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期以来，A股市场出现了明显反

弹，不少券商股也涨得不亦乐乎。在这样

的背景下， 明显电力宣布出售持有的华

西证券出资。

明星电力今日公告称，12月19日公

司董事会全票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再次

通过公开挂牌方式转让所持华西证券

2773.46万元出资的议案》， 会议同意再

次通过公开挂牌方式转让所持华西证券

2773.46万元出资， 占华西证券注册资本

1.96% 。如果转让完成，明星电力将不再

持有华西证券公司的出资。

需要指出的是， 相对于当初的出资

额， 明星电力开出的价格似乎并不 “优

惠”。公司称根据评估采用市场法，对所

持华西证券2773.46万元出资进行了评

估， 评估值为14046.46万元， 评估增值

11273.00万元，增值率达到了406.46% 。而

此次挂牌底价将不低于资产评估价值

14046.46万元。

值得一提的是，明星电力此前就曾

经打算出售华西证券的出资。早在2011

年1月14日， 明星电力股东大会就批准

了这一笔交易。当年3月23日，明星电力

将所持上述出资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

所挂牌出让， 当时挂牌价格为14430万

元。但是截至今年9月5日，一直未能征

集到意向受让，由于定价所依据的评估

报告有效期已满，明星电力终止了此次

挂牌。

对于华西证券， 相信不少投资者都

非常熟悉，但是作为非上市证券公司，华

西证券的业绩却不像其他上市券商那样

被投资者所熟知。在今日披露的公告中，

华西证券的业绩数据也随之曝光。

2011年度， 华西证券营业收入为

16.67亿元，净利润为6.1亿元，而今年1月

至8月， 华西证券营业收入为10.47亿元，

净利润为3.18亿元。另外，截至8月31日，

华西证券的资产总额达到了165.17亿元，

其中净资产为62.38亿元。

成都商报记者 李智

迪安诊断

股东减持201万股

迪安诊断（300244）20日公告，公司

股东复星平耀于12月10日~12月18日期

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及大宗

交易系统累计减持公司股份201.40万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19% 。本次减持后，

复星平耀仍持有公司股份548.01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5.96% 。

丰乐种业

1.41亿元转让生态园资产

丰乐种业 （000713）20日公告，公

司12月18日与北城建投签署了《资产转

让协议书》, �公司以评估值1.41亿元将

丰乐生态园相关资产转让给北城建投。

公司对丰乐生态园投资总额为1.33亿

元，本次资产转让后预计公司可收回投

资成本。

杭萧钢构

签署4.3亿元钢构工程合同

杭萧钢构（600477）20日公告，公司

12月19日与云南春城财富置业有限公司

签署了七彩第壹城8号地块一标段钢结

构制作安装工程合同，工程总工期为800

天，合同价款暂定金额为4.30亿元，占公

司2011年营业收入的12.01% 。

湖北能源

股东减持99万股

湖北能源（000883）20日公告，公司

股东国电集团于12月18日通过集中竞价

交易系统减持公司股份98.84万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0.04% ，本次减持后，国电集

团仍持有公司股份1.33亿股， 占公司总

股本的4.97% 。

齐星铁塔

中标6800万元国网采购

齐星铁塔（002359）20日公告，公司

12月19日收到国家电网公司招投标管理

中心和国网物资有限公司中标通知书，

公司在国家电网公司输变电项目2012年

第六批线路材料招标活动中共计中四个

包， 中标价合计6799.78万元， 占公司

2011年度营业收入的17.23% 。

立思辰

股东减持120万股

立思辰（300010）20日公告，公司股

东马郁于12月18日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

减持公司股份12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85% 。本次减持后，马郁仍持有公司股

份1411.41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41% 。

亚夏汽车

股东减持600万股

亚夏汽车（002607）20日公告，公司

股东世纪方舟于12月17日通过大宗交易

平台系统减持公司股份600万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3.41% 。本次减持后，世纪方舟

