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川股动态

■

股权登记日

长征电气

(600112)10

派

0.05

。

■

转增上市日

保税科技

(600794)10

转增

10

。

■

召开股东大会

赤峰黄金

(600988)

、永鼎股份

(600105)

、

中航电子

(600372)

、酒鬼酒

(000799)

、准油股

份

(002207)

、中科英华

(600110)

、金健米业

(600127)

、 沧州大化

(600230)

、 苏州高新

(600736)

、

*ST

大 通

(000038)

、 西 藏 矿 业

(000762)

、 利欧股份

(002131)

、 西部材料

(002149)

、 江山化工

(002061)

、 云铝股份

(000807)

、 莱茵生物

(002166)

、 国创高新

(002377)

、 浙 江 美 大

(002677)

、

ST

南 江

B

(200160)

。

成都商报记者 周婷婷

在相继推出 “每经投资宝·投资快

讯”、“每经投资宝·天天赢家”、“每经投资

宝·每经特供”三款投研产品之后，《每经投

资宝》产品家族新成员“每经投资宝·股东

大会实录”华丽登场。目前随着调研的深入，

人福医药（600079）、南国置业（002305）、

武汉控股（600168）、鼎龙股份（300054）、

和邦股份（603077）五家公司的调研实录已

正式上线发布。

上市公司股东会， 历来都是近距离了

解上市公司并与上市公司高管面对面沟通

的最佳时点，平时难得一见的公司核心管理

层，届时均会准时出席，并在股东会上与投

资者沟通交流。从过往经验来看，年度股东

大会往往会传递出众多上市公司的核心价

值信息，透漏出公司对行业未来的展望以及

今后的运营理念， 如果能获取这些信息，毫

无疑问有利于投资者的市场操作。

“每经投资宝·股东大会实录”收费标

准分为三挡， 其中白银级读者3000元/年、

黄金级读者2万/年，钻石级读者则为10万/

年， 其中白银级读者最多可以阅读15家上

市公司的股东大会实录， 黄金级读者最多

阅读200家上市公司的股东大会实录，而钻

石级读者则可阅读1000家上市公司的股东

大会实录， 不同收费标准涵盖不同信息容

量， 以精确满足客户对上市公司调研数量

上的需求。

除按权限阅读股东大会实录外， 各级

会员均可针对上市公司进行提问， 然后由

每经研究院进行重点筛选汇总， 再向相关

上市公司求证后统一录入股东大会实录。

除此之外， 黄金级读者与钻石级读者还将

享有参加与每经研究员进行直接沟通活动

的增值服务。同时，黄金级会员可免费获赠

一年期“每经投资宝·天天赢家”一份，而

钻石级读者则可获赠5份一年期“每经投资

宝·天天赢家”。

辞旧岁，迎新朝，共同期待蛇年股市金

蛇狂舞，《每经投资宝》 愿在新的一年里与

众多投资者共同收获丰硕果实，精彩内容不

容错过，敬请关注《每经投资宝》旗下系列

产品。

成都商报记者 樊国栋

网络安全最近成了热门词，其不但是今

