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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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山東墨龍
重慶鋼鐵
經緯紡織
廣州藥業
廣州廣船
上海石化
金風科技
北京北辰
大唐發電
中國鋁業
華電國際
中海油服
上海電氣
兗州煤業
東方航空
紫金礦業

5.13(0.59)
1.38(0.00)
4.69(-6.20)
6.07(0.00)
7.91(-4.81)
3.00(1.69)
4.46(-6.89)
1.58(-1.86)
2.88(3.60)
4.06(2.78)
1.94(2.65)

12.56(-3.24)
4.10(-0.73)
17.50(-2.99)
2.87(-1.71)
3.22(-6.40)

12.50(7.76)
3.27(0.00)

10.55(-6.72)
13.14(0.00)
16.98(-7.31)
6.36(-2.00)
8.46(-3.53)
2.87(-5.59)
5.23(-3.51)
7.04(-3.96)
3.14(-2.79)
18.63(7.07)
5.87(0.69)

24.95(-2.35)
4.07(-5.79)
4.36(-4.39)

199.25
191.01
176.26
165.86
163.64
160.36
132.96
123.08
123.02
112.96
98.78
82.17
75.83
75.10
74.16
66.29

恒生AH股溢價指數一周表現
（3月9日─3月16日）

上周五指數
104.28

前周五指數
105.14

變幅（%）
-0.82

A／H股價對照表
1港元＝0.81425元人民幣（9/3/2012至16/3/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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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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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7.14)
0.81(-5.88)
1.83(-3.68)
2.18(-5.22)
2.55(-4.85)
1.66(-6.74)
2.07(-11.16)
2.15(-3.59)
1.76(-1.68)

7.66(9.74)
2.93(-4.87)
6.65(-7.89)
7.42(-4.38)
7.96(5.57)
5.11(-5.37)
5.81(-6.44)
5.77(-3.35)
4.30(-6.52)

382.43
349.80
346.29
318.01
283.37
278.06
244.71
229.59
200.05

江西銅業
中國中冶
大連港
南方航空
金隅股份
晨鳴紙業
中國國航
深圳高速
東方電氣
四川成渝
中海發展
華能國電
廣深鐵路
比亞迪
中海集運
馬鋼股份

19.16(-1.03)
2.02(-3.81)
2.09(-1.88)
3.78(-4.55)
6.94(-4.28)
4.13(-0.96)
5.52(-2.47)
3.36(-0.30)
20.40(-4.90)
3.38(-2.87)
5.47(-2.84)
4.67(-4.69)
2.98(-1.00)
22.30(-1.76)
2.60(-5.80)
2.45(-2.00)

25.88(-2.45)
2.69(-3.24)
2.78(-1.77)
4.98(-6.04)
9.03(-7.10)
5.19(-5.46)
6.73(-3.99)
4.00(-2.91)
23.96(-0.29)
3.95(-2.47)
6.34(-3.79)
5.41(-0.55)
3.42(-2.01)
25.35(-7.45)
2.89(-3.67)
2.62(-3.68)

65.89
63.55
63.36
61.80
59.80
54.33
49.73
46.21
44.24
43.52
42.35
42.27
40.95
39.61
36.51
31.33

中國遠洋
中煤能源
中國中鐵
新華保險
長城汽車
皖通高速
中國銀行
中國石油
上海醫藥
中信銀行
濰柴動力
民生銀行
南車股份
中國石化
鞍鋼股份
中聯重科

4.98(-2.92)
9.54(0.95)
2.77(-7.36)
33.00(0.15)
15.78(2.87)
4.90(0.82)
3.31(1.22)

11.38(-1.39)
14.22(-1.66)
5.02(-0.59)
38.15(-4.27)
7.29(0.00)
5.32(-5.84)
9.00(0.00)
5.49(-0.72)
11.52(-1.71)

5.21(-7.46)
9.21(-5.34)
2.66(-2.56)
30.79(5.01)
14.56(1.11)
4.51(-2.38)
3.02(0.33)

10.30(-0.29)
12.70(3.25)
4.48(-1.32)
33.97(-2.50)
6.37(-1.55)
4.58(-4.18)
7.66(1.59)
4.66(-3.72)
9.74(-2.01)

28.48
18.56
17.94
14.59
13.32
13.04
12.05
11.16
9.68
9.60
9.36
7.31
5.73
4.53
4.25
3.84

