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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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天津創業
新華製藥
海信科龍
上海石化
廣州廣船
經緯紡織
金風科技
東江環保
大連港
北京北辰
廣州藥業
中國鋁業
兗州煤業
大唐發電
第一拖拉
華電國際
晨鳴紙業

2.36(-2.07)
2.20(-3.93)
3.95(6.76)

2.56(-10.49)
6.38(-13.55)
5.42(-9.97)
3.42(-14.93)
37.40(-1.58)
1.82(-4.71)
2.03(1.00)

16.60(-3.82)
3.78(-4.79)
13.16(-2.66)
3.09(-0.32)
7.82(-7.57)
2.95(4.98)
3.10(-4.91)

5.27(-5.05)
4.52(-4.44)
7.98(7.69)
5.08(-3.24)
12.61(-8.56)
10.59(-6.28)
5.65(-4.24)
59.78(-5.87)
2.80(-1.41)
2.90(-3.65)
23.69(-0.08)
5.13(-2.47)
17.63(-3.29)
4.07(-4.68)
10.26(-7.32)
3.84(-3.03)
3.98(-3.86)

175.67
153.63
149.40
144.97
144.00
141.20
103.94
97.32
89.92
76.36
76.18
67.54
65.38
62.60
61.97
60.69
58.49

恒生AH股溢價指數一周表現
（1月18日─1月25日）

上周五指數
96.76

前周五指數
96.17

變幅（%）
+0.61

A／H股價對照表
1港元＝0.81005元人民幣（18/1/2013至25/1/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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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浙江世寶
洛陽玻璃
儀征化纖
山東墨龍
南京熊貓
北人印刷
昆明機床
東北電氣
重慶鋼鐵
洛陽鉬業

2.90(-3.97)
1.64(-9.39)
1.84(-8.91)
3.69(-7.05)
2.19(-0.45)
2.73(-8.39)
1.98(-7.48)
1.13(-3.42)
1.44(-4.00)
4.12(0.24)

16.04(-2.08)
5.19(-7.49)
5.75(-4.33)
11.33(-6.98)
5.65(2.54)
6.61(3.12)
4.75(-4.23)
2.64(7.32)
3.29(-5.46)
9.28(-8.03)

582.80
290.67
285.78
279.05
218.49
198.90
196.15
188.41
182.05
178.06

上海電氣
紫金礦業
中國中冶
四川成渝
江西銅業
中海集運
中海發展
金隅股份
深圳高速
中海油服
中國遠洋
東方航空
鄭煤機
長城汽車
中集集團
復星醫藥
東方電氣
中信銀行

3.22(-8.00)
3.01(-5.35)
1.75(0.00)
2.80(-5.08)
20.35(-5.13)
2.43(-5.81)
4.51(-6.24)
7.15(-2.19)
3.22(0.94)
16.48(3.26)
4.30(-4.87)
3.53(-3.29)
10.30(-9.49)
29.90(3.82)
14.80(4.82)
11.96(-1.48)
14.70(-6.13)
5.23(1.16)

4.05(-4.03)
3.77(-2.58)
2.18(-3.11)
3.31(-1.49)
23.68(-4.67)
2.69(6.75)
4.71(-0.84)
7.45(-2.61)
3.34(-2.34)
16.81(1.63)
4.32(-3.36)
3.54(-1.67)
10.19(-5.30)
29.01(10.47)
13.94(7.56)
11.20(2.28)
13.75(-6.34)
4.85(9.73)

55.27
54.62
53.78
45.93
43.65
36.66
28.92
28.63
28.05
25.92
24.02
23.80
22.13
19.77
16.28
15.60
15.47
14.48

中煤能源
廣汽集團
中國國航
新華保險
比亞迪
南方航空
華能國際
中聯重科
民生銀行
廣深鐵路
安徽皖通
海通證券
中國石油
馬鋼股份
交通銀行
中國銀行
中國人壽
中國南車

8.52(-1.62)
6.38(-12.00)
6.66(-9.76)
29.55(-8.94)
25.95(-3.17)
4.59(2.46)
7.27(3.12)

10.36(-6.50)
10.86(3.63)
3.38(0.30)
4.85(-0.82)
12.48(-4.73)
11.04(-0.90)
2.61(0.77)
6.39(0.95)
3.76(-0.27)
25.65(-3.93)
6.26(-9.80)

7.77(-1.89)
5.81(-3.17)
5.93(0.51)

25.99(-7.24)
22.46(-6.26)
3.97(-3.64)
6.28(-5.56)
8.91(-1.66)
9.33(6.26)
2.89(-1.37)
4.00(-1.72)
10.18(0.10)
9.00(0)

