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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本周料震盪趨穩
階段性強勢未終結 惟反彈高度有限

在經歷節前連續數周上漲後，蛇年首周滬綜指大跌近半成至
2314.16點，創近21個月來單周最大跌幅。數據顯示，春節長假
前市場連續四周 「失血」 329億元（人民幣，下同），成為股市
大跌的重要原因。對於本周走勢，市場相對謹慎，分析指出，大
盤短期仍存在繼續調整的需要，震盪走勢還將延續。

本報記者 倪巍晨

申請會社酒牌續期啟事
王妃

現特通告：游家駿其地址為香
港西灣河康祥街8號太康樓1樓R
室，現向酒牌局申請位於九龍尖
沙咀亞士厘道23-25號雅仕尼中
心7樓王妃的會社酒牌續期。凡反
對是項申請者，請於此公告登報
之日起十四天內，將已簽署及申
明理由之反對書，寄交九龍深水
埗基隆街333號北河街市政大廈4
字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2013年2月25日
APPLICATION FOR RENEWAL
OF CLUB LIQUOR LICENCE

Club Ranee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Yau Ka Chun
of Flat R, 1ST Floor, Tai Hong House, 8
Hong Cheung Street, Sai Wan Ho, H.K.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renewal of the Club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Club Ranee at 7/F, Ashley
Centre, 23-25 Ashley Road, T.S.T,
Kowloon. Any person who knows any
reason why this renewal should not be
granted should send a written and signed
statement of the facts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4/F, Pei Ho
Street Municipal Services Building, 333 Ki
Lung Street, Shamshuipo, Kowloon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25-2-2013

本公司及其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信息披露
內容的真實、準確、完整，沒有虛假記載、誤
導性陳述或重大遺漏。
一、股票交易異常波動情況：

武漢鍋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於2013年2月
20日、2月21日、2月22日連續三個交易日內日
收盤價漲幅偏離值累計達到12％，根據《深圳
證券交易所交易規則》之5.4.3條的規定，屬於
股票交易異常波動的情況。
二、針對公司股票交易異常波動，公司對有關
事項進行了核查，並說明如下：

1、公司及公司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不
存在應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項，或處於籌劃
階段的重大事項；

2、公司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在本公司
股票交易異常波動期間未買賣本公司股票；

3、公司已披露的經營情況、內外部經營
環境未發生重大變化；

4、公司不存在違反公平信息披露規定的
情形；

5、公司未發現近期公共傳媒報道了可能
或已經對本公司股票交易價格產生較大影響的
未公開重大信息。
三、是否存在應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說明：

公司董事會確認，公司目前沒有根據《深
圳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等有關規定應予
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項或與該事項有關的籌劃
、商談、意向、協議等；公司董事會也未獲悉
公司有根據《深圳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
等有關規定應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對公司股
票及其衍生品種交易價格產生較大影響的信息
；公司近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補充
之處。
四、必要的風險提示：

1、退市風險警示的風險
公司2013年1月11日發布了2012年度業績

預告（公告編號：2013－002），預計公司
2012年度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為負數
。根據《深圳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2012
年修訂）》相關規定，公司股票於2013年2月8
日恢復上市後仍繼續實行退市風險警示。

2、債務展期不確定性的風險
公司控股股東阿爾斯通（中國）投資有限

公司每年向公司提供委託貸款。截至2012年9
月30日，公司股東委託貸款總額約為15億元人
民幣。公司部分流通股股東在股吧裡發帖及在
2012年召開的兩次臨時股東大會上都表示要在
2013年召開的2012年年度股東大會上堅決否決
公司的一切關聯交易，若如此，將會對公司股
東委託貸款協議產生影響並／或阻止其展期，
使公司債務展期發生不確定的風險。

3、經營性風險
由於行業的特殊性，公司可能面臨原材料

價格波動導致的經營風險。
4、股票市場的風險
股票市場價格波動不僅取決於企業的經營

業績，還受制於宏觀經濟周期、利率、資金供
求關係等因素的影響，同時也會因國際、國內
政治經濟形勢及投資者心理因素的變化而產生
波動。因此，提示廣大投資者注意防範風險。

5、公司董事會鄭重提醒廣大投資者：《
證券時報》、《大公報》和巨潮資訊網為公司
指定的信息披露媒體，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
述指定媒體刊登的信息為準。公司將嚴格按照
有關法律、法規的規定和要求，認真履行信息
披露義務，及時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請廣大
投資者理性投資，注意風險。