中交建
中國人壽
工商銀行
中國鐵建
青島啤酒
中興通訊
中信證券
中國太保
交通銀行
建設銀行
寧滬高速
中國神華
招商銀行
農業銀行
安徽海螺
中國平安

7.42(-4.99)
21.00(0.24)
5.28(-0.38)
5.22(-8.90)
44.80(6.67)
22.65(0.44)
15.90(-7.56)
26.45(1.34)
6.32(2.43)
6.27(-0.32)
7.88(-1.50)
35.65(3.48)
16.68(0.60)
3.70(-1.33)
23.20(-5.31)
62.20(-0.80)

6.13(-7.96)
17.26(-2.49)
4.32(-0.23)
4.19(-4.56)
35.37(4.12)
17.65(2.32)
12.30(-1.36)
20.37(-0.73)
4.84(-1.63)
4.75(-0.42)
5.94(-2.94)
26.30(-2.84)
12.22(-2.32)
2.68(-1.11)
16.12(-7.46)
39.54(-1.32)

1.46
0.94
0.48
-1.42
-3.04
-4.30
-4.99
-5.42
-5.95
-6.96
-7.42
-9.40
-10.03
-11.04
-14.67
-2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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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

滬股續跌空間有限
波動範圍處2350-2450點水平

中國酒店業年採購逾1.1萬億

滬綜指上周連續第二周下跌1.42%。展望本周市場，
分析人士預計，指數將從 「震盪上攻」 轉為 「橫向整理」
，滬綜指或將在2350點至2450點範圍波動。

本報記者 倪巍晨

滬深股市一周表現
（3月9日─3月16日）

滬綜指

深成指

滬深300

滬B

深B

3月16日收市

2404.74

10279.30

2623.52

244.06

675.26

3月9日收市

2439.46

10334.38

2664.30

246.99

678.10

變幅（%）

-1.42

-0.53

-1.53

-1.19

-0.42

華安證券財富管理中心副總
經理兼首席分析師石建軍將上周
的下跌視為滬綜指本輪反彈2478
點高度位置的一次回調，他稱，
「市場在進行品種轉換中需要時

間，此外市場在上漲 400 點後需
要震盪調整來修復技術指標，從
客觀上看，是次回調亦為各省市
地方養老金的入市創造了條件」
，由於現時大盤調整的目標位尚
未完成，故滬綜指本周在2420點
位置還將迎來震盪下調。

場外資金並不缺乏
宏源證券預計，本周滬綜指

運行區間在2350點至2450點，其
高級策略分析師徐磊指出，大盤
上周下跌與地產和相關調控放鬆
預期落空有關，目前反彈沒有結
束，預計滬綜指上漲趨勢經本次
下跌後或轉入震盪整理，大盤
2400 點至 2500 點的 「箱體整理
」格局正在形成。

銀泰證券投資總監蔡璟亦認
為，上周滬綜指在2366點半年線
位置出現反彈，表明股指上升區
間並未被完全破壞，本周滬綜指
將延續震盪格局，指數運行區間
料 在 2360 點 至 2450 點 範 圍 ，
「目前2366點下方形成較強支撐

，預計後市大盤震盪將加劇，但
震幅會逐漸收窄。」他解釋稱。

廣發證券策略分析師李博則
認為，在全球流動性氾濫的背景
下，目前中國股市估值整體偏低

，從盤面上看場外資金並不缺乏
，因此大盤向下調整的空間相對
有限，預計大盤短期將進入震
盪期，本周 A 股將續震盪偏上
行情。

可關注消費相關個股
至於市場的投資主線，徐磊

認為，與全國 「兩會」相關的
「民生大消費」，及 「與轉型相

關的政策扶持產業」將成為未來
投資的兩條主線。他解釋稱，金
融、地產股近期或有震盪整理要
求，這將進一步壓制指數的上漲
空間，但市場個股行情目前並未
受影響，市場炒作熱點經上周大
跌後將更為集中，圍繞兩條投資
主線而演化出的 「板塊輪動」會
更為明顯，建議投資者在操盤時
把握「輕指數、重個股」原則。

