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简讯

核心

提示

成都商报记者 赵笛

24

证券

2013年9月16日 星期一

编辑 彭水萍

美编 黄郁金

官方微信

���cdsb86612222

官方微博

���

新浪微博：

@

成都商报

腾讯微博：

@

成都商报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商报电子版

www.cdsb.com

房屋租售
●售簇桥旺铺全产13882096115
●花牌坊写字楼招租69158767城
北商业体招餐饮娱乐69157222
●清盘售住房1880元/㎡ (限10套)
商铺3800元/㎡起028-87860666园林出售土地转让
●转双流彭镇百亩园林82783617写字间租赁
羊西写字楼招租18980882511

●梁家巷写字间28元起86927793
●人民南路省体育馆华宇蓉国府

甲级写字楼现房优租85589888
●科华北路宏地大厦租85242558
●金竹大厦290平租13658096343营业房
●丽都路万平商业房西御街旺
铺招18086852427、13348845278酒楼·茶楼转让
●急转酒楼2千平15308047940
●酒楼转让武侯大道外双楠1000
平米中餐茶楼13778973739吴
●黄金口岸茶/浴足13881943067
●降2千万低售酒店13880341588
●武侯大道商务酒店低价
急转13880926028
●三圣乡红砂村3000平农家乐转
价议18384111936,13518180097
●南500平茶转或租18200225014
●富侨1000平转让18328658515

●金牛3层酒楼转让18781975802
●东精装茶坊低租13348879200
●太升路旅馆转让18982276749
●交大2千平KTV转15881144035餐馆转让
●专业为你找铺转铺面66995072
●专业为你装修铺面66098136
●青龙场老火锅转13666127880
●金口岸旺餐急转13982237714
●东西河旺铺500转13981979510
●茶店子东街面馆急转，水电气齐
全，中午免谈13908201961
●解放路餐饮旺铺转让330平，
18010681237张，13730617769马
●火锅店转天然气13281019724
●二仙桥火锅店转13550149771
●火锅店转200平15002877390
●高升桥54平餐转13350081691
●武侯280平中餐转13980689177
●温江800平中餐转13880502003

●西850火锅可空转13668172162
●成华90平，可餐18980660446
●优转市中心300多平米火锅店，
电话13980813602
●大石路70平餐转13408571512
●市区火锅店急转13658016163
●3亩宜农家乐餐饮13551119525
●温江城区500余平经营中品牌火
锅店转让或承包15528250166
●转交大400平火锅18780012616
●餐饮转/租1000平13348880124
●好口岸800平火锅13208175101
●转火锅店房租低13281163653店铺
●长庆路130平铺面13981833941
●交大新校区KTV转13678117181
●250平空铺出租15388263626高
●急转城区电玩证18081815221
●二环路862平铺租15108441178
●光华旺铺转租15802824080吴

●转东站内饮品店13980403787
●建材旺铺转让13551355208
●一品天下正街500平米底楼整
体出售,双证齐全18328607282
●转东内环300平米13408074953
●青羊口腔诊所转18280072438
●逸都路商铺转让18280072438
●茶店子西街临中学50平精装旺
铺招租，拒餐饮18508239090
●二环路西二段内侧罗家碾街菜
场对面小区密集15151831665
●药房旺铺转让13547906542厂房租售
●航空港7000平标准恒温全钢仓
库出租，可分租13060070608王

●蛟龙港标准厂房租赁85730559
●沙西线厂库出租13308186066
●双流1200平厂租13978648200

●华阳2500厂出租13194963836
●租视高家具园35亩新建超高标
准厂房17000平13708195012
●沙西线厂房出租13689063693
●蛟龙厂3800平租13438301669
●北新仓库2800平13882126979
●厂房/食品厂租售15208389268
●工业园厂房出租18980820726
●金堂清江厂租售13709031391
●场地出租20亩成新蒲九江段有
围墙管理房电话13980410588
●中和厂房出租1800平方、带动

