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兆日科技（

300333

，收盘价

23.65

元）

6月28日，兆日科技登陆创业板，发行

价23元，上市首日报收25.22元，较发行价

上涨了9.65%； 当日龙虎榜中卖方五席皆

为机构席位，即便如此，仍有两机构出现

在买方前五席中， 分别买入498.28万元和

382.59万元。

在兆日科技上市后连涨三天并创下

28.85元的高位后， 受市场低迷行情影响

连续下跌超过20%至22元以下，随后开始

振荡回升， 截至8月10日报收于23.65元，

较发行价高出4.5%。值得注意的是，即便

是在创下28.85元的高位当日， 仍有机构

以536.33万元的买入金额进入当日买一

席位。

兆日科技招股说明书显示，公司从事

计算机应用服务业， 主要提供用于金融

票据防伪的电子支付密码器系统以及用

于金融及税务票据防伪的密码芯片，并

兼顾生产部分税控安全组件。 公司掌握

电子防伪核心技术，其主要产品中，电子

支付密码器系统市场份额第一，达30%左

右，毛利率为75.31%；密码芯片业务处于

绝对垄断地位，市场占有率100%，毛利率

高达93.86%。

根据公司的最新业绩预告，2012年公

司上半年业绩预计增长20%~30%，增长得

益于市场份额的进一步扩大。

银邦股份（

300337

，收盘价

18.15

元）

银邦股份首日跌幅达14.8%，但其也

曾受到机构的力挺。公司上市时间为7月

18日，发行价20元，当日报收于17.04元，

跌幅达到了14.8%； 但在当日龙虎榜

中，买一席位却被一家机构以3423万元

的买入额占据， 而该股当日的成交额

为2.9亿元。

银邦股份上市后次日大涨5.5%，当日

仍有机构买入867.41万元， 位列买一席

位； 随后一段时间经历一段小幅调整振

荡后逐渐攀升，截至昨日（8

月

10

日

）报收

于18.15元。

公司招股说明书显示，银邦股份从事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主营铝合金

复合材料、铝基多金属复合材料以及铝合

金非复合材料的研究、 生产和销售业务。

公司2010年、2011年度, 营业收入分别为

12.3亿元和15.4亿元， 同比增长77. � 57%、

24.67%；2010年、2011年净利润分别为0.91

亿元和1.23亿元，增幅为19.92%、35.06%。今

年上半年，银邦股份收入为7.39亿元，同比增长

24.67%，净利润为0.71亿元，同比增长4.83%。

福建金森（

002679

，收盘价

10.73

元）

福建金森于6月5日上市，发行价12元，上

市首日报收12.82元，较发行价上涨6.83%。然

而公司在上市第二日便破发，随后开始了两

个多月的振荡下行，而在调整之初，机构曾

两度买入。

数据显示，6月8日， 一机构席位出现在

龙虎榜买四席位上， 买进157.3万元；6月15

日，有机构买入359.8万元，位列龙虎榜买入

榜首席。记者注意到，这两个交易日公司股

票在12元/股一线。就在机构买入后，公司股

价就出现了明显的下跌，最低下探至9.34元/

股。截至周五（8

月

10

日

）收盘，福建金森报

收于10.73元，明显低于12元/股的发行价。

公司招股说明书显示，福建金森是一

家专注于森林种植培育、 森林保有管护、

木材和绿化苗木生产销售的企业。 公司

2009年~2011年的毛利率均保持在较高水

平，分别为73.31%,78.46%和76.58%，主要

是木材价格持续上涨所致。其主要产品杉

小径、杉原木、松小径、松原木的毛利率都

在75%以上。

公司招股说明书还显示， 公司2010

年，2011年净利润分别为3983万元和4667

万元，同比增幅为25%、17.17%。据公司近

期披露的业绩预告显示，公司在今年一季

度出现469万元亏损的情况下， 上半年预

计盈利1100万元~1400万元，公司表示，作

为森林资源培育企业， 生产存在季节

性，一季度业绩一般亏损，半年报业绩一

般扭亏。

成都商报记者 李智 李映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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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陆药业

