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博时基金王燕：

盈利分化强化“二八”行情

在流动性整体受到趋势性挑战的背

景下，市场整体的估值水平将呈现系统性

回落的特征。股市中的“二八”法则将开始

发挥效力，企业间的分化将达到前所未有

的程度，对具体标的判断的重要性远超对

指数的判断。从中期的角度看，根本的选

股出发点仍然立足在消费品、服务业以及

具有持续创新能力、回报率高且可持续的

传统行业中的龙头企业。目前选择的标的

主要集中在消费服务以及部分挤掉估值

泡沫、分红收益率有吸引力的蓝筹股上。

点评：个股走势将空前分化，立足在

消费品、服务业等范围投资！

金元证券唐君：

个股活跃增仓博短期反弹

本周股市表现十分强劲，股指收出中

阳线，向上突破了5周均线，已突破5月以

来的下降通道上轨，短线呈上升趋势。

经济增速虽 “无可奈何花落去”，投

资机会已“似曾相识燕归来”。三大证券

报头版同时刊文唱多股市、外围股市持续

走强提振投资者信心，而前期的持续下跌

已经一定程度上对利空进行了消化，在没

有大的系统性风险的前提下，个股较为活

跃，成交明显放大。由于市场机会明显增

加，投资者可适量增加仓位，目前可在6成

左右。在板块和个股方面宜关注处于上升

通道中的安全边际和成长性较高的品种，

如电子信息、生物医药行业的龙头公司。

点评：花虽落，燕已归，放宽心！

华泰证券任劲：

经济底不确认谨慎心态占主流

市场从8月开始走出了无量反弹的行

情。分析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8月

初随着经济数据的公布，市场认为经济下

行有减缓的迹象， 但底部还不能确认。二

是从技术面看，市场连续三个月的时间沿

着10日均线绵绵下跌，也存在因太过悲观

而带来反弹的要求。

在此期间，基金仓位变化不明显。全部

偏股型基金、 股票型基金和混合型基金平

均测算仓位分别为73.6%、77.7%和66.6%，较

上期分别下降0.21、0.54上升0.35个百分点。

另外从操作风格看， 本期基金主动调仓换

股的现象也不明显。测算结果显示，各类基

金主动加减仓平均0.4个百分点， 主动调仓

幅度不大。说明目前市场状况下，基金经理

仍以谨慎操作为主，观望心态较浓。

点评：经济下行是主因，谨慎操作为

上，可关注经济转型方向的主题基金。

成都商报记者 周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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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葡萄酒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国产葡萄酒