「從歷史經驗看，四、五月
前A股市場仍有新機會，鑒於國
務院總理溫家寶已提示未來中國
經濟下行風險，故上市公司一、
二季度業績或現收窄，並由此給
股價帶來負面影響，預計大盤大
幅回調將出現在二季度末。」蔡
璟強調，大盤的震盪將延至某些
明朗化信息的出現，譬如 QFII
（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額度擴
大或明確有地方養老金入市試點
，在此過程中市場操作性將變難
，建議投資者在 「後兩會」行情
中關注並選擇 「固定資產投資板
塊」及 「高送轉概念股」。

【本報記者楊楠上海十八日電】 「2012 上海
HDD 國際酒店業展」組委會今日消息稱，截至目
前中國有1700家星級酒店在建，酒店業採購市場的
年規模已經突破 1.1 萬億元（人民幣，下同）。有
滬上酒店業人士指出，去年四季度，在內地新開酒
店中，五星級酒店數量佔比超過八成。

全球最大酒店採購博覽會 「2012 上海 HDD 國
際酒店業展」將於四月開幕。作為商業地產重要組
成部分， 「酒店熱」亦催生着相關產業的勃興。最
新統計數據顯示，至去年四季度，中國內地新開業
星級酒店56家，客房總數超過1.67萬間（套）。其
中尤以五星級酒店數量突飛猛進，所佔比例一躍至
86%，國際聯號酒店開業數量也持續上漲，所佔比
例超過總數的一半。去年，中國酒店客房總數為
200萬間套，預計二○一六年可達到500萬間套。

新增五星酒店佔逾八成
無論是進軍二三線城市，還是與大型開發商結

盟，國際酒店品牌眼下正抓住中國商業地產發展契
機，進一步在內地開疆擴土。以全球最大的酒店集
團洲際集團為例，目前已在華開出 170 家酒店，並

計劃五年內將該數字增加到300家──這其中，9個
項目與保利合作，10個項目與成都會展旅遊集團合
作，另外各有6個項目分別與萬達、世茂地產合作。

洲際集團就在其二○一一年全球半年報中明確
指出，中國是全球表現最強勁的市場，平均每間可
售客房收入增長 12.7%、房價增長 7.1%，並預測中
國酒店市場規模將在二○二五年超過美國，酒店房
間數量屆時可能達 610 萬間；二○三九年酒店房間
數量可能增至 910 萬間，約為中國目前酒店房間數
量的4倍，美國目前酒店房間數量的2倍。

除洲際集團外，其他酒店巨頭的希爾頓、萬豪
亦紛紛提高在華擴張速度，計劃新開酒店數最高可
翻三倍。目前，萬豪在中國簽約的酒店已超過 100
家，希爾頓集團則已簽下近40份在中國的管理協議
，並在未來四年內計劃再開 100 家酒店，其旗艦品
牌 「希爾頓酒店及度假村」將新開40家，加速拓展
中國高端酒店市場。

與此同時，歐洲最大的酒店集團法國雅高，目
前在大中華區布局有 110 家的規模，計劃到二○一
三年將在中國新開50家酒店，在二○一五年該地區
的酒店數目增長三倍。

【本報記者賀鵬
飛南京十八日電】中
國紡織材料專業市場
上首個以現貨交易為

主的第三方電子交易平台──中國紡織材料交
易中心昨日在江蘇無錫上線，業界希望藉此探
索中國紡織行業流通新模式，爭奪全球紡織材
料的定價權。

在中國紡織行業面臨巨大下行壓力的背景
下，中國紡織材料交易中心由中國紡織工業聯
合會直接授牌，江蘇紡織服裝龍頭企業紅豆集
團和無錫紡織材料交易所共同發起創建，目標
是成為華東地區、全國、乃至全球最具影響力
的紡織材料交易中心。

交易中心將針對紡織材料產品交易，採用
現貨交易與電子商務手段相結合的方式，通過
線上海量交易信息與交易撮合體系，線下建立
倉儲物流體系，圍繞電子交易、信用支付、倉
儲保管、物流配送、融資服務、質量監管、品
牌推廣、產品營銷等服務手段，在信息流、商
流、資金流、物流的有機融合中，實現現貨貿
易與高效流通，為企業搭建一站式服務平台。