年央视 “3·15” 晚会被广为猜测的主角之

一，而且还跟美国在网络安全方面不断强硬

的态度有关。那么，在这个大背景下，市场资

金会作何打算？

网络安全受关注

近日，一年一度的“3·15”时刻牵动着

消费者的心绪，公开信息显示，网络消费、食

品安全、房屋中介、汽车等百姓关注的消费

热点将会是今年关注的热点领域。据悉，3月

11日发布的《2012年度中国电子商务用户体

验与投诉监测报告》 显示,2012年十大网络

购物热点投诉问题中，“账户被盗” 投诉比

例达15.7% ，仅次于环保补贴。由此可见，网

络安全日益成为市场焦点。

实际上， 网络安全已经是个全球性的问

题，此前中美黑客说战就充分说明了这点。而

另据公开信息， 奥巴马及美国官员近日不断

强调网络威胁， 奥巴马的国家安全顾问多尼

伦甚至直接呼吁中国停止网络盗窃。 以上种

种背景，都给了炒家一个制造热点的机会。

实际上， 似乎已经有资金注意到了这

点。从昨日盘面来看，卫士通（002268）盘中

已遭到资金的关注，股价几波上拉一度上涨

6.46% ，其他如启明星辰（002439）、立思辰

（300010）盘中也有类似情况。网络安全概

念是否会成为今日的主角，我们拭目以待。

摘帽行情亮眼

除了网络安全之外，昨日还有一个概念

走势令人羡慕，那就是摘帽概念。

从盘面上看，四川金顶（600678）、北人

股份（600860）、西藏珠峰（600338）、波导

股份（600130）等个股，昨日均遭到了资金

的狙击， 而它们无一例外都属于摘帽概念。

龙虎榜数据显示，介入四川金顶的全部都是

游资，其中华泰证券南京六合板门口营业部

位居前列，买入资金280.81万元。

“这个行情都是西藏珠峰带出来的”，

某市场人士告诉成都商报记者，西藏珠峰在

摘帽前就接连涨停，摘帽后照样“一字”涨

停， 这样的表现大大刺激了市场的神经，资

金进而挖掘其他概念个股也就不足为奇了。

成都商报记者注意到，其实即将获得摘帽的

也不在少数，比如说*ST四环（000605），该

公司已经在2月份向交易所申请撤销对公司

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特别处理，且

尚在进行中的重大资产重组已明确为滨海

水业借壳，具有一定的确定性。又如ST科龙

（000921）， 公司在1月份已发布业绩预告，

预计2012年净利润同比增长200% ～250% ，

每股收益0.5元～0.59元， 同样有着摘帽潜

力，就连中信证券和国金证券都曾在2012年

年底和2013年年初，分别发布“增持”和“买

入” 的研究报告以示看好。“最近市场热点

相对较少，摘帽概念还是受认可的”，上述市

场人士称。

成都商报记者 赵阳戈

空军稍息 A股本周首度立“正”

沪指、深成指连续5日下跌后，周四分别微涨0.28%和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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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证券徐轲