仍持有本公司股份840万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4.77％。

电广传媒

高管及中层累计增持179万股

电广传媒 （000917）20日公告，公

司自11月23日公布高管和中层骨干增

持公司股票计划以来，截至昨日，公司

11位高管人员和33名中层共计增持

179.12万股公司股票， 增持总金额为

1573.32万元。

贵州百灵

拟3400万元收购子公司股权

贵州百灵（002424）20日公告，公司

拟使用超募资金3400万元收购控股子公

司和仁堂药业的少数股东郭宗华持有的

20%股权，收购完成后，公司持股比例将

由60%升至80% 。经审计，截至9月30日，

和仁堂药业净资产为2656.85万元，2012

年1~9月实现净利润943.23万元。

东风汽车

澄清重组事项

东风汽车 （600006）20日公告，近

期， 市场传闻公司将通过收购福汽股权

的方式重组福汽， 双方已达成初步合作

意向，本月将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公

司澄清表示， 目前无任何包括上述传闻

所述内容在内的重大重组事项， 不存在

任何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同达创业

3000万元增资中投视讯

同达创业（600647）20日公告，公司

与北京中投视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原股

东签署了投资协议， 公司拟以中投视讯

估值8亿元向其增资3000万元，持有其增

资后的3.75%的股权。中投视讯2011年实

现净利润3496万元， 预计2012年实现净

利润5100万元。

福建水泥

出售兴业银行股票

福建水泥（600802）20日公告，公司

于12月13日至18日期间， 累计出售兴业

银行股票2344.3万股， 占其总股本的

0.22% 。扣除成本和相关税费后可获得所

得税前投资收益约2.46亿元。减持后，公

司尚持有兴业银行股票4160万股。

江河幕墙

中标2.32亿元工程

江河幕墙（601886）20日公告，公司

近日收到河南绿地广场置业发展有限公

司的中标通知书， 郑州绿地中心项目

（

北地块

）幕墙工程由公司中标。该工程

中标金额为2.32亿元， 约占公司2011年

营业收入的4.02% ，工程工期预计850天。

该项目为国内最高双塔式建筑。

上海普天

签订9.7亿元工程合同

上海普天 （600680）20日公告，12

月17日， 公司与浙江大卫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签订仙居新区 “大卫世纪

城”能源中心工程合同，合同总价9.7

亿元， 占公司去年营业收入的86% 。该

项目包括新型保温材料、 太阳能热水

及其管路系统工程；地源、水源热泵、

水环泵房与地埋管网和室内终端系统

工程等一系列工程。

嘉事堂

出资设立医药合资公司

嘉事堂（002462）20日公告，公司

拟以自有资金与红惠医药共同出资

5000万元，设立北京嘉事红惠医药有限

公司，出资后公司将占嘉事红惠51% 的

股权。

宜华地产

签署3.5亿元债权转让协议

宜华地产（000150）20日公告，公司

将与子公司宜华房产拟与中铁信托签署

债权转让

（回购

）协议，后者将发起设立

集合信托计划， 募集资金不超过3.5亿

元， 用于受让宜华房产对母公司不超过

3.5亿元的应收债权，24个月后信托期满

时，宜华房产将以年化13.3%的溢价回购

上述应收债权。

东南网架

签署3.33亿元工程合同

东南网架（002135）20日公告，公司

近日与长沙南湖广场置业有限公司、中

建五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签订了《长沙

（

市

）保利·国际广场项目B2#、B3#栋钢

结构工程承包合同》，合同金额为1.98亿

元，占公司2011年营业总收入的5.41% 。此

外， 公司还收到与中国建筑五局总承包

公司签订的《沪昆长沙南站项目钢结构

专业工程合同》，合同总金额为1.35亿元，

占公司2011年营业总收入的3.69% 。

农产品

成立深圳农产品交易所

农产品（000061）20日公告，公司于

全资子公司深圳海吉星共同投资成立深

圳农产品交易所， 有利于公司创新生鲜

农产品现货交易， 有利于实现传统农批

市场交易模式的电子商务化。

梅安森

以部分超募资金购置土地

梅安森（300275）20日公告，公司拟

以部分超募资金重庆市九龙坡区金凤镇

购置土地， 用于生产车间整体搬迁和扩

建，预计土地总价款为3200万元。

铜峰电子

一条BOPET生产线投产

铜峰电子（600237）20日公告，公司

控股子公司———安徽铜爱电子材料有限

公司投资新建的一条BO PET生产线已

于日前一次性投料成功， 正式进入试生

产阶段。 该生产线主要生产电容器用聚

酯薄膜和热升华转印碳带薄膜。

长城开发

土地使用权被收购

长城开发（000021）20日公告，公司

持股57% 的控股子公司深圳开发磁记

录， 日前收到深圳市坪山新区土地整备

中心通知，经双方公平磋商，就位于深圳

市大工业区深圳出口加工区锦绣西路16

号的一幅土地使用权和相关地面建筑

物、构筑物及附着物、搬迁补偿等事宜达

成一致意见并签订《土地使用权收购协

议书》，交易价格为9555.05万元

（含搬迁

费用

131.17

万元）。

中国武夷

5.75亿购得一地块使用权

中国武夷（000797）20日公告，公司

日前通过竞拍以5.75亿元的价格获得南

京市江宁区科学园弘景大道一地块的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该地块占地10.51万

平方米

（约

157.69

亩），

用地性质为二类

居住用地。

成都商报记者 许金民 王海慜

实习记者 李映泉 皇甫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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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体验“天天赢家”

《每经投资宝》自2012年11月正式上

线后，给用户提供了三种阅读方式———彩

信接收、 在线阅读以及手机客户端阅读，

前两种阅读方式已经实现。

安卓系统和苹果系统，都可以免费下

载安装各自的客户端，进而实现手机的在

线阅读功能。 而通过手机客户端接收，相

比前两种方式更为方便，能更自由地体验

《每经投资宝·天天赢家》 提供的一系列

优秀资讯信息。

伴随着两大客户端同时强势上线，每

经研究院也推出了新一轮的试用活动，只

需要注册一个账号，就可以享受7天的免费

试用，并且可以收看过去一周的所有信息。

苹果客户端只针对iPhone用户

（

iPad

用户同时适用

)， 进入iPhone手机中的应

用商店(A pp�Store)，搜索并选择“每经投

资宝”，进入应用下载页面，点击“免费”

