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記者楊韶紅武威八日電】酒
鋼集團甘肅紫軒酒業公司近日在武威市
民勤縣舉行5萬噸葡萄酒廠開工儀式，
該公司董事長王建鈞介紹，民勤縣是中
國為數不多的可生產綠色乃至有機安全
葡萄和葡萄加工產品的地區之一，公司
計劃在該縣建 5 萬噸原酒釀造和 10 萬
畝釀酒葡萄基地。

酒鋼集團黨委書記陳春明表示，酒
鋼在做優做強鋼鐵主業的同時正大力發
展非鋼產業，努力構建跨地區、跨行業
、跨所有制的多元化產業格局。葡萄酒
產業是酒鋼非鋼產業發展的重要內容。
據悉，紫軒酒業已擁有地處祁連山北麓5萬畝的紫軒
葡萄莊園，種植20餘個世界著名釀酒葡萄品種。

據了解，酒鋼集團去年已與武威市簽訂了戰略合
作協議。武威市委書記火榮貴指出，武威地處釀造葡
萄種植的黃金地帶，已形成甘肅省最大的釀酒葡萄基
地，年內將達到 17 萬畝，明年達到 20 萬畝以上，
「十二五」末建成 30 萬畝；武威已擁有全國唯一的

葡萄酒專修學院，可培養專業人才。他鄭重承諾，武
威市為紫軒酒業的上述項目建設提供全面、高效、優

質的服務。
近年來，搶佔西北優質釀酒葡萄種植基地被視為

企業爭奪中國未來市場的一項重要戰略。二○○四年
，山東威龍酒業進入武威，開始利用沙漠、荒地建設
種植基地及大型酒堡，目前已完成4.6萬畝有機葡萄
種植基地建設，酒堡計劃今年投入使用，規劃在該地
區建設種植基地10萬畝、產酒10萬噸。去年，美國
加州月色美地紅酒集團也與武威市古浪縣簽約，計劃
建設葡萄酒莊園。

公司名稱
H股上周四收市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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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上周四收市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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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上周四收市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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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上周四收市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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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經緯紡織
重慶鋼鐵
海信科龍
廣州廣船
上海石化
北京北辰
大唐發電
中國鋁業
廣州藥業
金風科技
華電國際
中國中冶
中海油服
東方航空
上海電氣
比亞迪

4.05(-6.47)
1.38(0.00)
1.71(-0.58)
7.17(-1.78)
2.80(-0.36)
1.48(2.78)
2.75(0.36)
3.70(-1.07)
7.37(4.99)
4.45(5.70)
1.81(-2.16)
1.78(2.30)
11.86(6.46)
2.57(0.78)
3.94(-0.25)
20.80(-4.15)

10.00(5.60)
3.27(0.00)
4.05(3.32)
15.56(3.18)
5.87(1.21)
2.84(2.53)
5.02(-0.20)
6.75(2.74)

13.09(-0.53)
7.56(1.61)
3.04(0.66)
2.57(0.78)
17.12(2.70)
3.63(1.40)
5.40(1.69)
28.37(0.25)

203.96
191.70
191.56
167.15
158.08
136.23
124.72
124.58
118.65
109.14
106.76
77.74
77.70
73.88
68.72
67.91

恒生AH股溢價指數一周表現
（3月30日─4月6日）

上周五指數
105.84

前周五指數
106.51

變幅（%）
-0.6

A／H股價對照表
1港元＝0.81232元人民幣（30/3/2012至6/4/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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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陽玻璃
南京熊貓
東北電氣
儀征化纖
北人印刷
昆明機床
新華製藥
天津創業
山東墨龍

1.65(-1.20)
1.73(0.58)
0.74(-1.33)
1.94(1.04)
1.59(-0.63)
2.37(2.16)
1.96(4.26)
2.02(-1.46)
5.43(8.17)

6.27(5.03)
6.08(3.05)
2.59(-)

6.73(1.97)
4.95(4.87)
6.93(4.05)
5.42(3.04)
5.45(2.64)
13.55(9.10)