市场已投靠“空军” 建议战术撤退

市场走势是一个时间连续的过程， 任何

突发事件都不会改变市场自身运行规律。春

节过后大盘的走势告诉我们短期已经见顶，

无论房地产调控政策出台与否， 市场都已经

投靠了“空军”。随着一季度经济数据出台，

市场发现前期的躁动并没有强劲的支撑，

“两会”结束后政策将进入真空期，题材、故

事都将难以为继。 纵观中国股市过往10多年

的表现，2、3季度表现均差强人意。行业方面，

2、3季度主要偏向防守如餐饮旅游、商业零售

等。 从技术层面分析， 上证指数短期内将在

2200～2300点区间波动，指数看似下行不多，

但是很多个股将迎来主跌。操作策略上，由于

前期已经大幅减仓，我们已是进退有度，在短

期维持震荡下行、 中期不改向上的思路下建

议融券做空指数，以对冲个股下行风险。对于

深套的投资者，尤其是像持有钢铁、高速等无

弹性行业个股的投资者， 建议关注ET F的换

购机会，唯有如此才能看到资产保值的希望！

民生证券邹建

短期内周期股走势成关键

市场在经过连续5天的下跌后， 昨天迎

来了喘气之机，中小板指和创业板指明显强

于沪深两市主板指数走势，说明在资金有限

的情况下， 小盘股成为短期资金的活动重

点。但小盘股的走势是左右不了市场主体人

气的。与小盘指数相比，昨天的沪深两市主

板指数多少显得相当沉闷，这种沉闷不仅体

现在热点乏善可陈上，也体现在成交量的低

迷上。不过尾市工商银行、农业银行等走强

也带动了其他部分周期类个股如煤炭股的

走强，正是因为周期性个股的走强才使得大

盘勉强以红盘报收。但银行、资源这两大板

块要继续走强，必须有相关的利好消息出来

刺激股价，比如美元指数大跌，Q E量化宽松

加码等等，但这类消息在短期内要出来具有

相当的难度，而在目前的成交量下，现有资

金要托起大盘股有些困难。因此后面市场难

免出现继续寻底的走势，仓位不重的投资者

不妨继续观望。

成都商报记者 周婷婷

昨日上证综指以2255.78点小幅低开，全

天围绕前一交易日收盘点位窄幅盘整。 尾盘

沪指收报2270.28点， 较前一交易日收盘涨

6.31点，涨幅为0.28% 。

深证成指涨14.03点至9087.25点，涨幅为

0.15% 。

沪深两市超过1300只交易品种上涨，略

多于下跌数量。 不计算ST个股和未股改股，

两市15只个股涨停。

权重指标股表现各异。 总市值排名前30

位的个股中，兖州煤业涨停，长城汽车涨幅也

超过了5% ；贵州茅台逆势跌逾2% 。

在投资者心态日趋谨慎的背景下， 沪深

两市成交在前一交易日基础上继续萎缩，分

别为692亿元和612亿元， 总量降至1300亿元

附近。

昨日市场缺乏明显热点。通信、煤炭、日

用品、银行等板块走势相对较强。受龙头股贵

州茅台拖累，酿酒造酒板块跌幅领先。

沪深300指数涨6.79点至2534.27点，涨幅

为0.27% 。10条行业系列指数中7条上涨，300

电信涨幅达到3.34% ；300材料逆势出现1%以

上的跌幅。

沪深B指随大盘双双反弹。上证B指收报

262.87点，涨1.28点，涨幅为0.49% ；深证B指收

报797.92点，涨7.98点，涨幅为1.01% 。

经过连续五个交易日的持续调整之后，

A股做空动能减弱。 在各种利空因素影响逐

渐淡化的背景下，沪深股市温和反弹。

新华社

昨天， 大盘终于终结了连续

5

个交易日

的下 跌 ， 最 终 上 证 指 数 小 涨

6.31

点 ，以

2270.28

点报收，这总算让多头看到了一些希

望。然而，昨日这种微弱的反弹，还是让人感

到有些压抑，毕竟跌了那么多天，才涨了不

到

10

点，让人不敢对后市有太高的奢望。

其实，昨日的反弹应该是在意料之中，

毕竟五连阴后， 股指收红的概率本身就比

较大。但是，从昨日的盘面看 ，却暂时没看

到主力机构有多强的信心。首先，盘面没有

比较明显的领涨板块，热点极为散乱。涨幅

前列的个股 ， 多是游资炒作的题材股 。因

此，这样的反弹难以激发市场人气 ；其次 ，

昨日成交量继续萎缩， 沪市单边成交金额

只有

692

亿元 ，创下今年以来的地量 ，这表

明资金依然在场外观望。

那么，在终结五连阴之后，行情将如何

运行？我认为，有几个不利因素依然需要市

场进一步消化。首先，昨天提到消息面比较

复杂，比如证监会主席的人选问题，现在郭

树清离任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一旦换新人

来，那么郭树清所主导的一系列政策革新能

否持续推进，就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其次，

美元走势持续强劲，新高不断，这对股市也

较为不利。 而纽约股市在连续创出新高之

后，还能不能维持强势也是一个问题；另外，

今天民生银行发行

200

亿元可转债， 这对市

场资金面的压力不容忽视；最后，今天是“

3

·

15

”这个特殊的日子，说不定空方正随时准