（

300016

，收盘价

13.54

元）

半年报：

0.2

元

/

股

目前流通盘：

8070

万股

净资产：

3.22

元

/

股

推荐理由 ：

立足对比剂、精神神

经、内分泌三大领域，产品钆喷酸葡

胺注射液市场占有率保持在40%以

上，市场排名第一；碘海醇注射液目

前销售量和市场占有率已跃居第三

位，九味镇心颗粒是我国第一个也是

唯一一个通过国家药监局批准治疗

广泛性焦虑症的纯中药制剂。

洽洽食品

（

002557

，收盘价

19.50

元）

半年报：

0.32

元

/

股

目前流通盘：

8450

万股

净资产：

7.13

元

/

股

推荐理由：

坚果炒货行业第一品

牌， 公司专业从事坚果炒货食品的

生产和销售， 包括多种高档坚果产

品， 公司已经建立了覆盖国内大中

型城市的全国性销售网络， 终端掌

控能力强，市场反应速度快，销售渠

道稳定、通畅。

中珠控股

（

600568

，收盘价

16.63

元）

一季报：

0.01

元

/

股

目前流通盘：

8547

万股

净资产：

5.48

元

/

股

推荐理由：

公司主动调整房地产

业务， 稳步开发现有房地产项目，推

进公司战略转型， 以矿业投资为契

机，收购捷尧金矿，努力培育新的利

润增长点， 提高盈利能力及资产质

量，保证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此外，控

股子公司潜江制药是国家重点扶持

的高新技术企业。

同仁堂

（

600085

，收盘价

18.44

元）

一季报：

0.12

元

/

股

目前流通盘：

13.02

亿股 （其中承

诺不减持锁定

7.19

亿股）

净资产：

2.79

元

/

股

推荐理由 ：

同仁堂始创于1669

年,有享誉中外的十大王牌和备受患

者欢迎的十大名药,2012年7月1日安

宫牛黄丸提价,公司购买控股股东同

仁堂集团中药前处理基地，交易完成

后，公司的中药材前处理能力将得到

大幅提升。

新疆城建

（

600545

，收盘价

5.79

元）

一季报：

-0.06

元

/

股

目前流通盘：

67579

万股

净资产：

2.63

元

/

股

推荐理由

： 新疆地区首家获得

质量管理体系、 环境管理体系和职

业安全管理体系国内（BCC）和国

际 (NQA)认证证书的企业，首次获

中麦喀高速公路建设标， 单项工程

投资7.89亿元， 为公司今后参与新

疆大建设， 特别是高速路建设奠定

了基础。

承德露露

（

000848

，收盘价

17.81

元）

一季报：

0.26

元

/

股

目前流通盘：

40131

万股

净资产：

2.36

元

/

股

推荐理由：

国内的植物蛋白饮料

的大型专业龙头企业， 公司主要产品

露露牌杏仁露是优质名牌产品, 市场

占有率90%,预计未来5年，中国饮料总

产量将保持12%至15%的年均增速发

展, 杏仁露在整个饮料总量中所占比

重很小，市场前景可观。

成都商报记者 毛晋楠整理

新股人气回暖

炒新资金蠢蠢欲动

IPO新政的实施，将

新股推入了一个全新的时

代， 没有了三个月的网下

配售限售期， 也难以见到

曾经频频出现的首日暴

涨。然而，有一点没有丝毫

变化，那就是新股依旧是A

股市场的风向标。 需要注

意的是，就在市场隐隐回

暖 的 本 周 ， 南 大 光 电

（300346） 在超高发行

价、业绩变脸的双重压力

下，首日大涨24%；一拖

股份（601038）等三只

新股在上市次日集体涨

停；隆鑫通用（603766）

上市首日股价翻番。 这一

切似乎都在说明，新股的人

气急速回升， 沉寂许久的

炒新资金已经蠢蠢欲动。

一直以来， 新股都被视为

A

股市场

的风向标，在市场隐隐回暖的当前，新股

的表现已明显升温。可以说，如果不是本

周以来新股的明显走强，新股破发大军的

队伍将更为庞大。

本周二，以66元/股发行价勇夺今

年“最贵新股”头衔的南大光电登陆A

股市场， 虽然公司有着国内唯一拥有

自主知识产权（

合金法

）并实现MO源

（

高纯金属有机源 ，是制备

LED

、新一

代太阳能电池等的核心原材料 ， 在半

导体 、信息通讯 、航天领域有极其重要

的作用

） 产业化生产的企业的投资亮

点，但是，在上市前夕，公司突然发布

业绩变脸公告， 让不少中签者颇为担

忧。然而，南大光电还是顶住了高发行

价和业绩下滑的双重压力， 在上市首

日上涨24%。

南大光电后， 一拖股份、 远程电缆

（002692）、双成药业（002693）三家新股

于周三携手上市， 而在不久前的7月31日

和8月1日，才出现了两次三只新股同日上

市、两只新股破发的情况，让人对上述三

只新股的首日表现颇为担忧。最终，它们

不仅仅集体爆发， 一拖股份首日涨幅还

逼近了64%。更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在上

述三只新股登陆A股市场的第二个交易

日， 竟然在各路游资的力挺之下出现了

极为罕见的集体涨停。

而在本周五上市的隆鑫通用，将炒

新资金的疯狂演绎得淋漓尽致，在高开

逾70%之后， 两次临时停牌都没有阻挡

住股价上行的脚步，截至收盘涨幅已经

达到了103%， 刷新了IPO新政实施以来

的首日涨幅纪录。而从交易所披露的信息

来看，来自各地的游资成为新股炒作的绝

对主力。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二级市场资金热

衷于炒新股外，机构网下申购新股的激情

也是非同一般。泰格医药周四披露的申购

数据显示，机构有效申购获得配售的网下

中签率仅为0.98%，认购倍数达到了101.63

倍。 需要指出的是，0.98%的网下配售率是

IPO新政实施之后的最低， 也刷新了2012

年的纪录。同时，网上中签率低至0.72%，也

是7月以来的最低数值。

“三高”成历史 机构频频“捡便宜”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里， 新股往往和 “三高”

