區，將建
設約600萬平方米的建築面積，能夠容納居住人
口10至15萬人。

滬深股市一周表現
（2月3日─2月10日）

滬綜指

深成指

滬深300

滬B

深B

2月10日收市

2351.98

9590.95

2533.62

229.54

614.31

2月3日收市

2330.41

9436.99

2506.09

225.01

593.50

變幅（%）

+0.93

+1.63

+1.10

+2.01

+3.51

解禁股市值急增三倍

泰證券投資總監蔡璟謹慎指出
，量能在未現高點時，市場出
現震盪的可能性較大，預計本
周 A 股將在 2300 至 2380 點範

圍波動，2350 點上下的震盪空間或有
所收窄。至於央行正回購、央票詢而未
發、油價上漲、首月CPI（消費者物價
指數）超預期上漲等消息，蔡璟稱，未
來通脹壓力仍可能出現，PPI（生產者
物價指數）數據亦或現負值，相信央行
貨幣調控會更謹慎，短期內不會下調存
準率。

近三百公司擬再融資
申銀萬國分析師錢啟敏亦稱，從反

彈動力看，仍找不到很有說服力的利好
因素。不論是一季度宏觀經濟增速，還
是上周央行再起回購，回收流動性，同
時本周又有8隻新股發行，供求關係持
續偏緊，都不足以成為推動行情持續反
彈的有效動力。從一月份 CPI 升 4.5%
的數據看，降準可能會再次推後。另有
統計顯示，有增發意願的上市公司將近
300 家，擬再融資規模超過 6000 億元
（人民幣，下同），而新股過而待發的
有 70 多家，規模約 500 億元，管理層
披露的申報企業還有500多家，因此供
求關係始終是一個繞不過去的坎。

大智慧策略研究室主任石建軍相信
，大盤在連續上漲逾200點，並衝出中
期下降通道後有震盪整固的需求。從板
塊漲幅看，有色、銀行等權重股至今已
有約20%至30%的漲幅，板塊自身亦需
修正，另一方面，新股發行依然不減。
鑒於此，預計本周大盤將震盪整理，料
滬綜指在2300點至2370點範圍波動。

華泰證券研究所諮詢部主任周林則
較樂觀表示，政策、成交量是本周的關
鍵，若成交量能持續放大，且強周期板
塊行情得到持續，行情或走得更長久些
，尤其是存準率如果能夠下調，股市將
加速上揚。

今年貨幣政策較寬鬆
他同時指出，中國央行今年以來的

逆回購及正回購都是正常的操作，貨幣
政策總體將維持穩健偏鬆，雖然存準率
仍有下降空間，但管理層也可能通過逆
回購來遞補，總體而言今年貨幣政策較
去年要相對放鬆，這有助於更多資金流
入股市。

對於本周一推出的國債期貨仿真交
易，蔡璟表示，國債期貨短期內會分化
一部分市場資金，但對大盤的影響不會
太大，畢竟 「多數股民對期貨品種操作
的概念較模糊」。他續稱，國家支持銀
行、券商合作引導理財產品入市的做法
，其目的是讓居民財富增值，逐漸釋放
更多投資渠道，特別是固定收益產品有
利於金融市場發展，這對資本市場的影
響正面，但短期作用也不會太大。

【本報記者周群鋒濟南十一日電】記者今日
從山東省青島市商務局獲悉，青島一月份實際到
帳外資達到 3.6 億美元，同比增長 31.1%。其中
，來自香港的到帳外資為1.9億美元，同比增長
28.8%，佔青島到帳外資一半以上；台灣地區到
帳 4237 萬美元，同比增長 2.1 倍，佔 11.8%。據
悉，今年以來，青島市推進產業、創新、區域、
園區、特色和活動六大板塊定向招商，全力提高
青島投資便利化程度，有力推動外資到帳。

「隨世界市場
需求結構發生重大變
化，在產能過剩的背
景下，中國實體經濟

盈利空間十分狹窄，中小企業特別是
小微企業的生存狀況比2008年金融危
機時更為艱難。」安徽省委統戰部副
部長陳翔在十二日舉行的安徽省政協
十屆五次會議上呼籲，關注實體經濟
發展困境，更要關注中小企業，尤其
是融資難題。

八成企業未獲銀行貸款
據安徽省工商聯去年底開展的一

項調研結果顯示，安徽省實體經濟利
潤率一般在 5%左右，高的 8%，有的
還不到1%。 「逐利是資本的天性。」
陳翔分析稱，越來越多的企業家割掉
或削減曾經造就他們輝煌的實體產業

，轉而投資房地產、股市以及金融市
場等暴利，甚至一些上市公司也不務
正業，參與炒房炒股放高利貸，加劇
了產業的 「空心化」。

在上述情況下，中國實體經濟尤
其是中小企業發展新增諸多問題，融
資難、融資貴、融資險問題最為突出
。據銀監會測算，80%的小微型企業
得不到銀行貸款。以安徽省為例，目
前全省資金鏈斷裂或資金缺口在 50%
以上的企業大約佔40%。

「銀行對中小企業的貸款利率是
基準利率上 30%左右，有的高達 60%
，少數銀行抬高門檻，貸款約 50%是
現金，50%是承兌匯票，有的強行收
取財務顧問費等中間服務費用。」陳
翔續稱，由於正規渠道難以滿足而轉
向民間融資，利率高出法定利率 5-8
倍，企業融資成本壓力巨大。