备对某些个股出击呢。

当然， 短期来看也还是有利多因素的，

比如昨日

A

股收盘后，港股止跌回升，恒生指

数和国企指数均见底反弹，如果这能传递到

A

股市场，或许能对行情有所帮助。不过，总

体而言，我还是更倾向于行情维持继续震荡

的判断，操作上也建议继续维持谨慎。

（张道达）

道达邮箱：

daoda@263.net

根据国家有关部门的最新规定，本手记

不涉及任何操作建议，入市风险自担。

终结五连阴

昨天， 沪指终结五连阴以地量小阳

报收，是下跌中继？还是止跌企稳？目前

来看，二浪的调整幅度接近200点，时间

接近1个月。从这两点来看，基本上满足

二浪调整结束的条件。 虽然目前还不能

确认已经见底， 但实际上已有调整接近

终结的意味。今天是“两会”结束前的最

后一个交易日， 历史上这天下跌概率较

大，同时又恰逢期指交割、“3·15”等多

重时间窗口影响， 近期股指可能还有反

复，但今年是蓝筹行情，所以我们坚信指

数向上是主基调，大盘无忧的前提下，精

选个股才是每个投资者的课题。

C D T V - 2财经节目以一以贯之的专

业、 准确和深入， 继续服务广大股民观

众。周一至周五，每天中午12：00、晚上

18:00《吕冲说市》两档节目邀请著名证

券分析师透彻解析大盘、详说板块、精研

个股， 在迷雾重重的行情中为您正本清

源。

量化宽松是否提前终结， 黄金白银

走势扑朔迷离。货币之争此起彼伏，商品

多空转化莫测。成都电视台第二频道3月

11日起，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9:00- 9:30，

《财富投资人金银天下》 节目开启贵金

属投资资讯平台， 为您提供影响贵金属

走势的新闻资讯、交易技巧，请您关注。

CDTV-2财经视点

每日为您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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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钱寻踪

昨日部分牛股上涨动力一览表

代码 简称 涨跌幅（

%

） 上涨动力

000797

中国武夷

9.97

600

亩通州土地货真价实

600336

澳柯玛

10.02

拟

10

转

10

600338

西藏珠峰

9.96

摘帽概念

600130

波导股份

9.94

摘帽概念

600860

北人股份

9.95

摘帽概念

600678

四川金顶

10.07

600110

中科英华

9.98

600620

天宸股份

8.01

600680

上海普天

9.98

收购日本

YKC

株式会社所持上海山崎电路板有限公司

56%

股权

300143

星河生物

6.08

002268

卫士通

4.54

002012

凯恩股份

10.08

电解电容器纸反倾销措施期终复审

600864

哈投股份

10.00

拟售民生银行、方正证券股票

002168

深圳惠程

6.24

聚酰亚胺隔膜锂电池有望投产

600303

曙光股份

10.11

政府补贴令去年扭亏

002080

中材科技

8.25

中国国防工业最大的特种纤维复合材料配套研制基地

000523

广州浪奇

4.09

广州国际金融城规划

+

南沙新区规划

000605 *ST

四环

5.03

扭亏为盈，申请摘帽

600828

成商集团

9.54

股东大会利好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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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投能源

董事辞职

川投能源（600674）今日公告称，3月

13日公司董事会收到公司董事曾强国先

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曾强国先生因工

作原因辞去公司董事职务，公司称将尽快

完成董事空缺的补选和相关后续工作。

兴蓉投资

推高送转预案

兴蓉投资（000598）今日披露的年

报显示，2012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1.52

亿元，较上年同期

（调整后）

增长9.69%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26亿

元，较上年同期

（调整后）

增长21.18% 。公

司称根据实际情况，2012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为每10股派送现金股利0.5元