按钮，待按钮显示“安装应用”后，点击

安装。

安卓客户端用户，可以直接访问《每

经投资宝》官网（touzibao.nbd.com .cn）下

载客户端并免费安装。

新一轮回馈活动全面启动

2012年年末，A股行情突然回暖，让很

多投资人措手不及。

为了帮助更多的投资人了解A 股的

运行趋势， 提供更有价值的资讯信息，

《每经投资宝》 启动了新一轮的回馈活

动，以答谢《每经投资宝》的新老用户。

这次回馈由三大内容组成———年末盛典

第二场、手机客户端上线以及赠送《2013

投资宝典》。

本周六的第二场年末盛典，将对所有

关注《每经投资宝》的朋友全程开放，但

本场活动的名额有限， 如果您想参加，就

请尽快报名抢票，工作人员将会告诉您活

动的详细参与方式。

《2013投资宝典》正在加紧制作，最

快在本周五，“天天赢家” 的正式用户就

将能免费获取。

“实战700”冠军详解年末行情

本周六，唐文德先生将在《每经投资

宝》年末第二场盛典上亮相。唐文德曾参

加《成都电视台第二频道》每日财经栏目

下面的 “挑战者打金章———实战700”实

盘比赛，并在第三赛季获得冠军。

研判A股的短、中、长期趋势，是唐文

德先生的秘密武器，2012年， 唐文德先生

在2400点之上果断清仓，成功规避了此后

长达半年多时间的下跌，而在近期，唐文

德先生对于行情也有了最新的观点，本周

六，唐文德先生将与到场的股民朋友分享

他对A股市场的最新观点， 并与股民朋友

就关注的话题面对面交流。

成都商报记者 毛晋楠

《每经投资宝》两大客户端今上线 下载即享免费试用7天特权

年末盛典第二场本周六举行，冠军选手“文德”详解2013年策略

从今天开始， 安卓系统和苹果系统都

可以直接登录手机客户端， 免费下载并接

收《每经投资宝·天天赢家》了。每经投资宝

的客户，将可以选择彩信、手机客户端，或

是在线阅读这三种方式中的任何一种，来

接收最新的《每经投资宝》系列资讯信息。

高金食品

收到拆迁补偿

高金食品（002143）今日公告称，12

月7日，江安高金已收到江安县财政国库

支付中心支付的用于补偿江安高金公司

部分拆迁安置费用1000万元。12月18日，

江安高金又收到江安县财政国库支付中

心支付剩余拆迁安置费用403.25万元。

至此， 江安高金已经收到全部拆迁安置

补偿款。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

定，该补偿款在收到时记入当期损益。

新都化工

取得实用新型专利证书

新都化工（002539）今日公告称，公

司近日取得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包括

“一种生产水溶肥的双层通风造粒塔”