原材料成本漲三四成
此 外 ， 原 材 料 成 本 平 均 上 浮

30-40%，用工成本上浮 20%-30%。
受錢荒、電荒、用工荒、高成本、高
稅費等多重因素疊加的影響，出現了
部分企業停產或半停產。

「金融業的超額利潤源於壟斷，
融資難與融資貴源於金融供需結構的
不合理。」針對中小企業融資難題，
陳翔建議政府推動金融創新，支持民
間資本參與地方商業銀行、農村信用

社及其他非銀行金融機構的改制和增
資擴股，鼓勵引導民間資本組建準銀
行類金融機構。

他同時建議，盡快研究出台民間
融資管理辦法，引導民間資本從無序
的 「灰色地帶」走向 「陽光化」運作
。嘗試設立省級金融創新示範縣（市
、區），探索建立民間融資備案管理
制度，鼓勵培育民間融資中介類服務
機構，引導資金供需雙方對接，降低
民間融資成本。

A股上周先抑後揚，滬綜指最終收報2351.98點，周漲0.93%
。分析人士指出，貨幣政策未如市場預期般放鬆，加上大盤連續四
周上漲存在獲利回吐的需要，因此預計本周A股將維持震盪整固格
局，滬綜指或在2300點至2380點範圍波動。

本報記者 倪巍晨

銀

◀陳翔呼籲關注實體經
濟發展困境 本報攝

小企業掙扎求存
本報記者 柏 永

稿稿特

青島外商投資增逾三成

據多位國資委內部人士透露，為加
快央企整體上市步伐，國資委已再次將
直接持股上市公司股權的計劃提上議事
日程。今年和明年，在已具備條件的幾
家央企中，國資委將實現直接持股，並
會採取相應的風險應對措施。

按照國資委的統計口徑，如果一家
央企旗下上市公司的資產、收入、利潤
和從業人數4項指標在集團公司佔比均
達到或超過80%，則該央企被視為整體
改制上市企業。目前約有 25 家央企實
現主業整體改制上市。根據國資委的內

部規劃，到今年，整體改制上市的央企
將力爭增至40家。

不過，國資委這一計劃目前進展緩
慢，據內地媒體從國資委內部人士處獲
悉， 「能上 30 家就是非常不錯的成績
了」。據了解，央企整體上市改制進展
緩慢的主要原因，是由於母公司改制難
度大，導致母公司人員過多，存續資產
運營效率低等一系列問題。

鑒於母公司問題已成為障礙央企整
體上市的瓶頸，國資委再次將直接持股
上市公司的計劃提上日程。國資委權威

人士透露，今年國資委的一個重點工作
是，上海、深圳等實現國資委直接持股
的地方國資，將完善直接持股上市公司
的管控模式。國家國資委將力爭實現直
接持股上市央企股權。

上述權威人士透露，主要原因是上
海、深圳國資委在直接持股過程中遇到
一些難題，比如，國資委在持有中外合
資公司股權時，受到工商部門質疑；深
圳市做了一些國資委工作人員擔任上市
公司董事的問題，但這不符合公務員管
理的有關規定。

國資委方面認為，改制後的上市公
司將成為一個由國資委直接持股的公司
，而未進入上市公司的資產將和上市公
司脫離關係，這樣改制後的央企就有動
力將經營資產全部注入上市公司，實現
整體上市。

早在○九年，時任國務院國資委
主任的李榮融就曾表態：國資委直接
持有上市公司股權已沒有法律障礙。
但此後國資委遲遲未實現直接持股上
市央企。

東方鐵塔（002545）昨晚公告稱，日前收到
國家電網 3.52 億元（人民幣，下同）鋼管塔採
購合同原件。公司在國家電網公司輸變電項目皖
電東送淮南至上海特高血壓交流輸電示範工程中
中標，中標包 12、24 和 26。公告還稱，該合同
主要在 2012 年度、2013 年度上半年執行，其履
行將對公司 2012 年、2013 年的經營業績產生較
為積極的影響。據悉，該項目合同金額合計佔公
司 2010 年經審計的營業收入的比例為 20.70%。
該股上周五漲0.55%收報16.44元。

東方鐵塔獲國家電網合同

長城開發（000021）昨晚公告稱，參股公司
開發晶照明（廈門）有限公司擬戰略性投資
2500 萬美元，以每股 1.3847 美元認購美國公司
BridgeLux, Inc.發行的E-1系列優先股1805.45萬
股，持有其 7%的股權。長城開發上周五收報
5.71元人民幣，漲1.06%。

同時，在一定條件下，開發晶可行使認股權
證 ， 即 有 權 以 每 股 0.25 美 元 轉 換 成 不 超 過
1330.17萬股的普通股，該股份不超過BridgeLux
總股本（含預期債轉股權證的股份）的 5%。上
周四，開發晶已與 Bridgelux 簽署了《E-1 系列
優先股股份認購協議》及《認股權證協議》。

長城開發稱，通過戰略性投資 BridgeLux，
可使公司快速進入 LED 封裝領域，並以此為契
機，加速集團在 LED 照明領域的產業鏈戰略布
局。資料顯示，Bridgelux 公司主要從事 LED 芯
片、封裝和光模組產品研發、製造及銷售業務。

普洛股份（000739）昨晚公告稱，有關公司
的重大資產重組預案出爐。該公司擬通過定向增
發向橫店控股及其一致行動人購買其預估值9.50
億元（人民幣，下同）左右的醫藥產業相關資產
。同時，該公司擬向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或者
其控制的關聯人之外的特定對象發行股份募集配
套資金 3.00 億元，用於發展標的資產主營業務
及補充流動資金。交易完成後，預計橫店控股及
其一致行動人在上市公司擁有權益的股份將達到
41.03%的股權。該股於去年十一月十日起停牌，
停牌前收報9.03元。

普洛資產重組方案出爐

長城開發入股美國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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