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银都地产开发

5

年难见效益

刘宝林近亿投入陷无底洞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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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312

三泰电子

10

计划

10

股转增

10

股，

10

股派

1

元

600728

佳都新太

9.98

借壳重组方案终出炉

600076

青鸟华光

9.98

摘帽概念

002443

金洲管道

9.95

定增获批

600864

哈投股份

8.92

参股泛金融，出售有望获利

002188

新嘉联

9.98

002224

三力士

8.1

601218

吉鑫科技

10

600163

福建南纸

10.05

重组方案出炉，轻纺控股将转让

2.86

亿股

600853

龙建股份

8.14

601118

海南橡胶

5.73

000589

黔轮胎

A 9.94

橡胶板块联动

600623

双钱股份

10

橡胶板块联动

600368

五洲交通

9.94

涉矿一族，二次启动

600301

南化股份

9.96

重组预期，二次启动

600337

美克股份

10.04

有市场分析称业绩拐点年再推股权激励计划

300322

硕贝德

8.29 NFC

（近距离无线通信技术）相关消息刺激

受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复《浙江嘉善县域科学发展示范点建设方案》刺激

4100

万元收购浙江三达

30%

股权

受启动建设盐城风能与海水淡化产业示范园消息刺激

与俄罗斯天然气运输公司组建合资公司，受益中俄石油管道建设

泰国提出将三大产胶国限制出口量的政策延期一年，以抑制橡胶价格的暴跌

600008

首创股份

9.99

污水处理

600874

创业环保

10.04

污水处理，自来水供水等

600141

兴发集团

10.02

磷化工标的

信息来源：公开资料，使用前请先核对

在前一交易日大涨后，昨日A股盘面显得

散乱，唯独橡胶板块出现了整体上涨。

橡胶股齐发力

公开信息显示， 上周 （3

月

11

日

~3

月

17

日

），国内橡胶价格较前一周下降5.3% 。受东

南亚产地天然橡胶价格下跌、 化工原料价格

下降影响，橡胶价格五周累计下跌7.9% ，预计

后期橡胶价格将保持回落态势。

该消息无疑利好以橡胶为原料的轮胎制

造公司，昨日黔轮胎A（000589）、双钱股份

（600623）明显受到资金关注，两者分别大涨

9.94%和10% 。此外，风神股份（600469）、赛轮

股份（601058）等也同样在盘中表现了一把，

只不过尾盘时有所回落。

由于橡胶价格不济，泰国方面坐不住了。

据悉，泰国农业部部长近日称，泰国提出将三

大产胶国限制出口量的政策延期一年， 以抑

制橡胶价格的暴跌。资料显示，目前，世界最

大的橡胶生产国为泰国， 另外马来西亚和印

度尼西亚也位居前三， 三国的橡胶产量占全

球总产量的70% ，而这三国也将在4月10~12日

于普吉岛会晤商讨具体事项。有分析称，三大

产胶国一旦就限制出口政策达成一致， 有望

短期内提振天然橡胶的价格，A股的海南橡胶

（601118）将受益，该股昨日上涨5.73% 。

中俄合作概念股受关注

据悉， 从22日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

对俄罗斯、坦桑尼亚、南非、刚果共和国进行

国事访问， 并出席在南非德班举行的金砖国

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 由于俄罗斯与我国在

能源方面有着长期的合作，基于此，市场对涉

及的相关个股分外关注也在情理之中了。

本周， 外交部副部长程国平就曾公开透

露，中俄在俄罗斯对华增供原油、修建东线天

然气管道方面已经达成原则性共识， 取得了

突破性进展， 两国有望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

平访俄期间就此达成协议。

对此，有业内人士指出，以上能源合作对

中国的积极影响体现在很多方面。短期来看，

将会需要大量高端油气管道， 对金洲管道

（002443）、新兴铸管（000778）等龙头公司的

发展有促进作用， 昨日上述两只个股的涨幅

分别为9.95%和4.33% 。另外，有着西气东输概

念 的 广 电 电 气 （601616）、 荣 信 股 份

（002123）、航天晨光（600501）等，也同样有

被资金关注的潜力。

成都商报记者 赵阳戈

价格下跌+保价行动 橡胶板块昨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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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铁二局