农残低于标准规定

针对网上流传的“部分国产

葡萄酒含有存致癌风险的农药残

留”报道，国家葡萄酒及白酒、露

酒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主任朱

济义10日下午在烟台召开的新闻

发布会上说，近期对两批国产葡萄

酒的检测结果显示，产品均未发现

国家明令禁止的高毒性农药。部分

产品检测出极其微量甲霜灵和多

菌灵杀菌剂残留，含量均远低于国

外和国内相关限量标准。

我国尚无葡萄酒农残限量专

项标准。 此次检测所检出的多菌灵

含量0.00157～0.01942mg/kg，为国

内《食品中农药的最大残留限量》

标 准 （≤3mg/kg） 的

1/1911~1/154； 为欧盟限量标准

（≤0.5mg/kg）的1/318~1/26。甲霜

灵含量0.00211~0.01414mg/kg，为

欧盟限量标准与国内食品限量标准

（

均为

≤1mg/kg）1/474~1/71。

朱济义说，只要葡萄酒这两项

杀菌剂含量在标准内， 都是安全

的，公众不必过分担心。

新华社

投资者在本周很受伤， 张裕A、B股

在周五暴跌。算上周三和周四的大跌，张

裕B在本周重挫18.37%。

昨日晚间， 张裕方面紧急发布澄清

公告，对市场的传闻事项进行说明。公司

称， 在葡萄种植和葡萄酒生产过程中严

格执行了“食品标准”，并参照执行了最

为严格的欧盟标准的规定， 所生产的葡

萄酒多菌灵和甲霜灵残留量远低于欧盟

标准的规定。

公司还表示， 因记者送检产品未经

公司检验确定包含本公司产品， 而且目

前公司所取得的检测结果均为匿名产

品， 公司无法确认上述检出多菌灵和甲

霜灵残留的葡萄酒为本公司产品。 截至

目前，经国家质量监管部门多次抽检，公

司产品全部为合格产品。

不过，迟来的公告，并未能阻止昨日

A股和B股股价的暴跌。国内的21家公募

基金，与投资大师一同受伤。根据同花顺

IFIND终端的统计，共有21只基金在6月

末持有张裕A（000869）,其中不乏博时、

大成、富国、南方、华夏、汇添富等大牌基

金公司，然而，基金们的价值投资宠儿，

却在周五遭受了疯狂抛售， 盘中一度跌

停，收盘时，仍然大跌9.83%。

张裕A昨日成交6.28亿元， 成交量

1109.6万股，创出上市首日后的天量！

昨日晚间的龙虎榜显示， 买入和卖

出前五均为机构专用席位， 且均为净买

入和净卖出，机构合计净买入9046万元，

合计净卖出则高达2.95亿元， 卖出量最

大的一家机构净卖出金额高达9598.4万

元，而买入最多的机构净买入3160万元。

另 一 家 酒 类 公 司 贵 州 茅 台

（600519），昨日也出现了放量下跌，

由于半年报业绩低于预期，导致全日

低开低走， 全日成交高达 912.26万

股，贵州茅台最终大跌12.71元，跌幅

达到4.87%。

成都商报记者 毛晋楠

张裕遭

AB股暴跌

“我从未卖出中国股票，

一直重仓持有张裕

B

股 ，还

会继续增持。”

投资大师罗杰斯， 可能

是张裕股东中最大牌的一

位。然而，本周张裕公司的坏

消息不断， 先是中报业绩不

理想， 十年来营收首度出现

下滑，接着在周五，又传出产

品涉及农药残留物。

张裕遭遇农残风波突袭。

昨天，张裕集团董秘曲卫民告诉

成都商报记者，张裕涉及农残的消息

是微博上传出来的， 并非正式发布，

张裕的产品没有任何问题，公司目前

也在做相应的调查。而一位不愿意透

露姓名的张裕集团高层表示，张裕这

次检测出来的多菌灵含量只是欧盟

标准的1/70。

这一事件的导火索是，证券市场

周刊将三家国内葡萄酒上市公司的

十款葡萄酒送国家食品质量监督检

验中心检测，均检出多菌灵或甲霜灵

农药残留，其中，张裕葡萄酒残留值

超过另两家。

据了解， 多菌灵为美国禁用的农

药，有导致肝癌的风险。

昨天，中国食品工业协会葡萄酒专

家委员会秘书长杨强证实，中国葡萄酒

检测中目前还没有对多菌灵和甲霜灵

残留的检测含量标准。但中国对制作葡

萄酒的葡萄中的多菌灵含量制定了检

测标准，其标准为1mg/L。据杨强透露，

目前张裕葡萄酒方面多菌灵的含量只

是国标的1/50。

记者致电这一事件的检测方———

国家食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该中心负

责人表示因为这次检测是私人委托，所

有信息不方便透露。

而作为送检方，证券市场周刊方面

目前也不愿意发声。

据悉，张裕在10日下午紧急召开的

针对投资者的电话会议中表示，公司将

出台措施打消市场疑虑。 这些对策包

括：公司正在联系深交所在近期发布澄

清公告；将于近期联系中央电视台节目

进行配合宣传；并将国家食品检测部门

对公司葡萄酒的检测报告投放到各个

市场上去等。

有业内专家强调，这一事情影响的

不仅是中国本土葡萄酒的龙头企业张

裕，事件爆发之后，消费者会对所有中

国本土葡萄酒企业的品质产生质疑。

受检出多菌灵或甲霜灵农药残留

的影响， 张裕8月10日股价大幅下挫直

奔跌停板。截至收盘，张裕A（000869）

下跌9.83%，报收55.23元/股。

成都商报记者 赵陈婷 郭梦仪

张裕回应：

多菌灵含量仅欧盟标准1/70

炮轰

近五年的市场调整周

期 ，

6124～2100

点的数字区

间，折射出无数股民和基民

饱受折磨。有的上市公司股

价早已超越

6124

点时的水平，有的却依

旧在

1664

点下方挣扎。 上市公司的分

化，正是宏观经济转型的表征之一。

在风险投资与投机中， 能将战略与

战术完美结合的基金经理， 是能够创造

出可观财富的，过去五年时间里，有

21

只

基金产品累计净值涨逾

3

倍即是例证。

风险投资的成功需要战略的眼光与

高超的战术。为此，本报每周六推出名家

独到视点栏目，定期邀请基金经理和券商

投资咨询界知名人士“谈股说基”，以期为

您的投资航程打造一盏小小的航灯。

第一期嘉宾分别是博时策略混合

基金经理王燕，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首席投资顾问唐君和华泰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投资顾问任劲。