2.12(-2.75)
5.09(2.41)
2.96(-0.34)
19.91(-2.93)
4.71(-5.99)

12.58
12.42
9.92
8.58
6.85
6.77
6.64
6.17
6.06
5.55
1.81
0.70
0.64
0.27
-1.67
-2.82
-4.18
-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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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工業企業利潤增5.3%
連續四月正增長 顯示經濟復蘇穩健

朱民：金融監管應有靈活性

國家統計局昨日公布數據顯示，去年
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5.5578萬
億元（人民幣，下同），同比增長5.3%。
十二月當月實現利潤8952億元，同比增長
17.3%，雖不及十一月22.8%的同比增速，
但仍為全年第二高增幅，且為連續四月同
比增長，顯示中國經濟復蘇穩健。

本報記者 范琳琳

滬深股市一周表現
（1月18日-1月25日）

滬綜指
深成指
滬深300
滬B
深B

1月25日
2291.30
9357.13
2571.67
267.38
831.58

1月18日
2317.07
9432.29
2595.44
265.25
763.24

變幅（%）
-1.11
-0.80
-0.92
+0.80
+8.95

【本報記者倪巍晨上海二十七日電】A股上周
高位震盪，盤中創出2362點反彈新高，但大盤隨後
即現震盪回調，滬綜指最終收於2291.3點，周跌幅
1.11%。分析指出，指數迅速上攻後的獲利盤回吐
，是市場出現強勢震盪整固的主因，而A股接續熱
點的缺乏，也令後續資金進入觀望，鑒於近期政策
與基本面暖風頻吹，且市場短期無較大利空預期，
預計震盪調整還將延續，但指數向下空間並不大。

申萬市場研究部聯席總監錢啟敏表示，上周A
股整固行情與獲利盤回吐有關，由於前期熱點板塊
已普漲一輪，因此短期缺少繼續向上的力量；鑒於
目前市場未現明顯回調，且盤面更多呈現強勢震盪
特徵，預計後市大盤將續震盪整固，指數出現大跌
的概率不大，換手後市場仍存再次上行的基礎。他
續稱，上周技術指標高位調整，各項指標的修復有
利於夯實基礎，市場目前正在等待新的利好，預計

A股本周將強勢震盪、蓄勢突破，指數或在2260至
2340點範圍波動，建議關注彈性較佳的中小市值品
種。

短期做好力量衰竭
就板塊來看，宏源證券分析師徐磊指出，上周

銀行股連續拉升並創新高，但量能卻未進一步放大
，而指標股在連續拉升過程中，指數也未有突破性
行情，反而形成了個股行情的整體退潮，這表明滬
綜指在2300點附近已構成多空分歧走勢。同時，上
周金改、3D打印、軍工等概念遭遇短期快進快出
式的爆炒，同時周五市場出現明顯縮量，均顯示在
2300點附近位置參與炒作的並非長線資金， 「近期
炒作邏輯僅依靠政策和事件驅動展開，因此行情形
成的效應並不持續，初步判斷，短期行情做好力量
或已開始衰竭」。

徐磊認為，本輪行情可定義為 「估值修復行
情」，指數經過前期大幅上漲後，機構目前對今
年宏觀經濟走勢已存分歧，三月份宏觀經濟數據
弱遜預期，市場行情或告一段落。

外資做淡能力有限
有消息指，首批10家QFII已獲准炒股指期貨，

預示外資未來可直接做空A股。
對此，銀泰證券投資總監蔡璟表示，QFII資

金面較大，若完全在期指市場單邊做淡或做好，將
對A股構成很大的殺傷力，不過這從管理層已做出
規定，QFII進入期指只能用於套期保值，不能進
行單邊投機的市場操作，因此外資大規模單向做空
的可能性不大， 「QFII資金期指和現貨市場都會
做，散戶有一定套利，QFII資金仍在流入」。

徐磊稱，管理層向外資開放金融衍生產品的目
的，是希望藉此加速市場更好地發現股市的真實價
值，期指向外資開放後，或加速股市向價值投資回
歸的進程，市場不必過度憂心外資進場後對市場的
負面影響。

後續熱點缺乏 A股料續整固

【本報記者柏永合肥二十七日電】據安徽省商務廳統計
，去年該省累計引進境外世界500強投資項目9個，其中蕪湖
市引進項目5個，佔全省項目數一半以上，位列全省第一。
此外，去年蕪湖市共批准外商投資企業26家，其中港資企業
10家，全市實際利用外資13.4億美元（折合約84.16億元人民
幣），總量居於全省第二位。

蕪湖市商務局副局長吳龍生分析稱，該市去年利用外資
主要有五個特點，包括引進境外世界500強全省第一、歐美
發達地區投資比重提升、服務業利用外資比重逐步上升、利
用外資主體位次上升明顯以及外資企業增減資情況互現。