发布2012年报

中铁二局（600528）今日披露年报，

2012年度完成营业收入666.11亿元，为

年度计划的 112.90% ， 较上年增长

11.91% ；实现净利润5.81亿元，较上年增

长11.05% 。值得关注的是，2013年公司计

划新签合同额774.7亿元，承揽工程任务

383亿元，实现营业收入672亿元，预计营

业成本637亿元。

四川美丰

投建双瑞能源

四川美丰（000731）今日公告称，公

司拟与中国石化四川天然气有限责任公

司共同投资设立四川双瑞能源有限公司

（暂定），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2000万元，

其中公司以自有资金现金投资6120万

元，占注册资本的51% 。公司称这是公司

未来积极涉足清洁能源领域的一项重要

工作， 双瑞能源主要从事液化天然气的

加工、运输和销售。

吉峰农机

遭股东减持

吉峰农机（300022）今日公告称，公

司接到持股5% 以上股东西藏山南神宇

三农发展有关减持股份的通知，其于3月

20日~3月21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

交易系统累计减持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1202万股，占公司总股本3.36% 。

中国石油

去年净利润1153.26亿元

中国石油（601857）今日披露年报

显示，2012年实现营业额21952.96亿元，

同比增长9.6% ；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净利润1153.26亿元，同比下降13.3% ，主

要受进口天然气数量增加及进销价格倒

挂、 国内成品油价格宏观调控等因素综

合影响。中国石油还预测，2013年世界经

济有望温和复苏， 能源需求预计保持刚

性增长。

成都商报记者 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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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股新升浪再起

《每经投资宝》周六为您详解投资机会

核心

提示

今日交易提示

CDTV-2财经视点

每日为您保驾护航！

公司简讯

《每日经济新闻》是一张面向全国发行的财经日

报，周一至周五出版。成都各报摊有零售。

订报电话：

028-86740011

。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

今日《每日经济新闻》报。

昨天，沪指三连阳，进一步确认了止跌

反弹的趋势。量能没有继续展开，不过是大

涨之后的强势整理， 后市股指向上依然可

期。昨天涨幅最大的板块为节能环保，其中

尤以水处理股表现突出。 在民众日益关注

生活环境和质量的今天， 环保概念的兴起

绝对不是昙花一现， 而是贯穿全年甚至更

久的炒作主题，值得投资者倍加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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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晚上的嘉宾是钟旭、任劲、陈勇。

黄金1550美元/盎司的两年支撑现

在看来依然有效。 欧元区的地雷再次引

爆，塞浦路斯成为新的风险引爆点。避险

情绪使得黄金短期有望试探1600美元/

盎司一线。成都电视台第二频道3月11日

起， 周一至周五每天9:00～9:30，《财富

投资人金银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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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在周三大涨之后， 昨天却有些