367.80
332.64
330.86
327.06
283.25
259.96
240.42
232.14
207.19

紫金礦業
大連港
兗州煤業
晨鳴紙業
江西銅業
南方航空
深圳高速
廣深鐵路
四川成渝
金隅股份
華能國電
中國國航
東方電氣
廣汽集團
中海集運
中海發展

3.05(-0.97)
1.98(-0.50)
17.14(1.78)
3.72(1.64)
18.78(5.15)
3.60(-2.96)
3.21(0.31)
3.00(-0.66)
3.19(13.52)
7.06(8.12)
4.47(5.92)
5.27(-2.04)
19.60(4.14)
8.10(5.19)
2.83(5.60)
5.61(4.28)

4.15(0.97)
2.62(2.34)
22.64(1.94)
4.91(2.94)
24.69(3.26)
4.56(1.11)
3.90(0.00)
3.51(-0.57)
3.69(1.93)
8.16(3.29)
5.15(0.98)
5.96(1.36)
21.96(1.43)
9.04(6.10)
3.08(8.83)
6.07(2.53)

67.50
62.90
62.61
62.48
61.84
55.93
49.57
44.03
42.40
42.28
41.83
39.22
37.93
37.39
33.98
3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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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2(1.26)
4.40(2.80)
2.46(8.85)
5.10(3.87)
3.15(0.64)

12.00(-3.54)
32.45(2.53)
14.84(-1.72)
4.61(-1.28)
11.00(0.18)
2.94(18.07)
8.38(-0.95)
5.03(0.40)
10.86(5.03)
7.47(6.26)
5.45(2.83)

9.08(-0.11)
4.50(0.45)
2.48(1.22)
5.11(3.23)
3.02(1.34)
11.30(1.44)
30.34(5.68)
13.82(2.67)
4.29(0.70)
9.71(0.21)
2.52(2.86)
7.18(-0.14)
4.29(-0.92)
9.26(6.93)
6.28(0.16)
4.50(1.35)

26.73
25.90
24.11
23.35
18.02
15.92
15.10
14.64
14.56
8.67
5.52
5.48
4.99
4.97
3.49
1.65

中國人壽
交通銀行
濰柴動力
鞍鋼股份
中興通訊
中國太保
農業銀行
建設銀行
中國神華
中信證券
江蘇寧滬
青島啤酒
招商銀行
中交建
中國鐵建
安徽海螺
中國平安
註：H股上周五休市關係，H股現價為上周四收市價

20.50(1.74)
5.74(-2.21)
38.20(5.38)
5.40(8.22)

20.80(-0.48)
24.80(3.12)
3.33(0.00)
6.00(0.00)
33.20(1.37)
16.00(2.56)
7.75(3.20)
43.85(4.53)
15.90(0.13)
7.72(-0.90)
5.83(20.70)
26.00(5.69)
60.20(2.56)

16.69(2.08)
4.67(-0.85)
30.92(2.52)
4.32(0.93)
16.60(1.03)
19.69(2.07)
2.64(-1.49)
4.73(-2.07)
26.01(1.56)
12.42(7.16)
5.92(1.02)
33.32(2.30)
11.81(-0.76)
5.67(1.80)
4.18(5.56)
16.88(6.97)
38.08(4.10)

0.22
0.16
-0.36
-1.52
-1.75
-2.26
-2.40
-2.95
-3.56
-4.44
-5.96
-6.46
-8.56
-9.59
-11.74
-20.08
-2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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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料續震盪向上
政策偏暖無須過度看淡

受QFII（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
RQFII（人民幣合格境外投資者）額度雙升
、官方明確養老金入市比例等消息利好刺
激，A 股上周止跌轉升，滬綜指周漲
1.93%。對於本周市場，分析人士認為，
無必要過度看淡，因為近來政策面偏暖，A
股有望延續震盪攀升走勢。

本報記者 倪巍晨

華安證券財富管理中心副總經理石建軍指出，清
明節前，A股周線過度殺跌使大盤在客觀上有反彈需
求，同時中國證監會在節日期間提高 QFII 及 RQFII
入市額度的消息，也對上周股指上揚起到助推作用。
他預測，本周大盤橫盤震盪的可能性較大，股指波動
區間料在2280至2350範圍內。他相信，二季度大盤
前期將震盪為主，而後期則有所回升，當季滬綜指將
在2200點至於2400點範圍波動。

