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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威保变申请子公司破产

天威保变（600550）今日（1月3日）

公告称，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债

权人身份申请公司控股子公司天威四川

硅业有限责任公司破产的议案》。

天威保变表示， 由于受新能源市场

影响， 天威保变控股子公司天威四川硅

业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天威硅业）

长期处于停产状态，资金短缺。截至2013

年11月30日， 天威硅业未经审计的资产

总额为108675.73万元，净资产为-69630.

25万元，已经资不抵债，丧失持续经营能

力。截至目前，天威硅业欠天威保变到期

债务合计约81049.72万元。 正是鉴于天

威硅业无力偿还相关债权的实际情况，

天威保变决定以债权人的身份申请天威

硅业破产。

需要指出的是， 天威硅业面临的经

营危机还波及了另一家上市公司， 参股

公司14%股份的岷江水电（600131）。由

于岷江水电为天威硅业贷款提供了2800

万元和4200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而被

兵装财务公司推上了“被告席”。

岷江水电今日公告，2014年1月2

日， 公司收到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送

达的《应诉通知书》。兵装财务公司的诉

讼请求要求岷江水电承担的担保本金

6132万元及相关利息等费用。对此岷江水

电表示，这部分资金已包含在公司2013年

所确认的预计负债中， 并计入了当期损

益。但由于案件尚未正式开庭审理，目前

还无法判断是否承担涉诉担保连带清

偿责任。

成都商报记者 李智

上周简易程序下9新基金获批

证监会日前公布的基金募集申请行

政许可受理及审核最新情况显示， 上周

有9只基金申请获得证监会批准，10只新

基金募集申请被证监会受理。

资料显示， 上周证监会公布的基金

募集申请中，常规程序下无新基金获批，

获批的9只新基金均为简易程序下获批

的基金， 分别是： 国寿安保货币市场基

金、广发竞争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

国泰国策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国

泰结构转型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 诺安

瑞鑫定期开放债券型基金、 广发钱袋子

货币市场基金、 中信建投稳信定期开放

债券型基金、 泰达宏利养老收益混合型

基金、富国嘉利月月开放债券型基金。

此外， 证监会还受理了10只新基金

的发行申请，其中，固定收益类产品有6

只，包括：国投瑞银瑞易货币市场基金、

国投瑞银双债丰利两年定期开放债券型

基金、工银瑞信薪金宝货币市场基金、永

赢货币市场基金、 汇添富互惠分级债券

型基金和易方达季季利理财债券型基

金；混合型基金2只：华泰柏瑞创新升级

混合型基金和南方新优享灵活配置混合

型基金；股票型基金2只：农银汇理医疗

保健主题股票型基金和景顺长城优势企

业股票型基金。

成都商报记者 周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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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A

股市场基本还是以惨淡收

场。昨日，

2014

年迎来了开年第一个交易

日， 不过市场依然是开局不利。 昨日全

天，除了创业板明显反弹外，主板市场继

续低迷，沪指最终下跌

6.59

点，以

2109.39

点收盘。

实际上 ，新年一到 ，市场的关注度

都集中到了

IPO

重启身上， 主板市场自

然受到冷遇 。短短两天时间 ，已经公布

了超过

10

只新股的发行计划 。从发行时

间安排来看，首只新股下周三 （

1

月

8

日 ）

开始申购 ，到下下周三 （

1

月

15

日 ）的短

短一周时间内 ，将有超过

10

只新股密集

发行 。在目前的时间节点 ，对于很多以

前的打新一族来说 ，大家哪儿还有心思

考虑大盘 ， 大家关注的都是如何打新 。

2014

年的新股发行 ，与以往的现金申购

和市值配售的参与方式都不同 。 说白

了 ，就是既要有市值 ，又要有资金才能

打新，这无疑提高了打新的门槛 。于是 ，

很多人在研究的是 ， 如何合理利用资

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来参与低风险的

“打新 ”投资 。另一方面 ，在积压了太多

的存货之后 ，

2014

年的新股必然是高密

度发行，公司众多，质量自然参差不齐 ，

申购哪些 ，回避哪些也很有考究 。我感

觉，这一次的新股发行 ，比以往的 “傻瓜

式 ”申购提升了一些技术含量 ，但诱惑

依然会很大 ，这种诱惑会使得很多离开

新股战场的人，又准备重操旧业。

好吧，既然一级市场抢了二级市场的

风头，那么大盘短期走弱的可能性也就增

大了。上周，市场展开反弹时，股指期货的

升水幅度一度超过

30

点，而昨天升水已经

只剩下

10

点了。这种情况反映出刚刚有所

聚集的人气再度被压了下去，其实这也是

市场还不够强的标志。新年首日交易开局

不利，今天又是周五，我觉得大家还是可

以暂时保持谨慎，小心“黑色星期五”发生

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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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DTV-2财经视点