等12项实用新型专利证书。 新都化工称

上述发明专利应用于公司生产经营中，

有利于提升生产装置的性能和工作效

率，降低能耗，提高产品质量。同时有利

于公司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发挥自主知识产权优势， 提升公司水溶

肥核心竞争力， 但对本期业绩不会产生

重大影响。

川投能源

提供委托贷款

川投能源（600674）今日公告称，为

保障四川新光硅业停产技改期间的银行

信誉和企业稳定， 公司拟向其提供9000

万元委贷资金， 其中5000万元由川投能

源提供，4000万元由控股股东川投集团

提供。川投能源表示，鉴于光伏行业复苏

的时机和前景尚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公

司此笔委托贷款存在一定风险。 为防范

和降低风险， 川投能源已要求新光公司

以其新光花园土地、渣场土地、职工公寓

14套以及新光工程公司机器设备等为该

笔借款提供反担保。

汇源通信

收到证监局整改函

汇源通信（000586）20日公告，公司

于近日收到四川证监局下发的《提示整

改函》，内容主要有：一、公司治理存在

风险。 主要表现在大股东明君集团派驻

的高管履职仅限于上市公司母公司，而

汇源通信的生产经营全部在子公司。明

君集团的不作为导致公司不能如期实施

资产重组， 目前的通信光缆业务经营面

临较大不确定性。二、对董事长授权不规

范。三、现金使用不规范。四、大股东未按

约定履行承诺。 明君集团之前三次承诺

或约定事项到目前为止尚未实现， 未见

到公司启动重组程序。 公司将按照四川

证监局的要求，制定可行的整改措施，并

在规定时间内向其报告整改方案。

成都商报记者 杨维波 李智

川股动态

中集H股首日高开近30%

�� “之前大家对于中集H 股上市比较乐

观， 基本认为开盘价格会在9.83港元的行

权价格之上”。一位私募人士表示，此前业

内比较认可的观点是， 中集B股股东大多

放弃了9.83港元的现金选择权， 因此在这

一价格卖出的可能性并不大。

另外，11月30日中集B停牌之后，上证

指数上涨近10% ，恒生指数上涨逾2.6% ，中

集集团（000039）A股涨幅更逼近18% ，这

些因素都为中集H 股“首秀”营造了一个

良好的氛围。果然，昨日12.6港元的开盘价

引来了一片惊叹。

出人意料的价格，自然引来了蜂拥而

至的卖盘。仅仅5分钟左右，中集集团H 股

的价格已经跌至11.5港元， 跌幅逼近9% ，

并在略微调整后继续下挫。截至收盘时报

收于11.22港元，下跌10.95% 。需要指出的

是， 在中集B此前停牌之时股价为9.70港

元，若按照昨日开盘价12.6港元来计算，涨

幅已经逼近30% ， 即使投资者在收盘前没

有卖出，11.22港元的收盘价较停牌前涨幅

也在15%以上。

成都商报记者注意到，相对于中集H 股

逾百亿港元的市值规模， 昨日近1.1亿港元

成交额并不算大。 对此上述私募人士就指

出，绝大多数持有中集H 股的资金已经深套

其中，真正受益的还是停牌前突击买入的资

金。交易软件显示，在中集B停牌前的11月

28日和29日成交额分别达0.87亿港元和1.1

亿港元。目前这批豪赌资金收获颇丰。

“B转H”难度不小

从经营正常的闽灿坤 B（200512）

突然面临退市危机开始，B股问题就被