（高发行价、高市盈率和高

募集资金） 现象联系在一

起。 不过在IPO新政实施

之后， 这一备受诟病的现

象得到了有效的抑制，不

仅高价新股难觅踪迹，大

批新股估值甚至还低于行

业平均水平， 资金未足募

的情况也有发生。 虽然新

政后上市首日出现机构大

量抛售，甚至是“割肉”抛

售，但也有部分个股，受到

机构的青睐，择时抢入，而

这部分新股多是网下配售

阶段就被机构所看好。

值 得 关 注 公 司

名 家 相 马

图据中国广播网

图据厦门晚报

从历史数据看， 沪指在跌破

2200

点

时， 新股上市首日会出现大面积破发的情

况。如，从

2011

年

12

月中旬至

2012

年

1

月

上旬，沪指跌破

2200

点，在这一时间段内

上市的

19

只新股中，有

9

只出现首日破发。

前段时间A股市场跌跌不休， 市场

氛围极度恐慌之时， 新股的表现也让人

感到颇为揪心。

从时间来看，最新一波新股首日破

发潮从7月中旬开始肆虐。7月17日上市

的中小盘新股博林特（002689），上市前

曾因为低至每股8元的发行价颇受期

待， 然而却和同日登陆A股的喜临门

（603008）双双跌破发行价。就在上述两

只新股的失利还未来得及引起投资者

警觉之时，次日（7

月

18

日

）上市的银邦

股份（300337）则敲响了新股破发潮到

来的“警钟”！银邦股份直接低开逾9%，

盘中更是毫无抵抗之力地被压制在发

行价之下，收盘时跌幅定格于14.8%，令

原本期待大涨的中签者欲哭无泪。需要

指出的是，14.8%的首日跌幅，成为今年

新股上市首日的第二大跌幅。

接下来，新股破发潮愈演愈烈，在7月

17日至8月1日上市的14只新股中， 有9只

在上市首日出现了破发。而从总的情况来

看，在IPO新政实施以来上市的近60只新

股中，有22只新股在上市首日出现破发。

需要指出的是，相对于首日破发，随

着新股光环逐渐暗淡， 股价随着市场回

落， 并最终陷入破发泥潭的情况更加值

得关注。

成都商报记者统计后发现， 在IPO

新政实施之后上市的近60只新股中，已

经有一半处于破发状态中。以在今年6月

1日上市的华灿光电（300323）为例，公

司发行价为20元/股，虽然上市之后曾一

度冲高至21.64元/股， 但是目前已经跌

至13.45元/股，几乎较发行价打了7折。

成都商报记者 李智

新股人气近期迅速回暖

IPO新政后

新股频繁破发

IPO新政实施以来，对于市场走势

产生直接影响最大的， 莫过于提高机

构网下配售比例及解除三个月限售期

的规定。正是因为这两个规则的改变，

机构在新股申购阶段能够获得更多的

股份， 而且首日流通量也由过去首发

股份的80%增加到了100%。也就是在这

样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新政之下，成

功获配的机构们将“抛”字诀演绎得

淋漓尽致。

成都商报记者统计后发现，IPO新

政实施后发行的所有个股， 在上市首日

披露的龙虎榜卖方席位上， 均少不了机

构的身影，甚至有不少新股首日卖方前5

大席位均被机构所占据。

需要注意的是，即使是一些开盘破

发的新股，机构也是照卖不误，因此在

新股频频破发之时，“割肉” 成为家常

便饭。 比如在上市首日大跌14.8%的银

邦股份，当日卖出榜的前五位，就有4家

机构上榜， 其中有3个席位的卖出金额

都在2000万元以上； 再比如6月12日上

市 首 日 大 跌 9.34% 的 百 隆 东 方

（601339），卖出榜前5位全部被机构所

占据。

对此，一位基金公司人士表示，很多

机构参与网下申购， 为的就是赚取一级

市场和二级市场之间的差价， 因此在新

股上市之前， 就已经制定了明确卖出的

策略。

机构首日多抛售

不过，成都商报记者注意到，虽然IPO

新政实施后近60只新股在上市首日，都不同

程度受到了机构的抛售，但是其中的16只也

受到了机构资金“真金白银”的青睐。

比如，在上市首日就有机构买入的华

灿光电（300323）、硕贝德（300322）、兆日