每日为您保驾护航！

2014年第一个交易日， 沪深两市收

出一根小阴线，未能实现“开门红”，量

能进一步萎缩。蓝筹股继续低迷，导致主

板市场小幅下跌。 但以创业板为代表的

新兴成长股大幅上涨。A股惊现“跷跷板

效应”。可以预见的是，新股发行对创业

板必有冲击。 随着IPO开闸临近及新三

板扩容， 资金分流效应仍将冲击A股市

场。目前新股发行速度明显加快，已经有

11家公司取得批文，下周将有8只新股进

行申购。管理层如此大幅放行新股，市场

恐慌情绪难免。大盘短期仍将不免震荡。

投资者仍然要多看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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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晚的

嘉宾是国都证券谢刚、华泰证券任劲、中

信建投潘成。敬请关注。

2013基金公司座次：

“土豪金”逆袭

经典排名前三不变

2013年基金公司规模座次排定。前

五大阵营中，博时跌出前五，天弘从2012

年第五十名跃升至第二名， 龙头老大依

然是华夏，嘉实、易方达分列第三、四位。

天弘凭借余额宝“一招鲜”圈到近2000

亿元，堪称“土豪金”。

根据银河证券数据， 按2013年底公

募资产净值规模（不含QDII）排序，前

十大基金公司依次是：华夏2311亿元、天

弘1944亿元、嘉实1787亿元、易方达1565

亿元、南方1406亿元、中银1214亿元、广

发1191亿元、 工银瑞信1093亿元、 博时

1036亿元、华安835亿元。全部78家基金

公司公募规模合计29426亿元，其中前十

大公司合计14381亿元，占据半壁江山。

2013年基金公司规模排名受货币基

金影响很大。据银河证券统计，如果剔除

货币与短期理财基金、 联接基金重复口

径之后， 公募资产净值超过千亿的基金

公司仅剩华夏、 嘉实和易方达基金这三

家老牌劲旅，分别为1649亿元、1169亿元

和1075亿元。在这一口径之下，总规模的

第二名天弘、第六名中银、第八名工银瑞

信则变为第50名、15名和11名。

从2013年前十大公司排序变化来

看，在利率市场化推动货币基金大发展、

科技浪潮带动“互联网金融元年”这两

大风潮的影响下， 行业初显 “洗牌”趋

势。几大公司不遗余力打造排名竞争力，

大同之下各有特色。 华夏基金在保持领

先优势的基础上大力发展货币基金，力

推网上交易工具“活期通”。 天弘基金

“傍大款”策略见效，凭借与淘宝合作的

余额宝，在2013年“双十一”网购狂欢节

之后迅速膨胀至千亿以上。 以易方达为

代表的老牌劲旅则均衡发展各条线业

务，主动股票、指数、固定收益类基金的

规模基本各占1/3。易方达2013年不但主

动股票投资取得了整体20%称霸千亿公

司的业绩， 创业板ETF在全部指数基金

中独霸鳌头， 货币和债券基金整体排名

行业前列， 而且在电子商务新领域亦强

势布局， 各项创新业务基本都要抢在行

业第一批推出。

成都商报综合中国经济网

昨日上证综指以2112.13点小幅低开，

在2100点整数位上方弱势震荡。 尾盘沪指

收报2109.39点，较前一交易日跌6.59点，跌

幅为0.31%。

深证成指收报8114.39点，跌7.40点，跌

幅为0.09%。创业板指数再度走出与大盘背

离的行情，昨日涨2.19%至1333点收盘。

尽管股指收跌， 沪深两市仍有超过

1500只交易品种上涨， 显示昨日压制大盘

表现的主要为大盘股。不计算ST股和未股

改股，两市近30只个股涨停。

权重指标股表现不佳。 总市值排名前

30位的个股中，中海油服出现近6%的较大

跌幅。长城汽车逆势涨逾4%。沪深两市分

别成交619亿元和979亿元， 总量较前一交

易日略有减少。 昨日大多数行业板块随股

指收跌。煤炭、券商保险两大权重板块表现

相对较弱。通信、传媒教育、医药生物等板