特此公告。

武漢鍋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二○一三年二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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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鍋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異常波動公告

春節過後A股市場連續調整，滬
綜指周累計大跌4.86%。中國證券投資
者保護基金公司最新數據顯示，節前
投資者證券帳戶交易連續四周淨轉出
329億元，分析指出，儘管一月上半月
市場淨流入424億元，但隨後連續四周
淨流出，已經讓股市資金面再次承壓
，凸顯投資者信心不足。

節前四周「失血」329億
同時，節後首個交易周市場成交

金額環比下滑15%左右，也顯示出節
後資金回流力度有限，股市 「失血」
未得到有效緩解。

申銀萬國市場研究部聯席總監錢
啟敏認為，自去年十二月以來A股上
漲了500點，各技術指標紛紛強勢超買
，因此短線調整符合預期，前期獲利
盤較多、上周三海外市場沖高回落並
寬幅震盪，及機構減持銀行股，是引
發A股暴跌的導火線。

上周國務院會議傳出的 「樓市調
控」信號對股市造成較大衝擊；同時
，央行在時隔八個月後重啟正回購，
引發了市場對流動性的擔憂，大宗商
品價格下降亦對其造成衝擊。

宏源證券高級策略分析師徐磊認
為，本輪行情的上漲動因是寬裕的流
動性、暫停的IPO（首次公開發行股
票），及並未加碼的貨幣和樓市政策
，在通脹加大背景下，央行重啟正
回購將對市場流動性構成負面預期
，同時樓市調控政策也有收緊壓力
，市場亦相信IPO將在全國兩會後重
啟。

展望市場走勢，錢啟敏表示，現
時宏觀經濟、市場資金及籌碼供求關
係，及流動性等因素均支持大盤保持

階段性強勢，因此本輪反彈行情並未
終結，但後市反彈高度仍需討論，預
計A股調整時間或延續至本月底、下
月初。 「本周A股將出現企穩整理走
勢，股指將在2300至2350點範圍波動
，由於行情並未結束，建議投資者持
股觀望」。

板塊方面，徐磊指出，以大盤藍
籌股為主的估值修復行情已告一段落
，強周期板塊上半年行情也已終結，
考慮到本輪行情的主要動力來自 「城
鎮化」概念，因此未來炒作主線更多
將落實在與 「城鎮化」主線相關的民
生行業，包括醫療環保、農業現代化
、城市智能化建設等領域。他相信，
滬綜指2300點本周將面臨考驗，預計
大盤將先呈現 「探底過程」，最終圍
繞2300點區域震盪整理。

地產股需關注政策博弈
一月份全國重點城市中有七成出

現房價上漲情況。對此，錢啟敏稱，
地產股基本面較好，但政策負面影響
較大，未來多以博弈性行情為主，預
計調控政策出台的概率較大。

徐磊認為，房價漲跌雖能影響房
企業績，但與房地產股走勢無必然聯
繫，目前市場更擔心房價上漲後所帶
來的政策加碼壓力，在中國市場投資
地產股，既要看行業數據，同時更需
關注政策走向。

湘財證券分析師朱禮旭則樂觀指
出，前期地產股價格變動情況已基本
反映了市場對政策的預期，由於國務
院會議僅強調限購、限貸，及房產稅
試點問題，因此政策對地產股的影響
或許並不像市場預期那麼大。

【本報記者扈亮北京二十四日
電】中 國 季 度 宏 觀 經 濟 模 型 （
CQMM）課題組二十三日在京預測
，今年中國經濟仍將繼續保持穩定
增長態勢，GDP增速將比去年提高
0.43個百分點，達至8.23%。課題組
並認為，城鎮化的推進將促進固定
資產投資的較快平穩增長，而居民
收入的穩步提高也有利於保持消費
的平穩增長。

出口增速也將加快
課題組專家、廈門大學宏觀經

濟研究中心王燕武指出，基於中國
季度宏觀經濟模型（CQMM）的預
測結果表明：今年外部經濟不確定
性的下降可能促使中國GDP增速回
升至8.23%，同比提高0.43個百分點
；到明年，GDP增長率將進一步回
升至8.84%。從季度同比增長率看，
今年第一季度的增長率將下降至
7.8%，之後逐步上升至三季度的
8.52%，四季度則可能小幅回落至
8.38%。王燕武並指出，在未來一段
時期，城鎮化的推進將促進固定資
產投資的較快平穩增長；居民收入
的穩步提高也有利於保持消費的平
穩增長，短期內投資仍將維持較高