力、可做临时库房13881877758

●犀浦厂房出租13708088192

担保公司

房产抵押咨询

招商
●转烫平折叠水洗设备86530727
●大型担保寻合作13882285458
●投标保证金咨询13982078055

●建设路楼面出租13980465557

●农企寻资金合作13708091684
●寻带证闲置公司15928736427
●北新大道500亩空地转租或分租
或合作13982215221
●优质教育资源寻院系合作办学,
招生,教育投资等13880340698
●转都江堰商业地13348950679
●建筑工程寻总包，垫资和抵房
或其他分包13550033073
●转让水洗厂86530727
●卫生站寻中医合18980995871

招聘
●常年招聘厨师15902833809
●药房高薪招聘13980711758

求职
●资深会计师兼职13980489983
●注册会计师兼职15390079867

●兼职会计/理财师18608006186

化妆·摄影培训
●雅高化妆★摄影培训87579522

空调修移
●成百空调维修移机86111518

家电维修
●移机修空调冰箱电视85043361中央空调销售安装清洗
●大金中央空调4S店★86669444网站网页制作

●网站制作满意才付款66006605
●软件网站开发13982144332

商务·休闲·礼仪
●成都高端商务15608023555全自动麻将桌
●任意机麻拿好牌13551350444

●控制机麻拿好牌13281144444
●机麻不安装控牌13882077444
●免安装机麻控牌13084444113
●麻将高科技合作18200201868

订票·票务
●特价机票86664472★86664474
●86662255特价机票★68008888

租车行
●吉安越野商务轿新车83028288
●85191832和谐●新车85198098
●祥成租车成都最低价84555318
●安利全新中高档轿车87651396装饰装修