疲软的感觉，沪指仅仅涨了

6.87

点，最终

以

2324.24

点收盘，日

K

线收出阳十字星，

同时成交量也略有萎缩。 难道刚刚展开

的反弹，就此完结了？

仅以昨天大盘的表现作出反弹夭折

的判断，似乎为时尚早。毕竟，每当收出

单日大阳线之后， 次日收十字星是非常

正常的事情。而今日大盘究竟如何表现，

才是决定未来走势的关键。首先，今天是

周五，对于多空双方而言，一般不会轻易

向另外一方作出让步。也就是说，如果机

构更看好后市，那么周五往往不容有失，

即便容许短线的调整， 关键技术点位也

不能跌破。对空方而言，则更是要占据主

导地位， 持仓过周末还是需要一定心理

承受力的。所以，在刚刚出现反弹之后的

首个周末来临之前， 多空双方必然会展

开比较激烈的争夺。

而说到多空的激烈争夺，其实周四

在股指期货市场上，多空阵营已经出现

了比较引人注目的异动。从中金所公布

的持仓情况来看，昨日光大期货在主力

IF1304

合约上 ， 一方面减持

1790

手多

单，同时增持

1309

手空单 ，这一举动值

得大家警惕。据我观察，近一段时间以

来， 光大期货在做空上时间把握得较

好， 往往能够在调整前提前布局空单。

与之对应的是，永安期货作为多方的主

力，昨日在

IF1304

合约上增仓

1082

手多

单，这也是很难得的，因为在周三的大

涨行情下，永安期货当天也只是增仓了

274

手主力合约多单， 昨天行情窄幅震

荡，却大举增仓过千手多单，难道是坚

定看好后市？

总体而言，我认为今天的行情将非

常关键。如果多方能够顶住压力 ，继续

放量冲高的话，那么将对反弹行情的延

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不排除下一阶段

向前期高点进发的可能。但是 ，如果今

天行情继续萎靡而且缩量的话，那么反

弹的力度可能要大打折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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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证综指昨日以2318.20点小幅高开，全

天围绕前一交易日收盘点位窄幅波动。 盘中

沪指摸高2330.81点，探低2311.60点，尾盘收

于2324.24点，较前一交易日涨6.87点，涨幅为

0.30% 。

深证成指涨8.32点至9326.29点， 涨幅为

0.09% 。

沪深两市逾1700只交易品种上涨， 明显

多于下跌数量。不计算ST个股和未股改股，两

市18只个股涨停。

权重指标股表现不一。 总市值排名前30

位的个股中， 前一交易日涨停的中信银行当

日又出现4.65%的较大涨幅。

沪深两市分别成交1048亿元和940亿元，

总量较前一交易日小幅萎缩。

昨日市场缺乏明显热点， 大部分行业板

块上涨但整体涨幅均未超过1% 。供水供气、造

纸印刷、石油燃气三板块走势相对较强。贸易

服务、煤炭、房地产等板块逆势告跌，不过幅

度十分有限。

沪深300指数收报2614.99点， 涨4.81点，

涨幅为0.18% 。10条行业系列指数中，仅有300

金融小幅下跌。300信息涨幅最大，为2.89% 。

沪深B指双双延续反弹。 上证B指收报

269.04点，涨0.53点，涨幅为0.20% ；深证B指涨

2.51点至806.33点，涨幅为0.31% 。

经过前期震荡调整后，A股连续两个交易

日反弹，显示市场情绪明显改善。不过在通胀

压力、IPO 重启等诸多不确定性因素仍存的背

景下，A股短期或仍将延续震荡格局。

新华社

■

红利发放日

恒基达鑫

10

派

1.5

元。

■

除权除息日

兴民钢圈

10

派

0.3

元，

10

转增

10

股。

■

召开股东大会

瑞茂通、同力水泥、国统股份、大元

股份、香江控股、亚星化学、天房发展、兰

太实业、敦煌种业、宏达矿业、宏源证券、

冀东装备、东港股份、昆明机床、渝三峡

A

、英力特 、武钢股份 、中发科技 、南京

港、华昌化工、泰尔重工、四维图新、瑞普

生物、汤臣倍健、迪森股份。

成都商报记者 周婷婷

昨日，大盘呈现横盘震荡走势，环保股全

线飘红成为盘中的一大亮点， 其中， 创业环

保、首创股份两只个股涨停。“每经投资宝·天

天赢家”近日持续聚焦环保股投资机会，并将

在本周六举行“研究员面对面”活动的环保

行业投资机会专场。

环保股全线飘红

创业环保涨停！ 首创股份涨停！ 中原环

保、兴蓉投资、碧水源、新纶科技等个股涨幅

都超过6% ，环保类个股几乎全线飘红，这是昨

日市场的一大亮点。同时，多数环保股呈现新

一轮的上涨态势。

美丽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未来一

段时间的发展方向， 也是当今中国社会各界

关注的重大话题。“每经投资宝·天天赢家”

自今年1月以来持续提示环保股机会， 同时，

昨日报道前公募“一哥”王亚伟青睐环保股。

尽管环保行业前景广阔， 但到底哪些环保行

业上市公司掌握着核心技术呢？ 这就有待专

业人士的深度挖掘了。

LNG汽车是另类“环保股”