料今年交易額達數十億
據悉，目前交易中心已吸引國內紡織業領

軍企業150餘家，預計今年交易額可達數十億元
，三至五年後將實現年交易額 500 億至 1000 億
元（人民幣，下同）的目標。紅豆集團總裁周
海江說，當前國際經濟形勢複雜多變，如何減
少現貨交易、價格波動，保持大宗商品的健康
發展至關重要。交易中心的目標是打造全國乃
至全球最先進的交易中心，領航中國紡織交易
市場，成為全球紡織材料的定價中心。

中國紡織工業聯合會會長王天凱在上線儀
式上表示，從去年下半年開始，中國紡織行業
產銷、投資、效益呈現增速放緩的勢頭，小微
企業的運行遇到較大的困難。而電子商務的廣
泛應用已經極大的推動紡織服裝產業流通模式
的創新和流通效應的提高，促進紡織行業的轉
型。

本周解禁市值大降五成

中
國
紡
織
材
料
交
易
中
心
上
線

中國玻纖去年賺近3億
中國玻纖（600176）昨晚披露年報稱，二○一一年該公

司實現淨利潤2.92億元（人民幣，下同），同比增長41.92%
；基本每股收益0.6104元，同比增長26.67%。該股上周五收
報17.82元，漲1.54%。

年報顯示，去年實現營業收入 50.38 億元，同比增長
5.74%。同年該公司在埃及蘇伊士經貿合作區投資建設年產8
萬噸無鹼玻璃纖維池窰拉絲生產線。該項目對於公司國際化
戰略具有重要意義，標誌着已充分具備實施 「走出去」戰略
、全面應對國際競爭的條件和能力。項目預計將於二○一三
年建成投產。生產線建成後，計劃年生產直接無捻粗紗、合
股無捻粗紗、短切原絲合計8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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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認為目前大盤反彈尚未結束，近日下跌只是和調控放鬆預期落空有關

▲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胡德平、工信部總工程師
朱宏任、中國紡織工業聯合會會長王天凱與江蘇省副省
長史和平為中國紡織材料交易中心上線鳴鑼 本報攝

本周滬深兩市共有 26 家公司共 8.31 億
股解禁股上市流通，按上周五收盤價計算，
涉及解禁市值約 93 億元（人民幣，下同）
。西南證券首席策略分析師張剛分析稱，本
周解禁市值較前一周減少51.27%，目前計算
為年內較低水平。

統計顯示，本周 26 家解禁股上市流通
的公司中，其中滬市 3 家，深市 23 家；涉
及的解禁股數分別為 2.78 億及 5.53 億股；
涉及的解禁市值分別為 19.32 億和 73.96 億
元。

深市的超聲電子將於周二五解禁1.52億
股，是本周解禁市值最大的公司，涉及的解
禁市值為 16.46 億元。排名第二的為滬市的

振華重工，周二將有2.21億股限售股解禁上
市，解禁市值達到 11.08 億元。深市的上海
綠新和佳士科技，本周的解禁市值均為8.94
億元，排名第三。

統計數據顯示，本周解禁的 26 家公司
中，11家公司將於周一（十九日）解禁，合
計解禁市值 34.13 億元，佔到全周解禁市值
的36.59%；9家公司於周二（二十日）解禁
，合計解禁市值為 40.23 億元，佔到全周解
禁市值的43.13%，解禁壓力集中。

西南證券首席策略分析師張剛分析認為
，本周兩市解禁股數量比前一周減少 64.2%
，解禁市值比前一周減少51.27%，目前計算
為年內較低水平。

▶中國酒店
市場規模將
在 2025 年
超美，客房
總 量 可 達
610萬間，
圖為陸家嘴
核心地塊五
星級酒店

本報攝

【本報記者楚長城鄭州十八日電】一場在河南
省範圍內開展招商引資項目落實年活動日前在河南
鄭州啟動，河南省商務廳廳長李清樹說，此舉旨在
進一步鞏固、擴大全省大招商活動成果，積極推進
簽約項目早落地，落地項目早開工，開工項目早投
產。

河南省今年將開展招商引資簽約項目大回訪活
動，回訪的內容包括政策落實情況、承諾兌現情況
、要素保障情況、投資環境、服務水平、存在的困
難和問題等，進一步摸清簽約項目最新情況，查找
制約項目落地、開工、投產的主要原因，及時分類
整理匯總，建立健全招商引資項目台帳，做到 「底
數清、情況明」。