新都化工 上半年净利下滑

新都化工（002539）今日公告称，公司

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9.28亿元，同比增长

了19.65%，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净利润

9954.37万元，同比下滑了18.7%。公司表示，

报告期内产品销售规模扩大， 营业收入增

长；但因报告期内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和财

务费用增加， 同时公司收到的政府补助比

去年同期减少， 导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降低。另外，公司预测前三季度净

利润同比变动幅度为-30%～0%。

成都路桥 签订中标合同

成都路桥（002628）今日公告称，公司

与成都兴城投资集团签订了《中心城区缓

堵保畅两快两射两环项目“施工图设计-

采购-施工总承包”EPC红星路射线总承

包合同》和《天府新区“三纵一横”重大基

础设施建设项目元华路南延线市政道路工

程（C

标段

）投融资建设合同》。另外，公司

收到了《中标通知书》，中标项目为绕城高

速与元华路互通立交桥、天府新区“三纵

一横”绕城高速立交桥群（

剑南大道

-

濯锦

南路）

工程，中标金额为76499.72万元。

中国石油 400亿元公司债获批

中国石油（601857）11日公告，公司8

月9日收到证监会《关于核准中国石油天

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

批复》， 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不

超过400亿元的公司债券。 本次公司债券

采用分期发行方式，首期发行面值不少于

总发行面值的50%，自核准发行之日起6个

月内完成；其余各期债券发行，自核准发

行之日起24个月内完成。该批复自核准发

行之日起24个月内有效。

光大证券 23亿股解禁

光大证券（601788）11日公告，公司

23.25亿股限售股将于8月20日上市流通。

据悉，解禁人共有3位，控股股东中国光大

（

集团

）总公司、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司

分别解禁11.59亿股和11.39亿股， 另一位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三户的解

禁数为2629.38万股。

成都商报记者 李智

公司简讯

开

栏

语

成都市中心某家屈臣氏超市货架

敷屈臣氏面膜导致顾客死

亡？这两天一个有些耸人听闻的

消息在微博及各大论坛上传开，

引发全国网友关注。 消息称，死

者是福州一位40来岁的金女

士，所用面膜为屈臣氏一款珍珠

美白面膜， 使用后全身发红，嘴

唇发紫，后来死亡。

昨日屈臣氏方面给成都商

报记者发来一份声明称，该产品

符合国家化妆品相关规范要求。

该产品自2010年上市以来，售

出超过九十万盒，从未发生过因

个体肤质原因导致使用过敏的

投诉事件。不过出于对消费者负

责考虑，已经将涉事产品下架。

中国人民银行10日发布的数据显示，

7月份我国新增人民币贷款5401亿元，增

量创出10个月来新低。与此同时，体现企

业生产活跃度的狭义货币

（

M1

）

同比增速

较上月末下降0.1个百分点。

分析人士认为，7月份新增信贷较上

月大幅回落3000多亿元，凸显出当前信贷

需求不足、 经济增速底部徘徊的现实。

“这也与当月投资、工业增加值增速未见

反弹一致，表明稳增长的政策效果尚未明

显体现。”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分析师

鄂永健指出。

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7

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2%，较6月份回落0.3个百分点，经济仍

处于筑底阶段。光大银行首席宏观分析师

盛宏清认为，在央行连续释放流动性的背

景下，银行信贷投放却依然疲弱，说明目

前市场面临“流动性失效”的状况。

对于下一步货币信贷形势， 专家认为，

在日益强调“稳增长”的大背景下，货币信

贷政策仍将向“偏松”方向保持微调。“为应

对外汇占款增量下降的影响、缓解流动性紧

张，同时也为配合银行信贷投放，加强对实

体经济的支持，预计年内准备金率还将适时

适度下调1至3次。”鄂永健指出。

新华社

7月份新增人民币贷款5401亿元 增量创出10个月来新低

8月9日成都双流机场二号航站楼

（

T2

）

正式开门纳客，包括国航、南航、海

航、成都航空在内的15家航空公司国内航

班顺利转入T2，加上此前7月28日转场的6

家航空公司，总共21家航空公司国内航班

全部“进驻”T2。正式投用后，T2每天进

出港航班量将达到近500架次， 日旅客吞

吐量将达到6万余人次。

不过，连日来依然有部分旅客走错航

站楼。机场方面再次提醒大家，所有的进

出港航班停靠航站楼规则都是一样的，四

川航空以及所有国际

（地区）

航班的旅客

在T1进出港，其余航空公司的国内航班全

部在T2停靠进出港，因此不管要去机场接

机的市民，还是要登机的旅客都要注意不

要走错航站楼。

另外，成都商报记者从已经转场到T2

的国航西南分公司获悉，国航将继续加密

国内航线， 在目前京蓉快线的基础上，增

加上海、广州快线。另外国航西南分公司

副总刘政表示，国航看好成都地处西部飞

欧洲更便捷的地理优势，目前正在调研欧

洲市场，如果条件成熟将争取在明年开通

一条赴欧航线。记者了解到，国航或将开

辟的这条成都直飞欧洲的航线，可能是德

国的法兰克福。

而几乎独占T1的川航也在不断招兵

买马， 川航方面表示，T1系统以及标识也

将进行调整，引进新机有了“大展拳脚”