块逆势上涨，不过幅度都不大。

沪深300指数收报2321.98点， 跌8.05

点，跌幅为0.35%。10条行业系列指数中7条

告跌，300能源跌幅超过1%。300医药、300信

息、300电信逆势上涨且涨幅都超过了2%。

2013年末多家拟上市公司获得IPO批文，

新股发行重启大幕正式拉开。 这对市场资金

面和投资者情绪形成一定压力。

新华社

预计50家企业1月底前

将拿到IPO批文

岁末年初， 沪深股市终于迎来了

IPO开闸的消息。记者从权威渠道获悉，

截至1月2日， 已经有11家公司拿到首次

公开发行的批文， 预计到本月底拿到批

文的企业将有50家左右。

在拔得头筹的11家企业中，拟登陆主

板的有陕西煤业和纽威股份； 拟登陆中

小板的有新宝股份、 良信电器和众信国

旅；拟登陆创业板的有楚天科技、天保重

装、奥赛康、炬华科技及我武生物。根据

沪深交易所的公开信息，1月8日起这批新

股即将开始申购，预计最快将在两周之内

挂牌上市。

权威人士透露， 作为此次新股发

行体制改革的重大变化， 证监会将不

再对发行节奏进行控制， 头两批11家

企业批文的发放已经践行了这一理

念， 目前决定批文发放快慢的关键在

于发行方案。

据了解， 新股发行体制改革之后，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等细则都

随之发生较大变化， 但市场对于新规则

的理解还需要时间， 目前一些企业提交

的发行方案往往难以充分体现新规的内

容。“很多公司还没有拿到批文主要是

因为发行方案不过关， 只要条件成熟马

上发放批文， 预计接下来几天都会有企

业拿到批文。”上述人士说。

另一个令人关注的信息是，11家拿

到批文的企业， 新股发行规模都较此前

有所缩减， 陕煤股份的发行规模更是比

预披露时减少了一半。据了解，由于承销

办法采取了一定的措施限制超募， 很多

企业为了避免超募选择在新股发行上缩

减规模， 但新股与老股相加后总的发行

规模没有太大变化。

至于陕煤股份从20亿股到10亿股的

变化，有关人士介绍说，由于企业发展状

况和盈利状况发生较大变化， 陕煤股份

此前已经多次调整发行规模， 在拿批文

之前最终调整到了10亿股。

根据证监会的公开信息， 包括主

板、中小板、创业板在内，目前有82家公

司等待发行上市。 据权威人士预测，按

照企业的准备情况， 预计月底前将有50

家左右的企业拿到批文。

新华社

开局不利

市场焦点

走过2013年，白酒股沦为最“悲催”板块，

A股的前10大“熊股”中，白酒股就占了4席。消

费市场上， 白酒尤其是高端白酒的价格更是

“断崖式下跌”。

展望2014年， 在中央继续落实 “八项规

定”政策、反对奢侈浪费等“奢靡之风”的背景

下，白酒业的“寒意”恐怕还将继续蔓延。挤掉

此前疯狂式发展带来的泡沫，真正从“名酒”

回归到“民酒”，是白酒业调整的趋势。

“量价齐跌” 白酒业暴利不再

“滞销严重，到了年关，一方面库存占用

了现金流，另一方面厂家又要求打款进货才能

获得新一年的代理额度， 我已经打算转行

了。”一位烟酒专卖店老板告诉记者，曾经风

光无限的白酒生意现在已经很难熬下去。此

前， 公款消费撑起了高端白酒市场的暴利时

代，而今寄生于三公消费就能轻松淘金的好日

子已经成为过去时。

从市场就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些变迁。春节

临近，在这个本是白酒销售的黄金季里，白酒

尤其是高端白酒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寒流。

“逢节必涨”“一瓶难求”演变成了促销降价、

量价齐跌。从目前的市场状况来看，白酒行业

可谓“年关难过”。在上海多家大型超市里，记

者看到，白酒货柜上早就贴满了“买一送一”

等促销标签。电商平台上，白酒促销战更是打

得火热。

股价腰斩 白酒股沦为“熊股”