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在缩股、重组等

方案陆续出炉之后， 中集集团提出“B

转H ”的创新方案，立刻受到了不少专

业人士的推崇， 但很多B股投资者却表

现得比较冷淡。 可是面对中集H 股上市

首日的惊艳表现， 不少B股投资者在网

上发帖呼吁， 希望相关公司效仿中集B

转赴H 股上市。

“虽然从表面规则上来看，很多B股公

司都符合转到H 股上市的条件， 但是真正

实施起来却有不小的难度。” 一位券商投

行高层表示， 中集的案例只是说明B股转

H 股这条道路可行。

根据港交所的规定， 中集B转H 所采

用的“介绍上市”要求并不算苛刻，比如

要求新申请人须具备不少于3个财政年度

的营业记录，过去三个财政年度盈利至少

5000万港元，市值最低达到2亿港元，以及

必须是香港联交所认为适合上市的发行

人及业务等等。

对此这位人士表示，除了达到最基本

要求外， 中集选择B转H 是很多因素共同

决定的结果。比如公司B股股本过大，通过

回购方式解决几乎不可能，再比如公司业

务比较国际化， 更容易受到H 股投资者认

可等等。由此可见，受到种种因素限制，B

股公司大范围转H 股的可能性并不大。

成都商报记者 李智

经过了前期大涨之后， 市场对银行

股的看法开始出现分歧。

融券者狂卖民生银行

本周前三天， 银行股一直处于不上

不下的尴尬境地。在此背景下，看空银行

股的声音也重出江湖。同花顺iFinD 统计

数据显示， 近期银行股融券卖出数量出

现井喷，而权重占沪深300指数前两位的

成分股———民生银行（600016）、招商银

行（600036）最为明显。

12月14日，民生银行发生5224万元

融券卖出， 较 13日的 2090万元增加

150% ；17日回落至3046万元后、18日再

次超过5000万元大关， 达到5208万元。

而在12月3日~12月13日的上涨过程中，

民生银行的融券卖出金额为1482~3628

万元。

同期， 招行的融券卖出增加更为明

显。14日， 招行发生6313万元融券卖出，

较13日的949万元暴增565% 。17日、18日

再次发生了融券卖出2660万元和7308万

元， 而12月3日和4日招行融券卖出还不

足千万元。

除了“两融”平台外，大宗交易平台

上也出现了看淡银行股的迹象。18日，工

商银行（601398）在大宗交易平台上发

出一笔价值2.42亿元大宗交易，成交价格

为4.11元，折价率0.24% 。这一金额不但占

工行当日二级市场交易成交额的50% ，而

且卖出方还是著名Q FII大本营之一的中

金公司北京建国门外大街营业部。

券商谨慎看待银行股

种种迹象引发了市场人士对银行

股、甚至大盘本轮反弹持续性的担忧。自

从11月底以来，银行股出现大幅反弹，并

带领沪指重上2000点、2100点两大关口。

民生银行本月以来上涨19.40% ， 招商银

行上涨18.56% 。

如果银行股能够继续稳扎稳打，那

么大盘很有可能会继续反弹， 但如果银

行股就此熄火， 本轮反弹夭折将是大概

率事件。

北京某策略分析师指出， 银行股这

一波上涨的原因有二： 一是估值已经很

低， 在本轮反弹前半数银行股已经跌破

净资产。 二是近期监管部门表态鼓励银

行资本工具创新，开发新的融资方式，从

而大大缓解了银行股股权融资的压力。

“现在的市场是双向交易，而且从A股历

史经验来看，受资金回笼影响，年末一般

没有行情。 因此融券者逢高做空也在情