佔比。
值得注意的是，報告預測，今

年中國以美元計的現價出口增速將
回升到12.22%，同比上升4.3個百分
點；進口增速將提高到17.83%，同
比上升13.53個百分點。對於今年出
口快速回升的預測，中國社科院
聘顧問王洛林表示， 「中國與西
方發達國家的貿易，在相當長時間
還是佔主要的方面。因此不能對東
南亞區域對出口的拉動作用進行高
估。」

社科院數量所副所長李雪松提
醒，目前中國經濟還是處於經濟復
蘇的一個初始階段。例如當前實體
經濟中，企業的效益還是非常弱，
需要進一步鞏固復蘇勢頭。

課題組並提出，最終消費尤其
是居民消費比重下降是中國近十餘
年來經濟結構失衡最重要的表現。
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是改變經濟
結構失衡的根本措施。

研究認為，控制政府收入增長
速度，與經濟增長保持適當比例，
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尤其是中低收入
階層的收入，是調整現有經濟結構
失衡，進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
要政策切入點。

根據安排，本周滬深兩市將有22
家公司共計66.86億限售股解禁，佔
未解禁限售A股的0.97%。其中，滬
市佔56.86億股，深市佔10億股，以
上周五收盤價為標準計算，解禁市值
約621.55億元（人民幣，下同），為
年內偏高水平。

西南證券研究員張剛分析，本周
兩市解禁股數量較上周減少26.73%，
解禁市值減少24.02%，為年內第六高
水平。

在滬市的8家公司中，華泰證券
（601688）在明日將有33.69億股限
售股解禁上市，解禁市值為351.41億
元，為滬市本周解禁市值最大公司；

解禁市值排第二、三名的是吉視傳媒
（601929）和黑牡丹（600510），解禁市
值分別為39.56億元和39.51億元。

深市14家公司中，中弘股份
（000979）的限售股將於本日解禁
，解禁數量為7.16億股，解禁市值為
57.07億元，是本周深市解禁市值
最多公司，解禁市值排第二、三
名的公司是萬邦達（300055）和藍
色光標（300058），解禁市值分別為
18.27億元、16.63億元。

據統計，本周二將有8家公司解
禁，合計解禁市值400.43億元，佔全
周解禁市值的64.42%，解禁壓力較為
集中。

【本報記者李景、趙志真鶴壁二十四日電】第五屆中國
（鶴壁）民俗文化節經貿洽談活動市情說明會近日在河南省
鶴壁市舉行。會上，共簽約項目14個，項目投資總額49.97
億元（人民幣，下同），合同利用市外資金48.47億元。據
悉，14個項目均為超億元項目，其中5億元以上項目有3個，
簽約項目涉及食品、紡織服裝、金屬鎂深加工、新型節能材
料、煤化工、醫藥中間體、現代物流等。

【本報記者楊楠上海二十四日電】上海易
居房地產研究院上周末公布一月份內地70個大
中城市房價數據顯示，當月新建商品住宅價格
環比漲幅錄得0.57%，漲幅繼續擴大；同比漲
幅則錄得0.68%，表明自二○一○年四月份以
來，內地住宅價格同比持續下滑，去年三月
份進入同比負增長，隨後同比降幅不斷收窄
，至今年一月份結束連續十個月的負增長首次
轉正。

城市分類中，一線城市環比漲幅繼續遠超
二、三線，北京、廣州、深圳漲幅均超2%；
戶型結構中，大戶型漲幅自二○一一年一月份
以來，首次趕超中小戶型；一手房漲幅仍明顯
大於二手房，且一、二手房漲幅繼續擴大。

易居研究員鄭紅玉向記者分析指出，在房
價上漲預期不斷高漲的背景下，隨 「國五條
」出台，將對市場預期產生影響，同時預計樓
市調控政策後續仍有進一步細化空間，尤其是
一線城市調控壓力將增大，對目前房價的快速
上漲將起到一定抑制作用。

對此，易居研究院副院長楊紅旭認為，內
地樓市正處於 「短周期上行階段的上半場或中
場」，上半年房價料小幅上漲，即便有新政打
壓，亦不會出現大幅降溫，但會抑制房價加速
上漲勢頭，明年樓市則可能小跌。

針對 「國五條」出台的影響，楊紅旭認為
這是一次調控的新動作，部委與地方的細則會
陸續出台，新一屆政府亦不會中斷調控， 「有
動作比沒動作強，或多或少，效果一定有」。

本周解禁市值年內第六高

滬深股市一周表現
（2月8日-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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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文化節河南引資50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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