●旧房改造装修专家85855888
●个人承接高档住宅、家装、工装、
酒店，电话：13281808585

石英石、人造石批发
●工程、定制15308060616

养老托老

●龙泉临终关怀有医疗84514677

清洁公司
●东怡保洁84376668★87311418

疏通管道
●玉林85566508营门口87676040

上周市场在权重股的带动下大幅反弹，

基金随市场反弹有所增仓， 但主动增持幅度

并不大，经济短期企稳逐渐明朗，但基金对后

市仍存在分歧， 尤其是小盘股配置较重的成

长风格基金，仓位数据显示，中小盘风格基金

并未因创业板大幅回调而大幅度降低仓位，

面对成长股短期风险与长期前景， 基金仓位

结构面临两难选择。

9月12日德圣基金研究中心仓位测算数

据显示， 偏股方向基金上周随市场上涨仓位

上升明显。 可比主动股票基金加权平均仓位

为85.02%，相比前周上升1.67个百分点；偏股

混合型基金加权平均仓位为81.87%， 相比前

周上升2.71个百分点； 配置混合型基金加权

平均仓位74.61%，相比前周升1.90个百分点。

测算期间沪深300指数大涨7.08%， 仓位被动

增加效应明显。扣除被动仓位变化后，偏股方

向基金仍有明显主动增持。

从具体基金来看， 上周增仓基金明显多

于减仓基金。 扣除被动仓位变化后，128只主

动增持幅度超过2%，其中20只基金主动增仓

超过5%。 而与此同时， 重仓基金 （仓位

>85%）占比42.95%，相比前周增加8.22个百

分点；仓位较重的基金（仓位75%～85%）占

比30.54%，相比前周减少3.69个百分点；仓位

中等的基金（仓位60%~75%）占比为10.57%，

相比前周下降4.36%；仓位较轻或轻仓基金占

比15.94%，基本与上周持平。

德圣基金研究中心分析，上周8月主要宏

观及金融数据公布，多数分项数据好于预期，

其中工业增长值同比涨10.4%，房地产投资增

速虽较大下滑， 但固定资产投资整体保持平

稳较快增长，经济短期企稳逐渐明朗化。短期

来看，受益于经济企稳、资金面及企业盈利压

力缓解，市场或将震荡回升，创业板等高估值

品种回调压力仍然较大。

从具体基金公司来看， 上周多数基金公

司整体仓位有所上升。 大型基金公司中，华

夏、博时、南方整体增仓幅度略大，易方达、嘉

实整体加仓幅度较小。中大型基金公司中，汇

添富、大成、诺安等整体加仓幅度较大，整体

加仓幅度靠前的仍多集中在中小型公司，如

华富、泰信、中海、浙商等。上周整体呈现减仓

的公司数量较少，主要有天弘、中欧、金元惠

理等。从具体基金来看，上周加仓幅度较大的

多集中在前期仓位较低的基金， 而减仓幅度

较大则多为周期性行业配置较重的产品。

成都商报记者 周婷婷

CDTV-2财经视点

每日为您保驾护航！

上周大盘放量大涨， 上周一的长阳一

举突破包括年线、半年线等中长期均线，此

后在金融等权重股的支撑下， 股指震荡走

高。本周，中秋将至，节后6个交易日后又是

国庆长假，预计将对大盘产生重要影响。股

指突破多条均线后还没有像样的回踩确

认，市场为消耗获利盘，也需要一次短期休

整。两节期间，大盘回调可能性较大，调整

后会继续上攻。

9月2日起，“华晶杯”我是操盘手大赛

再起波澜，前商报炒股大赛冠军“股往金

来”，前实战700赛季冠军文一，前实战700

赛季冠军张复利，三大高手联袂出击，各带

200万元资金征战股海。华山论剑，高手对

决，精彩战况你不能不看。

CDTV-2财经节目以一贯的专业、准

确和深入，继续服务广大股民观众。周一至

周五，每天1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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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你正本清源。今晚嘉宾为孙云波和陈迎，