的舞台。

又讯

成都商报记者昨日获悉， 开航

时备受关注的香港航空全商务舱航

线———国内航企中首条全wifi覆盖的香港

至伦敦航线9月10日起将停飞。据悉，定位

高端的客机票价让不少旅客望而却步，该

航班最优惠票价为13550元和19990元两

个档次。“每月投入高达上千万港元。”知

情人士透露，高昂成本加上欧洲经济衰退

重创航空商务出行需求，香港航空全商务

舱航班上座率非常低， 不得不在执飞7个

月后暂停。目前，仅新加坡航空、汉莎航空

等少数航空公司敢于在上座率很高的热

门航线上运营全商务舱航班。

成都商报记者 胡沛

二号航站楼正式开门纳客 非川航的进出到T2

谷歌的福利好在IT圈已经不是秘密。

据美国媒体近日报道，市值超过2000亿美

元的谷歌最近又出新规定，将公司可能提

供给员工的福利待遇提升到了一个新高

度：员工去世后10年内公司仍将继续向他

们的配偶或家人发放薪水，只是标准降为

在世时的一半。

谷歌是目前全球经营最好的互联网

公司之一，2012年第二季度财报显示，谷

歌营收增长同比35%， 达到122.1亿美元，

净利润为27.9亿美元。《财富》杂志2012年

美国最佳雇主排行榜上， 谷歌超越Face-

book位居第一。

全球著名财经杂志《福布斯》8月8日在

其网站发布了这篇采访，谷歌公司人力资源

主管拉斯洛·布克(Laszlo� Bock)说，这项福利

主要是向去世员工的家人、配偶或同居伙伴

发放抚恤金， 标准是在世时工资的一半，时

间一直持续10年。谷歌中国的公关人员昨日

对成都商报记者证实了这个消息。

据介绍，除了上述福利之外，谷歌还

会向去世员工的未成年子女提供抚恤金，

每名未成年子女每个月可以领取1000美

元，直到他们年满19周岁或23岁开始工作

时为止。

谷歌发言人证实了这一福利， 全球

3.4万名员工均可享受。

成都商报记者 席大伟

谷歌推“超级福利”：

员工去世10年仍发薪水

8月10日， 中国保险业协会公布了

2011年交强险的业务情况。 数据显示，

2011年交强险经营亏损92亿元， 其中，承

保亏损112亿元，投资收益20亿元，而92亿

元的经营亏损也创出交强险实施5年半来

的年度最大亏损。

对此，中国保监会表示，针对当前交强

险运行中出现的问题， 将会同相关部门深

入研究交强险的经营模式， 提出完善交强

险经营模式和建立科学费率调整机制的具

体方案，促进交强险制度健康稳定运行。

数据显示，从2006年7月1日到2008年

的两年半时间交强险累计实现盈利6.9亿

元， 但好景不长，2009年即亏损29亿元；

2010年交强险又再度亏损72亿元； 算上

2011年亏损的92亿元，实施五年半以来交

强险累计亏损额已高达186.1亿元。

人保财险的方先生表示，交强险巨亏

主要是因为人伤赔付标准上升所致，此外

由于物价上涨，以前一些小事故的赔偿金

额没有现在这么高。

平安财险的董事长孙建平表示，交强

险亏损的原因就是因为人伤赔付标准上

升所致。

中保协一位不愿具名的内部人士表

示，今年交强险巨亏的主要原因：一是部

分车型亏损比较严重

（如营运用车辆）

；二

是部分地区赔付率比较高

（如浙江等地）

；

三是近几年人伤赔付标准上升；四是在部

分地区的司法判决没有严格按交强险条

例进行判决。

连年亏损之下，以不盈不亏为经营原

则的交强险会否涨价？就此，中保协内部

人士表示，交强险费率是否调整是保监会

的事情，但目前没有说要上调费率。

《每日经济新闻》

在国务院 “降低经济中流通环节费

用”的决心面前，银行卡刷卡手续费下调

有望率先破冰。 记者从有关部门处获悉，

银行卡刷卡手续费调整方案已上报国务

院。从两家商业银行所获内部传达的费率

调整方案显示，执行新费率后，在银行卡

交易中，银联和银行向商户收取的POS机

刷卡手续费将总体降低。但相比该方案此