蕪湖市去年新增世界500強投資項目共5個，分別為法國
液化空氣工業氣體、德國林德集團食品級二氧化碳、博世集
團汽車多媒體、大陸集團汽車車身電子系統和美國丹納赫─
福祿克精密儀表項目。目前已有37家境外世界500強企業在
蕪湖投資設立42家企業，主要分布在汽車、白色家電、新材
料、節能環保及商業等領域。

據悉，亞洲地區仍是蕪湖利用外資主要來源地，新批項
目16個，涉及合同金額為1.24億美元，佔全市比重均超過
60%。其中，香港項目10個，合同外資額達7863萬美元，佔
全市比重均接近40%。去年以來，歐美發達地區共有新批項
目10個，合同外資11570萬美元，佔全市比重分別達到38.5%
和48.4%，同比分別增長16.5%和15.4%。

蕪湖去年利用外資84億

【本報實習記
者胡喬柳州二十七
日電】廣西柳州汽
車產量去年實現快
速增長。去年前十
一個月該市汽車產
量同比增加18.5%，
遠遠高於同期全國
4.5%的增速。

柳州市政府相
關領導介紹，自二
○○八年以來，柳州市先後制定了汽車產業的系列規劃性
文件和相關政策措施，為整車產品的結構調整、配套體系
的建立完善、新能源汽車的運營推廣等指明方向，企業自
主研發能力和產品核心競爭力的提升獲得了保障。

以東風柳汽為例，去年針對全國卡車市場整體下滑的
情況，該公司準確把握市場脈搏，主打乘用車、風行車系
，景逸和菱智兩大品牌比翼齊飛。前十一個月，其產銷分
別完成15.2萬輛和15.4萬輛，增長23%和19%，實現產值110
億元（人民幣，下同）。

另外，上汽通用五菱去年市場佔有率超過50%，同時，
為在高品質的家用轎車市場佔有一席之地，寶駿630的上市
填補了廣西生產中級轎車的空白，累計銷售已超過6萬輛。

據悉，柳州市今年將以建設汽車城為重點，加快向生
產中高端汽車升級，並同步提升零部件產業的發展水平。
預計到二○一五年全市汽車產值達到2100億元，整車產能
突破200萬輛，發動機產能突破150萬台。

柳州汽車產量首11月增19％

本周（一月二十八日至二月一日）滬深兩
市將有16家公司共計36.83億限售股解禁，以上
周五收盤價計算，解禁市值約221.84億元（人民
幣，下同）。其中，滬市7家公司為137.19億元
，深市9家公司為84.65億元。

西南證券首席策略研究員張剛稱，本周兩
市解禁股數量為上周2倍多，解禁市值增加約
0.69%，目前計算為年內偏低水平。

據悉，滬市7家公司中，中國西電（601179
）在今日將有28.90億股限售股解禁，是本周滬
市解禁股數最多的公司，按照上周五收盤價計
算解禁市值為104.33億元，為滬市解禁市值最大
公司；解禁市值排第二、三名的公司是三一重
工（600031）和赤天化（600227），解禁市值分
別為24.86億元和6.30億元。

深市9公司中，海寧皮城（002344）今日將
有1.85億股限售股解禁，是深市周內解禁股數最
多的公司，按照上周五收盤價計算解禁市值為
49.72億元；解禁市值排第二、三名的公司是光
迅科技（002281）和巨力索具（002342），解禁
市值分別為13.90億元、6.55億元。

統計顯示，本周解禁的16家公司中，有9家
公司限售股在周一解禁，合計解禁市值196.45億
元，佔到全周解禁市值的88.56%，解禁壓力極
為集中。

本
周
解
禁
市
值
221
億

中國央行副
行長易綱（見圖
）近日在二○一三
年冬季達沃斯論壇上表
示，中國今年GDP增長約
為8%，通脹壓力會回來，預計CPI約為3%，
甚至超過3%。目前人民幣匯率比較接近平衡
的水平，市場供求大體平衡。

易綱認為，中國的增長主要是通過內需來
拉動的。首先，農村人口和城市家庭的收入增
長速率超過了GDP的增長速率。當人們有了
更多的收入，就會有更多的消費。可以看到，
內地市場最近幾年消費非常強勁；其次，中國
正處於城市化進程，城市化率剛剛超過50%，
仍然有很長的路要走，而城市化會推動投資，
刺激經濟增長；另外，中國鼓勵進口，希望經
常帳戶盈餘佔GDP比例越來越小，目標是實
現支付平衡局面。