成交金額處偏低水平
宏源證券高級策略分析師徐磊預測，本周滬綜指

將延續上周的超跌反彈行情，並圍繞 2300 點進行震
盪整理，總體而言向上力度及空間都較有限。大智慧
分析師洪書敏也認為，大盤短期將延續反彈，但高度
有限。滬綜指跌破2300 後，管理層不僅提高了QFII
額度，同時也着手新股發行制度的改革，此外政策微
調、微調信號也被釋放，近期出台的一些政策更多的
是長期性的，因此無必要過度看淡。

西南證券分析師張剛則謹慎指出，繼清明節前滬
綜指跌破 2300 點之後，上周兩個交易日在利好消息
刺激下，A 股連續上漲，重新返回 2300 點之上，但
日成交金額處於 1300 億元（人民幣，下同）左右的
偏低水平，顯示場外資金對於回升行情，態度並不樂
觀。而國家統計局、央行、海關總署將在本周公布一
系列經濟數據，儘管三月份PMI（製造業採購經理指
數）繼續回升，但由於和滙豐的數據存在較大差異，

市場依舊維持謹慎心理；同時西班牙再度點燃歐債危
機，外部經濟環境也存在風險，投資者的積極性難以
提高。

可關注券商及消費股
三月 CPI（消費者物價指數）、PPI（生產者物

價指數）數據於今日公布，機構認為三月的CPI數據
走勢可能較二月略有反彈，達到 3.5%左右。在本月
舉行的博鰲亞洲論壇期間，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張曉強
透露，根據 「有關研究機構」的初步數據，一季度內
地 GDP（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約 8.4%，CPI 漲幅約
為3.5%。另外一季度GDP等經濟數據將於本周五公
布。

就具體操作來看，財通證券分析師陳健表示，反
彈之後的震盪過程中，個股結構化機會仍將呈現，但
難以把握。交易能力較強的投資者可適度進行波段操

作，策略上從 「超跌反彈」轉向 「確定性增長+真正
成長股」，關注涉礦概念、券商、消費電子品、西部
概念、農業科技、大消費等個股。

徐磊認為，大消費板塊中的酒類個股、移動互聯
概念的電子信息個股，及戰略新興產業概念股本周將
逐漸活躍，預計市場炒作主線將再度重回 「板塊輪動
」格局，由於指數將進入橫向整理，因此上述個股對
滬指的推升力度不會很強， 「煤炭、有色進來雖有個
股反彈，但未來再度活躍或形成炒作主線的可能性不
大」。

本周（四月九日至十三日）滬深兩市
限售股解禁市值環比大幅增加近五倍，以
上周五收盤價計算約為263億元（人民幣
，下同）。但從年內平均水平看，本周兩
市解禁市值仍屬正常，造成環比劇增的主
要原因是兩市將恢復單周五個交易日的正
常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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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家公司；涉及首發原始股份解禁的有9家
公司；涉及定向增發股份解禁的有5家公
司；涉及上市三個月後機構網下配售股解
禁的有4家公司。在所有類型解禁股中，
定向增發股份解禁市值最大，達到133億
元。

而每家涉及限售股解禁的上市公司解
禁市值都不大，按上周五收盤價計算，解
禁市值超過 50 億元的僅有億利能源和貝
因美兩家公司，它們將分別於今日和周四
進行解禁。

值得注意的是，在4家上市將滿三個
月的公司中，蘇交科和國瓷材料的股價仍
處於跌破發行價的狀態，其中，蘇交科上市
不到三個月股價較發行價下跌18.5%，這
使得渤海證券、中天證券、國泰基金和嘉
實基金等四家機構浮虧達近3000萬元。

據消息人士透露，新三板制度改革最快可能在六
月落實，今年三季度有可能會實現擴容。同時，證券
公司櫃枱交易市場的建設也在同步推進，目前正在完
善相關方案。

今年三月二十七日，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和中國

證監會主席郭樹清在京調研新三板推進工作。四月五
日，證監會有關負責人更明確表示，證監會今年將在
總結新三板試點經驗的基礎上，籌建統一監管下的全
國性場外交易市場。