前的征求意见稿，银联和银行方面的让利

幅度大大减小。

第一财经日报

银行卡刷卡手续费调整方案已上报

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皮肤美容科主

治医师陆洁表示，为达到保湿、美白等功

效，面膜里会添加一定的成分，如苯环类

芳香族化合物、香料、防腐剂等物质，如

果添加成分、剂量在国家标准范围内，是

被允许的。

但由于个体差异， 如有消费者皮肤

屏障功能差，免疫力低，或身体处于超敏

状态，有可能导致一些不良反应，如出现

皮肤瘙痒、红斑等过敏性皮炎、接触性皮

炎， 但出现非常严重的不良反应而至死

的情况，是非常少见的。

“面膜不可怕。”陆洁表示，市民

在选择面膜前， 要认清自己是否属于

过敏性皮肤、免疫力是否较低，如果是

这样， 建议先咨询医生。 如果身体正

常，选择面膜时，则要选择有资质的化

妆品。

成都商报记者 胡沛 贺华玲

实习生 刘倩影 摄影实习生 陈钰曦

一女士敷面膜而亡？

屈臣氏面膜陡遇风波，公司称产品已暂时全国下架

交强险曝5年来最大亏损 是否涨价引发关注

8日下午3点多，福州网友“众创票

务”发帖爆料，金山一家屈臣氏店曝出

问题，据了解，一顾客购买某种面膜产品

使用后全身抽筋，后来死亡。当天，死者

丈夫及其家属两次到商家门口讨说法。

多名网友称，8月8日下午3点多，逛

街经过一家屈臣氏店门口时，看到一名

中年男子躺在地上，自称其42岁的妻子

用了屈臣氏的面膜死亡。

昨日，关于敷面膜死亡的消息在网

络上铺天盖地传开。微博上一名自称死

者家属的网友“橄榄”说，“我是死者家

人，是屈臣氏自己出产的产品，让我嫂

子当时就死了。全名是屈臣氏珍珠臻致

美白面膜。”

昨日广州屈臣氏个人用品商店有

限公司给成都商报记者发来《关于屈臣

氏珍珠臻致美白面膜事件致媒体函》，

对于近日有顾客家属声称其家人使用

了屈臣氏珍珠臻致美白面膜后死亡 ，

屈臣氏方面表示，珍珠臻致美白面膜符

合中国化妆品卫生规范标准及要求，该

产品配方通过了欧洲第三方机构进行

的毒理评估测试

（

TOXICOLOGICAL

RISK ASSESSMENT REPORT

）

，且该

产品在国家指定的第三方机构进行了

皮肤斑贴测试及产品执行标准的检测，

测试结果显示产品安全并符合标准。该

产品的标识符合国家化妆品相关规范

要求。该产品自2010年上市以来，售出

超过九十万盒，从未发生过因个体肤质

原因导致使用过敏的投诉事件。

屈臣氏方面表示，虽然目前并没有

任何证据证明消费者的死因与该产品

有任何关系，仍处于调查阶段，但是屈臣

氏为了对消费者负责，还是决定立刻将

该产品在全国店铺暂时下架，并已联系

供应商着手对有关产品进行进一步检

测。另外，即时采取行动与顾客家属及相

关政府部门取得联系，并一直与消费者

家属进行沟通，对相关原因进行调查，但

到目前为止，未获得消费者家属同意和

配合。屈臣氏方面称，仍会继续积极与消

费者家属进行沟通。并希望消费者家属

能积极配合相关机构进行调查。

屈臣氏回应：

成都商报记者走访了市内多家屈

臣氏门店，没有看到涉事的名为“屈臣

氏珍珠臻致美白面膜”产品在售。盐市

口屈臣氏门店和大业路屈臣氏门店

内，记者见到，屈臣氏自有品牌的各种

“保湿”、“美白”面膜，集中摆在一个专

柜内。两家屈臣氏店员都告诉记者，这

款“屈臣氏珍珠臻致美白面膜”几个月

前就没有上架售卖了。

而在总府路屈臣氏门店里，记

者同样未看到 “屈臣氏珍珠臻致美

白面膜”在售。值班负责人徐经理告

诉记者，“我们已经接到通知， 将所

有屈臣氏珍珠臻致美白系列产品停

止出售，下架处理。”

走访市内多家门店

涉事产品已下架

美容专家：

现 场 播 报

屈臣氏超市已停止销售涉事面膜

特别

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