“天天赢家”于2月26日报道了“LN G 汽

车是另类‘环保股’”，相关个股自报道以来

表现不俗。“天天赢家”当日报道称，全国不

少地方仍有雾霾天气，据媒体报道，今年“两

会”的“1号”提案或聚焦雾霾天气治理。《每

经投资宝》前期曾提示，汽车尾气是造成雾霾

天气的重要原因,“天天赢家”认为，除提高油

品排放标准外，使用LN G

（液化天然气）

汽车

可以接近零排放，LN G汽车可谓是另类“环保

股”。同时，“天天赢家”重点指出，从事LN G

加气站运营的有惠博普， 从事LN G 生产的有

广汇能源等。自2月26日报道以来，惠博普涨

幅超过30% ，广汇能源涨幅也超过15% 。

如果您也想更及时地把握市场脉搏，第

一时间掌握市场主流热点，请赶快加入到“每

经投资宝·天天赢家”大家庭中来吧。

成都商报记者 樊国栋

突遭证监会立案调查

SST

华塑昨跌停

原 本 就 是 非 不 断 的 SST 华 塑

（000509），如今似乎又一次“摊上大事

儿”了，因公司涉嫌违反证券相关法律

法规，被证监会立案调查。

昨日早盘，SST华塑的表现还一切

正常， 在大盘小幅震荡的背景下出现了

小幅上涨，下午开盘后却风云突变，面对

大量资金蜂拥出逃， 股价也快速下挫并

最终跌停。 而引发这戏剧性一幕的正是

一则午间的临时公告。

SST华塑在昨日上午11点40分左右

发布公告称，2013年3月21日，公司接到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通知

书，因公司涉嫌违反证券相关法律法规，

根据有关规定，公司被立案调查。由于公

告并未披露更多信息，SST华塑为何被立

案调查尚不得而知。

成都商报记者 李智

市场热点

也许在不少股民心目中， 狄马克俨然已

经成为A股新股神。 尽管远在大洋彼岸的美

国，但狄马克近来对于A股的数次“把脉”可

谓精准。19日， 股市拐点指标创建者、M arket�

Studies总裁狄马克预言：上证综指将于本周创

下2013年新低， 并且在20日、21日出现反转。

神奇的是， 就在狄马克发声之后，A股应声启

动，上证综指创出调整以来的最大单日升幅。

“股神再次精准测市” 的言论由此愈发甚嚣

尘上， 其早间发布的预测邮件也被各大网站

争相转载。

此外，去年12月4日，他准确预测了上证

综指的逆转。当时他认为，上证综合指数将在

未来9个月上涨48% ， 该指数跌破1960点意味

着卖盘能量已经耗尽。“每个人都不看好上证

综合指数……现在是最完美的逢低建仓良

机， 因为最后一个空头已经卖出了他的股

票。”他在给客户的信中写到。今年2月6日，狄

马克再度表示，上证综合指数将调整8%左右，

在下跌至2230点至2250点后便会反弹。 该指

数周二收报2240.02点，刚好下跌8% 。

凭借这三次神奇预测， 狄马克在一些股

民心中已然确立了新一代股神的地位。

自从1971年开始投资生涯以来， 狄马克

服务过很多大名鼎鼎的投资大鳄， 比如华尔

街传奇投资人保罗·琼斯以及莱昂·库珀曼。

他还是斯蒂文·科恩和索罗斯等知名对冲基

金经理最推崇的技术分析师之一。

东方证券上海新川路营业部总经理、原

首席策略师段军芳称，狄马克指标(D M K I)的

基础是对超买和超卖指标的判断。 就其判断

的关键来看， 它不是简单地看超买与超卖的

具体值， 而是评估这种超买与超卖所经历的

时间。利用这一指标方法，可以获得考虑了时

间周期效应的具体卖压与买压值， 进而判断

证券价格的运动。

虽然所有的指标可以是客观的， 但判断

却是主观的，狄马克指标也是如此。尤其是考

虑到市场中的投资者时， 他们的投资预期都

会随着信息输入的不同而做出调整， 因此造

成任何公开的指标预测“定式”一旦普及都

会变得无效。

成都商报综合上海证券报

洋股神受A股股民追捧

民生证券邹建

市场需要一根大阳线

昨天沪深两市在环保、触摸屏等板块带

动下，再次收红。从盘面上看，继周三大涨之