他強調，中國一直強調環保和能效，實現
更高質量的增長。此外，發達國家的量化寬鬆
貨幣政策，也是需要中國緊密注意的，保護主
義也是需要擔心的一個問題。

就人民幣來看，易綱認為，目前人民幣匯
率比較接近平衡的水平，市場的供求大體平衡
。他稱， 「希望海外朋友對人民幣國際化有一
顆平常心，實際上它快一點、慢一點都是市場
的選擇，央行並沒有刻意地支持或者提倡它。」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副總裁朱民近日在出席達沃斯
年會期間接受新華社專訪時指出，為保證金融監管在
全球體系內的有效性，必須要進一步完善監管的章程
，但更重要的是要推進監管制度在全球範圍內的有效
實施。他認為，金融監管不宜過嚴，應該在保證公平
的同時具備一定的靈活性。

朱民強調，金融監管事關重大，缺乏監管將使得
整個銀行業出現很多問題，○八年因金融監管特別是
對影子銀行等的監管覆蓋不夠造成了巨大危機，導致
了全球 「巨大的經濟和金融倒退」。

朱民指出，監管的最大原則是防止金融風險，在

這個前提下需要有合適的空間來鼓勵銀行貸款。他
認為，金融監管不宜過嚴，應該在保證公平的同時
具備一定的靈活性。如果監管過嚴，銀行會因為要
增加資本金而有所約束，打擊其貸款積極性，影響
經濟增長。

朱民還指，由於各國情況不一，發展中國家、新
興經濟體國家和發達國家的情況存在很大差異，在全
球金融監管標準方面不能簡單地搞 「一刀切」，需要
設立一個統一的最低標準，在此基礎上允許有一定的
空間進行靈活調整， 「這樣既有一致性，也有一定的
區別。」

中國央行近日召開的二○一三年工作會議提出，
今年要加強金融風險監測和排查，守住不發生系統性
、區域性金融風險的底線。進一步健全系統性和區域
性金融風險監測評估和預警體系，完善風險防範處置
應對預案。

數據顯示，去年一至十二月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
業實現利潤5.5578萬億元，同比增長5.3%，較一至十
一月3%的同比增幅進一步擴大，但遜於經濟增長
較快時期二○一一年時全年25.4%的高增速。方正
證券研究員石磊表示，從去年八月份起經濟增速開
始出現企穩回升跡象，工業企業利潤增速也開始出
現改善。結合政策基調與經濟周期來看，今年工業
增加值出現強勁回升的可能性較小，但會在去年基礎
上小幅回升。

去年一至十二月，集體企業實現利潤819億元，
同比增長7.5%；股份制企業實現利潤3.2867萬億元
，同比增長7.2%；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資企業實現利
潤同比下降4.1%；總體看來，私營企業表現最好，
實現利潤1.8172億元，同比增長20%；相比之下，
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實現利潤1.4163萬億元，同比下
降5.1%。

盲目擴張拖累國企
交通銀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級分析師唐建偉曾表示

，包括國企在內的工業企業受到了去年經濟增速放緩
、國內外需求不足的影響。同時，成本壓力也是重要
因素，雖然去年CPI（消費者物價指數）增幅回落，
但原材料成本、資金成本以及勞動力成本增長都使得
企業面臨很大壓力。此前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
員曹建海也表示，在經濟下滑的過程中，國有企業利
潤下降是所有企業類型中最嚴重的，這與○八年大規
模經濟刺激時，其前期的盲目擴張有關。

去年全年GDP增長7.8%，為十三年增長最低。
行業方面，在41個工業大類行業中，29個行業利

潤同比增長，11個行業同比下降，1個行業由同期虧
損轉為盈利。其中，電力、熱力生產和供應業利潤增
長69.1%，農副食品加工業同比增長20.6%，表現較為
領先；而黑色金屬冶煉和壓延加工業利潤下降明顯，
降低了37.3%，石油加工、煉焦和核燃料加工業則由
同期虧損轉為盈利。

私企利潤按年增20%
去年受外需不振等影響，中國工業企業利潤增速

從年初便開始呈 「負增長」趨勢。在長達八個月的負

增長後，伴隨中國經濟增速的企穩回升，全國規模以
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開始好轉，九月份規模以上工業
利潤由八月份的同比下降6.2%轉為增長7.8%，十一月
份反彈至年內最高點22.8%，雖十二月同比增速回落
至17.3%，但一至十二月累計企業利潤同比增速由一
至十一月的3%進一步擴大至5.3%，顯示中國經濟復
蘇穩健。

與此同時，上周最新公布的一月豐中國PMI（
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初值51.9，創兩年來新高，預
示中國製造業新一年將迎來良好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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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州汽車工業逆市上揚 互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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