科技（300333）、美亚光电（002690）、太空

板业（300344）等新股，上市首日涨幅都不

大，甚至部分个股还出现了破发。而像润和

软件（300339）、乔治白（002687）等，机构

买入的时间点均是在上市后股价出现了明

显的回落之时， 当然， 也有像苏大维格

（300331）、宏大爆破（002683）这样在机

构的不断买入下日益走强的例子。

不过，不管是上述哪种情况，能够获得

机构青睐的新股，在针对机构的网下发行时

多拥有高达10倍的认购倍数，配售率绝大多

数都在10%以下。换句话说，其实这些新股早

就因为各自具有的一些投资亮点而被机构

关注，并非是突然受捧。

机构青睐股早被关注

本周上市的创业板新股南大光电，受

到市场普遍关注， 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高

达66元/股的发行价格让公司夺得了“2012

年最贵新股”的头衔。而就在各方惊叹于

南大光电的“身价”之时，记者却注意到，

从本轮IPO重启以来，66元的发行价其实并

不算“惊世骇俗”。

比 如 在 2010 年 发 行 的 海 普 瑞

（002399），其发行价高达148元/股；汤臣

倍健（300146）发行价为110元/股；去年上

市的沪市主板新股华锐风电 （601558）的

发行价也达到了90元/股。 据记者统计，从

2009年IPO重启以来，多达20只新股的发行

价高于南大光电，但这些新股发行之时，大

多都没有受到如南大光电这样的关注。

“不是南大光电发行价太高，而是今年以

来新股总体发行价较低， 南大光电是矮个子

里面的高个子”，一位投行人如此表示。而这

与IPO新政的实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新股IPO的“三高现象”，一直是监管

层整治的重点领域。 随着4月1日证监会

《关于进一步深化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指

导意见（征求意见稿）》的横空出世，新股

IPO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而“三高”现

象也终于得到了有效的遏制。

在这个被称为IPO新政的文件中明确

规定， 确定的发行价格市盈率高于同行业

上市公司平均市盈率25%的，发行人需分析

并披露该定价可能存在的风险因素、 对发

行人经营管理和股东长期利益的影响。上

市后实际盈利低于盈利预测的， 中国证监

会将视情节轻重， 对发行人董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保荐机构法定代表人、保荐代表人

及项目组成员进行问责。

另外，IPO新政还加强了对路演和“人

情报价”的监管和处罚，并将机构网下配

售比例最高提至50%，同时解除了三个月的

限售期，从侧面推动机构的谨慎报价。

新政全面实施以来，“三高”确实得到

了有效的抑制。 从被誉为新政第一股的浙

江美大（002677）开始，约有60只新股发

行， 而发行价格超过30元的， 只有南大光

电 、 科恒股份 （300340）、 泰格医药

（300347）和金卡股份（300349），甚至一

度出现中小板、 创业板新股发行价回落至

个位数的情况，比如石煤装备（002691）的

发行价就低至7.4元/股。

从市盈率来看， 新政实施后过半新股

发行市盈率都在30倍以下， 很多公司的发

行市盈率甚至低于整个行业的平均水平。

正是受制于发行价和发行市盈率的下滑，

IPO超募的情况也得到了控制，甚至在浙江

美大等新股身上出现了募集资金尚不足以

投资项目，需要“自掏腰包”的情况。

毫无疑问，过去“高高在上”的新股，

已经变得“平易近人”。在这样的背景下，

随着市场的逐渐回暖，一些破发，或是股

价十分接近发行价的个股，所蕴含的投资

机会就慢慢显现出来，机构逆市买入的部

分个股无疑值得投资者关注。

新股已“不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