「監管層的舉動意味着這項工作將加速推進。」
西部證券代辦股份轉讓部總經理程曉明表示，新三板
的推進工作曾因櫃枱交易市場的建設而被業界誤讀為
暫停，事實上，新三板的推進和證券公司櫃枱市場的
建設在技術上幾乎完全相同，並不衝突，二者作為場
外市場的組成部門是同步推進的。

助不符上市條件企業融資
國金證券財富管理中心分析師張楊表示： 「這個

事情籌備了很多年，從中關村到券商一直都在準備項
目，推出時間還是要看政府在包括制度和人員等方面
的安排，但不管怎樣，今年推出的概率還是相當
大。」

對此，申銀萬國分析師桂浩明指出，一方面，經
過中關村非上市股份公司代辦股份轉讓系統六年多的
運行實踐，以及二○一○年以來相關部門的充分準備

，同時各大券商、高新區以及地方政府的推動和籌備
，目前推出全國性統一監管櫃枱市場的基礎條件和時
機已比較成熟。

另一方面，目前全國性場外市場仍面臨一些必須
解決的問題，需要進一步深入研究並制定合理的方案
。比如全國性市場與地方產權交易所的關係、做市商
制度是否可推出、券商是否有充分的準備參與二級市
場做市商，同時也涉及場外市場與主板之間的 「降板
」或退市問題、場外市場轉主板的問題等。

在推出的時間點上，申銀萬國最新觀點預測認為
， 「今年三季度推出的可能性較大」。據了解，始於
○一年的 「股權代辦轉讓系統」被稱做 「老三板」。
○六年，中關村科技園區非上市股份公司開始進入代
辦轉讓系統進行股份報價轉讓，因掛牌企業均為高科
技企業，不同於原轉讓系統內的退市企業，故被稱為
「新三板」。

「新三板」主要是為了讓暫時不符合主板及創業
板上市標準或者等不起排隊時間的公司，可以由原股
東和願意購買公司股票的投資者直接交易，通過 「新
三板」上市，可以實現最快速的融資。

新三板改革最快六月實施

六央企項目落戶西安經開區
【本報記者李望西安八日電】在近日舉行的第十六屆東

西部貿易洽談會上，西安經濟技術產業開發區（下稱，西安
經開區）先後舉辦了三場分別專項簽約。其中，在央企集中
簽約儀式上，西安經開區簽約 6 個大型央企項目，總投資
44.8億元（人民幣，下同）。其中2個航空產業項目總投資
6.9 億元；4 個兵器科技產業項目總投資 37.9 億元，項目的
建成達產有望 「催生」兩個50億元企業。

同時，在省團集中簽約儀式上，南威軟件、浙江萬安、
中瑞藍科、康師傅、長安醫院、廣州立白、百斯特威爾酒店
7大項目 「牽手」入駐西安經開區，項目總投資逾39.5億元
。在陝西省友好城市項目集體簽約儀式上，世界500強企業
美國3M公司與西安經開區簽約，將設立3M中國西安運營
中心，未來三年，該公司還將在西安經開區建設中西部研發
中心，同時加強與西安諸多優勢產業領域的合作與交流，最
終建立西部核心生產基地。

本屆西洽會上，西安經開區還先後與德國博世、日本大
河精工株式會社、台灣康師傅等世界500強及世界知名企業
簽約。至此，已有 40 個世界 500 強企業的投資項目在該開
發區 「落地生根」。西安經開區相關負責人表示，上述簽約
項目涉及高端裝備製造、電子元器件研發、食品飲料等領域
，將有助於提升區域產業發展水平和綜合配套能力，對推動
西安經開區產業升級和功能轉型具有重要意義。

陝西北塬新城戰略規劃公布
【本報記者雷永剛西安八日電】中國咸陽北塬新城開發

建設新聞發布會昨日在陝西省西安市舉行。北塬新城開發領
導小組辦公室常務副主任韓保鋒表示，北塬新城的戰略目標
是打造具有世界影響力的漢文化聚集展示區和國際化田園示
範新城。