后，周四金融股基本全线退潮，板块上涨并

不明显，但龙头股中信银行（601998）继续保

持王者风范，继续上涨4.65% ，创今年以来的

新高。除此之外，市场热点更多地集中在环

保、触摸屏等题材类个股上，热点转化太快

或影响行情发展的深度。中信银行作为金融

股的标杆应该继续发挥起作用，带动整个银

行、保险、券商等金融板块的上涨。不过，从

量能上看，昨天沪市1047亿元的成交额虽比

前天1139亿元有所缩量，但量能还是比较理

想的。从K线形态上看，大盘连续收出了三根

阳线， 如果市场要保持比较好的进攻形态，

最好的结果就是再拉一根大阳线彻底激活

人气。从操作上看，市场热点层出不穷，可操

作性很强。

长江证券李华楠

强势已经回归 后市震荡走强

周四市场延续强势，全天呈现特点为：权

重休整蓄势，题材炒作升温。从技术分析的角

度而言， 沪指全天能稳在2300点上方进行震

荡是对周三长阳突破引发的转市信号初步确

认。从资金流向来看，权重虽整体回落休整，

但银行仍录得机构资金净流入， 说明周三启

动强势反弹的资金流入具备较好的延续性。

因此，市场在短期震荡整固后还将持续走强。

除了经济复苏的逻辑修复前景继续乐观外，

支撑市场走强的其他信号也在逐步明朗。其

中之一就是股指期货的空方优势已经大幅消

减， 目前已经回落到自1949点至2444点逼空

期间的低位水平。 另外一个就是强势美元因

素对市场的压制正在改善。 美元指数近期已

经出现明显滞涨， 后期有望开展数周的回落

整理。 这将有助于前期追逐强势美元的资金

加速回流，对市场的流动性注入新的支撑。因

此， 短期震荡正是投资者逢低布局的良好时

机。看好受市场走强催化的券商股，和行业景

气度明显改善的4G股。

成都商报记者 周婷婷

分析师说

今天很关键

民生银行（600016）的连续大涨，让

名人史玉柱在大赚数十亿的同时， 更受

到了不少投资者的追捧。如今，民生银行

200亿元可转债正式发行，早已尝到甜头

的史玉柱在微博上高呼“不全额认购有

点傻”。另外身为第一大股东的新希望，

也如约拿出15亿元进行认购。

成都商报记者注意到， 史玉柱旗下

的上海巨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

称巨人网络

） 出现在网下配售名单中。

根据民生银行公布的《机构投资者网下

A类申购获配情况明细表》，巨人网络的

退款金额高达16.65亿元， 同时获配

35168手，按照每手1000元计算，史玉柱

网下获配金额3500万元左右。

从民生银行公告来看， 新希望网下

动用了3.2亿元申购，不过由于竞争太过

激烈，仅仅获配6620手，约合662万元。

其实， 看好此次民生银行可转债投

资“钱”景的大有人在。本次民生银行A

股可转债发行， 是历史上首次将网下向

机构投资者发行部分设置A /B类申购，原

A股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其网下A

类申购、网下B类申购和网上发行预设发

行数量比例分别为50% ：25% ：25% 。 结果

显示，网下A类配售共有218家机构认购，

B类共有943家机构认购。 网上向社会公

众投资者、 网下机构投资者配售A类和B

类的配售比例分别为 0.37% 、0.41% 和

0.37% 。中签率均低于2010年发行转债的

工行0.82% 、中行1.89%的中签率。根据业

内人士测算， 考虑网下申购只需付申购

数量20%的定金， 再加上网上认购量，民

生银行转债吸引的申购资金可能超过

3000亿元。

成都商报记者 李智

民生转债申购受捧

史玉柱

17

亿网下仅抢获

3500

万

权重蓄势 沪深股市昨小幅收红

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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