理之中。但长远来看，基本面仍是决定股

价走势的最重要因素。”

而从券商刚刚发布的年度策略报告

来看， 大部分券商对银行股2013年的表

现持谨慎态度。在利润方面，大部分券商

认为银行业利润增速将放缓至7% ~8% 。

成都商报记者 王砚丹

中集集团H股首日高开近30%

“B转H”方案呼声高涨

昨日（12月19日），

在 中 集 集 团 H 股

（02039，收盘价11.22港

元） 首次亮相的一瞬间，

12.6港元的开盘价已经比

9.83港元的行权价高出近

30%。 初战告捷不仅为B

股转H股这一解决B股问

题的创新尝试迎来了不错

的开局，也让B转H的呼声

在B股投资者中高涨起来。

银行股看法现分歧

近期遭大举融券卖空

今年以来， 上市公司回购似乎比以

往任何时候都要密集。 从最早宣布回购

的宝钢股份开始，孚日股份、用友软件等

上市公司均推出了回购方案。 昨日（12

月

19

日

），康力电梯（002367）宣布回购

预案，股价强势涨停。不过涨停的背后，

交易数据却十分蹊跷。

康力电梯昨日发布回购预案称，公

司拟以不超过每股11元回购社会公众

股，回购资金不超过2.6亿元。公司预计可

回购2364万股股份，占总股本的6.21% 。

成都商报记者发现， 昨日康力电梯

现身大宗交易平台，成交333万股，成交

金额2404万元。值得注意的是，昨日这笔

交易的成交价格为7.22元，比昨日股票的

收盘价8.82元大约折价了18% 。交易的卖

方为海通证券上海江宁路营业部， 买方

为海通证券北京中关村南大街营业部。

根据大宗交易的相关规定， 交易价

格最低不能低于前一个交易日收盘价的

10% ， 而公司12月18日的收盘价为8.02

元，也就是说，这笔交易是按照规定的最

低价成交的。

蹊跷的是， 昨日康力电梯二级市场

成交量为1.16亿元， 而公司股票开盘不

久后就封死涨停，此后成交量萎缩严重，

截至收盘仍有119万股的买单封在涨停

价位。也就是说，股东没有选择在二级市

场高价出手， 而是选择通过大宗交易平

台白菜价甩卖，实在有违常理。

昨日龙虎榜数据显示， 大宗交易的

买方位列买1席位；而昨日在二级市场买

入康力电梯的资金集中度非常低， 其中

买2为一家机构席位，仅买入704万元，占

当日二级市场成交量的6% ；其他三个买

入席位均为游资席位。

卖方席位资金集中度则要高得多。

国信证券太原府西街营业部卖出3621万

元，占当日二级市场成交金额的31% ；而

大宗交易的卖方占据卖2席位，此外还有

一家机构席位卖出了983万元。

记者查阅康力电梯的大宗交易记录，

其实海通证券北京中关村南大街营业部

和海通证券股份上海江宁路营业部之前

就有过对手交易。 今年6月26日、7月2日，

海通证券股份上海江宁路营业部分别买

下对方600万股和130万股康力电梯股份。

不过， 这三次的交易是否有关联目

前还很难说。有分析人士表示，大宗交易

价格都是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的， 从昨

日的成交情况看， 从上市公司股东减持

方面可能说不通。

成都商报记者 杨维波

明星电力加价4倍

欲卖华西证券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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