按照規劃，北塬新城將按照 「一核三片」進行布局。
「一核」，即CBD商務中心，規劃建設用地9.8平方公里，

重點以現代服務業為主，承擔北塬新城的管理、金融服務、
科研、教育等功能。 「三片」，即馬莊片區、雙照片區和綜
合服務區。其中馬莊片區規劃建設用地 21.7 平方公里，重
點圍繞空港新城及未來咸陽北部市區，發展現代物流、居住
服務、臨空產業及有機產品加工等；雙照片區規劃建設用地
19.4平方公里，重點依託漢武帝茂陵，連接興平和咸陽主城
區，大力發展高新技術、文化創意、旅遊服務等；綜合服務
片區規劃建設用地 20.7 平方公里，主要以文化、體育、休
閒娛樂、醫療、居住等為主。

據介紹，北塬新城毗鄰西咸新區秦漢、空港新城，南依
咸陽主城區，區域內漢文化底蘊深厚，擁有眾多歷史文化旅
遊資源，將與西咸新區按照 「協同、錯位、互補、融合」的
理念，在規劃上相互銜接，在產業上錯位互補，在招商引資
、基礎設施建設、生態建設、歷史文化傳承等方面協同融合
，共同承載起建設西安（咸陽）國際化大都市的重任。

滬商業發展研究院揭牌
【本報記者張帆上海八日電】上海商業發展研究院八日

在滬揭牌，據介紹，該研究院由上海市商務委和上海商學院
合作共建，定位為現代商業理論和實務研究的智庫服務公共
平台，旨在加快推進上海國際貿易中心建設。上海市商委主
任沙海林在揭牌儀式上透露，上海商業去年創稅近 1900 億
元人民幣，佔整個上海稅收的20%以上。

據了解，該研究院將集聚和融合上海、長三角乃至全國
商業研究人才資源優勢，全力打造立足上海、面向長三角、
服務全國的商業發展研究智庫，為政府決策諮詢、商業能級
提升、商業企業經營、消費者服務和國際商業發展對接提供
一流的智力支持。下階段，研究院將發布商業發展相關指數
和年度報告，並在分析商業發展現狀的同時，展望和預測商
業發展的趨勢。

揭牌儀式後，與會專家還舉行了首屆商業發展論壇，與
會者就新國際貿易形勢下中國的商業流通發展、擴大內需與
提升外需的關係、商業能級提升和上海 「國際購物天堂」功
能建設等問題展開探討。

濟南月底辦信息博覽會
【本報記者丁春麗濟南八日電】第六屆中國（濟南）國

際信息技術博覽會（下稱，信博會）暨第七屆科技展交會將
於本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在山東濟南國際會展中心舉行。
記者今日從信博會主辦方了解到，本屆展會總體展位規模將
達 2400 個國際標準展位，吸引了 IBM、惠普、思科、愛普
生等10家世界500強企業，以及聯想、方正、用友等20多
家國內電子信息百強和軟件百強企業。作為本屆展會的一大
亮點，中國航天科技集團確定在展會現場設置航天科普展，
集中展示運載火箭發射模擬和神舟飛船返回艙等真品實物。

滬深股市一周表現
（3月30日-4月6日）

滬綜指

深成指

滬深300

滬B

深B

4月6日收市

2306.55

9786.19

2519.83

236.23

652.45

3月30日收市

2262.79

9410.26

2454.90

230.33

640.13

變幅（%）

+1.93

+3.99

+2.64

+2.56

+1.92

▲上海市商委主任沙海林（左三）、上海市教委主任薛
明揚（右三）等共同為研究院揭牌 本報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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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鋼酒鋼55萬噸葡萄酒廠動工萬噸葡萄酒廠動工

紫軒酒業民勤五萬噸葡萄酒廠開工儀式紫軒酒業民勤五萬噸葡萄酒廠開工儀式 本報攝本報攝

▲新三板制度改革最快可能在六月落實

◀分析認為，
近期政策偏暖
，A股有望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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