（含

税）

，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10股。

金宇车城

公司一地块或被收储

金宇车城（000803）今日公告称，根

据《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南充市城市总

体规划的批复》，当地政府拟将公司位于

嘉陵区春江路的土地予以收储， 进行整

体规划、开发。公司称将配合政府做好土

地收储工作， 由于上述事项的可行度尚

需根据专业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及

收储各方具体商谈情况再另行确定，故

该事项尚无定论，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ST浩物

重大事项停牌

*ST浩物（000757）今日公告称，公

司于3月14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天津市浩

物机电汽车贸易有限公司通知，其正在筹

划可能涉及上市公司的重大事项，由于该

事项处于讨论咨询阶段，存在重大不确定

性，且预计难以保密。根据有关规定，公司

股票将于2013年3月15日起停牌。

成都路桥

去年净利润增35.86%

����成都路桥 （002628） 今日公告称，

2012年公司完成营业收入39.4亿元，同

比增幅54.40% ； 实现净利润2.6亿元，同

比增长35.86% 。另外，成都路桥还预测今

年1～3月净利润同比增长50%～80% 。

新都化工

签订投资协议

新都化工（002539）今日公告，为进

一步发挥公司产业链及全线产品的竞争

优势， 公司于3月8日与河南省宁陵县人

民政府签订了《投资协议》，并于3月9日

与其签订了《投资协议补充协议》。公司

拟在河南省商丘市宁陵县投资设立注册

资金为人民币1亿元的全资子公司 “嘉

施利

（宁陵）

化肥有限公司”。

硅宝科技

去年净利增22.23%

����硅宝科技（300019）今日披露的年

报显示，2012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72亿元，同比增长9.56% ，实现净利润

6146.66万元，同比增长22.23% ；利润分

配预案拟定为10股转6股，10股派2.5元。

同时公司表示今年第一季度， 公司业绩

延续持续增长的良好势头， 有机硅室温

胶产品在下游终端行业得到广泛运用，

预计净利润同比增长30%～50% 。

成都商报记者 李智

“股东大会实录”正式上线

力助投资者足不出户把握价值信息

每经投资宝咨询热线：

028-86660288

每经投资宝官方邮箱：

ttyj@nbd.com.cn

每经投资宝官网：

touzibao.nbd.com.cn

本周大盘表现疲软，下周限售股解禁却

高达35.34亿股，解禁市值达342.78亿元,相较

本周的90.59亿元骤增近3倍。 共有涉及多达

23只个股的首发原始股东解禁，而本周调整

幅度较大的中小板和创业板更将是限售股

解禁的“重灾区”，相关个股或面临较大抛

压,投资者需引起警惕。

解禁市值骤增278%

����同花顺iFinD 数据统计显示， 下周两市

将有涉及35只个股的35.34亿股限售股解禁，

较本周13.90亿股的解禁量环比增加154% 。

若以昨日收盘价来计算，两市下周限售股解

禁市值为342.78亿元， 较本周解禁市值环比

骤增278.4% 。解禁股中，沪市将有涉及5只个

股的18.94亿股限售股解禁，解禁市值为84.2

亿元； 深市则有涉及30只个股的16.4亿股解

禁，解禁市值为258.6亿元。相比而言，下周深

市将面临较大的解禁压力。

从限售股解禁类型来看，下周主要的解

禁力量来自于首发原始股东限售股和定向

增发机构配售股。 其中， 涉及23只个股的

20.97亿股首发原始股东限售股解禁，占下周

解禁总量的59.3% 。涉及5只个股的13.50亿股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解禁，占下周解禁总量

的38.2% 。

华映科技5.52亿定增股解禁

下周将有23只个股的首发原始股东解

禁，从具体个股解禁情况来看，亚太药业、伟

星新材、康奈特、古越龙山、龙江交通、吉林高

速6家公司将实现全流通。 另外华映科技、七

星电子、茂硕电源、中能电气、聚飞光电、内蒙

华电的解禁限售股占其流通股本比例超过

100% ，解禁后其流通股将面临较大扩容。

投资者应当特别关注华映科技的定增

解禁，其5.52亿股定向增发机构限售股将于

3月18日上市流通，解禁市值101亿元，解禁

股东为控股股东中华映管(

百慕大）

49576万

股、 中华映管

（纳闽）

3004万股、 福日电子

2616万股。记者注意到，华映科技的解禁数

量占流通股本比例高达386% ， 而当时的增

发价格仅为4.36元/股， 且进行过2次分红，

相比昨日18.33元的收盘价，3家定增股东浮

盈丰厚，投资者需留意定增机构解禁后的减

持风险。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王硕秋

下周两市解禁市值环比骤增近3倍

警惕股东减持风险

今日交易提示

三维丝净利下滑七成

控股股东窗口期前减持

350

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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