此外，河南省政府將在六月下旬和十二月下旬
組織兩次簽約項目落實情況觀摩活動，由省領導帶
隊，各市主要負責人和省直有關部門主要負責人參
加，深入重點項目建設現場進行實地考察，解決突
出問題，交流推廣經驗做法，進行總結點評。

年底，河南省開放辦牽頭組織綜合考評，綜合
考評結果將納入省招商引資績效評估體系，作為全
年對外開放和招商引資工作表彰的重要依據。

豪特業績僅達招股預測30%
上市僅 3 個月的按摩產品銷售商豪特保健（06880），

上周五（十六日）突然發出盈警，集團再發通告披露一堆未
能達標的原因，估計全年溢利只能實現招股書內預測的30%。

豪特保健去年十二月十三日經由交銀國際保薦上市，根
據當時招股章程對溢利預測，截至三月底止全年溢利為
5080 萬元。管理層最終估計，溢利不及預測的一半，只有
30%至40%。

公司解釋為應因競爭對手 「出乎意料」降價，旗下按摩
椅平均售價下跌約 3500 元，加上主要按摩椅銷量較預測減
少約2900台，同時外圍經濟環境惡化，為數約2000萬元的
銷售訂單推遲，預期集團收益減少9000萬元。

另外，基於售價下跌，豪特保健預期毛利率將由70%，
下跌到67%至68%。同時，集團開支急增35%至45%，主要
因為安排上市、增加中國專櫃數量導致佣金上升、員工成本
及廣告宣傳增加等。

碧生源盈轉虧蝕4088萬
碧生源（00926）昨公布截至去年十二月底至全年業績

。因期內總經營開支大增 44.1%至 7.5 億元人民幣（下同）
，加上營業額按年下跌3.9%至8.4億元，碧生源去年純利由
盈轉虧，由二○一○年錄得5966萬元，變為虧損4088萬元
。每股基本虧損為0.02元，不派末期股息。

2011 年全年，集團毛利率略有下降，由二○一○年的
89.6%，減少至 87.8%。此外，集團期內為一間子公司錄得
商譽減值虧損為 1550 萬元。集團表示，於今年初調高碧生
源減肥茶的建議零售價，由每盒39.8元加至每盒45元，即
零售價上升13.1%。而集團於去年底前從經銷商接獲大量預
訂單，並於截至二○一一年底收到預付款約 1.05 億元，該
等款項將待產品於今年初付運後入帳為營業額。

上海證券交易所近日發布《二○一一年自
律管理工作報告》顯示，上交所以業務規則清
理和完善、紀律處分機制優化、誠信平台建設
、《證券法》評估等為重點開展自律管理工作
，全年共有21家上市公司和105名個人被紀律
處分。

二○一一年上交所着重完善紀律處分運行
機制，提高紀律處分執法效率。全年紀律處分
委員會審核紀律處分事項 34 件，共對 21 家公
司和 105 名個人進行了紀律處分，其中對 3 家
公司和 25 名個人予以公開譴責，對 18 家公司
和68名個人予以通報批評，並公開認定1人不
適合擔任上市公司董事。

上述紀律處分涉及信息披露違規行為的事
項 17 件，涉及證券交易違規行為的事項 14 件
，涉及上市公司審議程序違規行為的事項 4 件
，其他違規事項3件。

報告表示，二○一一年紀律處分事項數量

有所下降，一方面反映了上證所市場違法違規
行為有所減少，市場秩序總體改善；另一方面
也反映上交所強化分層次監管的理念，使用紀
律處分措施更加慎重和具有針對性。

就二○一二年來看，上交所稱，今年國內
外經濟形勢不穩定，令系統性風險防控任務加
重；市場結構層次多元化，需要差異化的監管
制度安排；新型違法違規行為不斷出現，打擊
市場違法違規行為仍然任重道遠。

對此，上交所表示，新形勢下自律管理工
作面臨挑戰，上交所將創新監管理念，豐富監
管手段，推動適度、有效監管。其工作重點包
括：加強風險監測與預判，防範市場系統性風
險；抓住監管重點，探索完善上市公司監管新
舉措；深化會員與非會員管理工作，推動約定
購回、報價回購、融資融券、ETF（交易所交
易基金）等會員業務的創新發展；強化主動監
管和風險監測，深化市場交易監管。

21家上市公司去年被處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