敬请关注。

成都电视台第二频道周一至周五每天

9:00～9:30，全新开启一档新节目《财富投

资人金银天下》，联合华盛金道（天津）贵

金属经营有限公司四川省分公司， 以天津

贵金属交易所的天通银交易品种为标的，

开启贵金属投资资讯平台， 为您提供影响

贵金属走势的国内外新闻资讯、交易技巧，

分析贵金属价格趋势走向， 为您的投资提

供新的选择和帮助， 敬请您关注。 热线：

400-028-0666。

上周基金仓位随市上升

重仓基金占比明显增加

随着“自贸区”概念的炒作出现分化，市

场急需新的动力对行情予以支撑。上周五，证

监会新闻发布会释放出的“优先股没有行业

限制”以及“10月8日启动并购重组分道制审

核”便给市场注入了新的动力。

蓝筹行情或再现

上周五，创业板一改前几日的颓势大涨

2.69%。 与此同时， 上证指数的跌幅达到

0.86%，跷跷板效应明显。

由于沪指出现缩量， 且创业板指在30日

线企稳并大幅反弹，不少市场人士认为主板

行情将告一段落，创业板为首的小盘股将再

次活跃。

然而，随着证监会对推出优先股态度的

明确，并表示“优先股试点不会存在行业限

制， 符合条件的企业都可以申请发行优先

股”。这使得“优先股概念”不局限于银行为

首的金融股，范围得以扩大。

首先，虽然“优先股没有行业限制”，但

银行股仍是最有可能首先试点的行业，而优

先股的首要炒作目标依旧会是银行股。

其次，优先股的推出将利好券商。优先股

的推行有助于提升企业再融资的数量，券商

的投行业务自然能从中受益。

再者，能够发优先股的上市公司必然是

一些具有良好的存续经营能力和可靠成长性

的企业，显然蓝筹股将成为优先股的主力军。

国都证券分析师肖世俊认为，若优先股试点

发行制度短期能尽快推出，将提振以银行为

主，包括金融、房地产、汽车、家电、建筑建材

在内的大盘蓝筹股的估值修复行情。

9行业重组股将受益

哪些股票将受益于并购重组的分道审核

新规，哪些公司将尝鲜快速通道？

“进入快速通道的项目有三个构成要件，

第一是公司质量要好，信息披露要合规，运作

要规范，沪深证交所和证监局专门有一个系统

对其评价。第二是好项目，就是国家产业政策

支持的一些项目。第三是好中介，证券业协会

和上市部对此也有一个评价。 这三个都是好

的，就会让他们进入我们的快速通道。如果用

一个形象的比喻就是鼓励好人好事好中介。”

上周五，证监会发言人在谈到并购重组分道审

核时的这一个比喻给投资者指明了方向。

“好人好事”方面，目前沪深交易所并没

有公开哪些“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规范运作

水平的评价标准”为A类，但从行业来看，有

资格进入豁免/快速审核通道的企业必须属

于汽车、钢铁、水泥、船舶、电解铝、稀土、电子

信息、医药、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9个行业，

交易类型属于同行业或上下游并购， 同时不

涉及借壳上市。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由于证监会明确表

示，10月8日起申报的企业才可适用分道制审

核，已申报的存量企业不适用分道制审核。而

另一方面，一批已经通过“股东大会审核”，

本有意马上提出申报的企业有可能会推迟申

报以适用分道制审核新规。

在此情况下，已通过股东大会、尚未提

交申请审核、 符合产业方向的并购重组股

中，包括收购大股东优质稀土资源的有研硅

股（600206）、收购能通科技100%股份和融

创 天 下 100% 股 份 等 资 产 的 紫 光 股 份

（000938） 等公司有望成为首批 “豁免/快

速”审核重组股。

至于“好中介”，上市公司中以券商

的投行业务受此新规影响最大， 虽然

目前证券业协会并未披露哪些 “财

务顾问执业能力评价方案” 为A

类，不过有分析指出，从证券业

协会近期发布的 《证券公司从

事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

业务职业能力专业评价工作

指引》 等相关规则来看，大

券商必然在其中获益，中信

证券 (600030)、 海通证券

(600837) 等龙头在这其

中的优势较大。

本周两市解禁市值升至377亿元

本周因中秋节假期仅有三个交易日

（9月16日～18日），沪深两市限售股解禁

市值却较上周大幅上升，将达到377亿元，

其中平安银行、立讯精密等股票的解禁市

值较大，均超过80亿元。

根据沪深交易所公开数据统计，本周

共有19家上市公司涉及限售股份解禁。其

中，涉及股改限售股份解禁的有4家公司，

涉及首发原始股份解禁的有10家公司，涉

及非公开增发股份解禁的有2家公司，涉

及股权激励股份解禁的有2家公司， 涉及

追加限售股份解禁的有1家公司。按照9月

13日收盘价计算，两市本周的解禁总市值

达到377亿元， 较上周百亿元左右解禁市

值明显上升。

在本周涉及解禁的上市公司中，除隆

基股份和福田汽车， 其余都来自深圳市

场。其中深市主板的平安银行将在本周二

迎来80亿元市值的限售股解禁，而中小板

的立讯精密、雏鹰农牧等上市公司也将有

大批股票上市流通，仅立讯精密一家公司

的解禁市值就超过百亿元。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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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邦股份欲3亿“捡便宜”

拟折价收购艾格菲子公司 12

证监会鼓励“好人好事好中介”

9行业重组股和券商龙头利好预期强

重庆啤酒 公司股票16日起停牌

重庆啤酒（600132）16日公告，公司控

股的重庆佳辰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将于近期

召开“治疗用（合成肽）乙型肝炎疫苗联

合用药组”的盲态数据审核会并随后展开

揭盲工作。 公司股票自9月16日起停牌，并

拟于9月27日公告联合用药组主要疗效指

标后复牌。

成都商报记者 蒙湘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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