消费市场上“失意”，在资本市场上，白酒

股这个昔日的市场宠儿也同样“熊态”尽显，

股价一落千丈。 截至2013年12月31日，2013年

的“A股十大熊股”榜单中，白酒股就占了四

席，并且包揽了前三名。

最 “熊” 的酒鬼酒2013年股价暴跌了

53.07%，位居A股跌幅第一。洋河股份和山西汾

酒紧随其后，跌幅都超过了51%。其次是沱牌舍

得，跌幅达46.24%，位居2013年“A股十大熊

股”的第九位。

“2013年是行业的深度调整期，白酒板块受

到消费市场萎缩、整顿奢靡之风、高端酒价格下

压等因素的影响，股价一路下滑，板块跌幅几近

腰斩，估值跌至历史低位。”华创证券分析师薛

玉虎认为，从行业基本面的走势来看，最差时期

已经过去，目前市场处于反复筑底期，但趋势行

情仍需等待。

回归理性“名酒”向“民酒”转型

2013年以来， 随着高端酒需求量出现断崖

式下滑，不少高端品牌纷纷推出中低端产品，以

适应市场的变化。展望2014年，继续挤掉价格虚

高泡沫，从寄生于公务消费的“名酒”转向老百

姓消费得起的“民酒”，是白酒业理性回归的趋

势，越来越多的企业将意识到这一点。

近期山西汾酒集团董事长李秋喜在集团

经销商大会上就表示，过去很多年，白酒行业

在 “官本位” 酒文化的高价消费和团体消费

下，专注于老百姓喝不起的暴利白酒，失去了

大众白酒的创新动力。从2014年开始，名酒的

前途命运是老百姓说了算，名酒企业会竞相开

发老百姓喝得起的名酒，将有一批批性价比越

来越高的中国名酒走上老百姓的餐桌。

新华社

白酒股“熊居”2013首位

“名酒”回归“民酒”是大势

声称 “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人工耳蜗”，

被央视新闻节目质疑为仿制国外公司的产品，

由于控股51%的子公司上海力声特医学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力声特）陷入漩涡，

海南海药（000566）昨日（1月2日）下午开盘

后放量跌停。随后，海南海药盘中临时停牌。

子公司被卷入漩涡

昨日，据央视新闻报道，中科院院士王正

敏遭学生王宇澄举报学术抄袭、 科研剽窃等。

资料显示，王正敏是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家，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教授， 主任医

师。 王宇澄称王正敏至少57篇论文涉抄袭，王

正敏自称 “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人工耳蜗”，

其实是仿制国外公司的产品。

央视在节目中质疑人工耳蜗研发的自主

知识产权是通过购买澳大利亚科利耳公司的

样机，参考、模仿、破解芯片制造而来，其团队

成员也承认国产人工耳蜗非自主研发，6%引

用国外技术，35%自主研发。

央视记者调查发现，王正敏团队和上海力

声特以各种名义向有关部门申报项目，获得的

专项研究经费上千亿元。

上海力声特成立于2004年6月。2011年海

南海药通过增发投入1.6亿元增资控股上海力

声特公司51%的股权，成为其控股股东。

机构大肆买入海南海药

2011年3月， 上海力声特人工耳蜗拿到了国

家药监局的批文，成为国内首家掌握人工耳蜗自

主知识产权的公司， 当时称打破由国外3家医疗

器械巨头垄断国内人工耳蜗的局面，因此海南海

药也一度因身披人工耳蜗概念被市场热炒。

不过，海南海药旗下力声特的人工耳蜗销

售规模一直较小，据海南海药2013年半年报披

露，上半年公司人工耳蜗的营业收入为334.40

万元，同比下滑了52.64%；毛利率62.56%，同比

下滑了3.56%。其中，人工耳蜗的营业收入仅占

到公司上半年总收入的0.59%，收入占比极小。

昨日下午开盘后， 海南海药一路下跌，触

及跌停板并于盘中临时停牌。14:00，公司发布

公告称因公司发生对股价可能产生较大影响、

没有公开披露的重大事项，公司股票自1月2日

即时停牌，待公司刊登相关公告后复牌。

记者随后致电海南海药董秘办，但座机一

直处于忙音状态。 记者又致电上海力声特公

司， 一位女士表示稍后会有正式的说明发布，

目前不做公开回应。

尽管海南海药股价遭遇跌停，但交易数据

显示，不少机构却选择了买入。据龙虎榜数据

显示，海南海药昨日遭遇一家机构席位、国信

证券深圳红岭中路营业部、申万海口龙昆南路

营业部、恒泰长财交易单元及国元证券合肥长

江路营业部集体抛售，上述五家营业部分别卖

出 1589.60万元 、1177.97万元 、703.91万元 、

590.08万元及524.49万元。但同时，买入前五名

中却惊现四席机构席位， 分列第一、 第二、第

四、第五位，分别买入839.30万元、804.80万元、

412.60万元及410.73万元。

《每日经济新闻》

子公司人工耳蜗疑仿造

海南海药昨暴跌紧急停牌

宏达股份获电价优惠

宏达股份（600331）今日公告称，近

日收到《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关

于落实丰水期富余电量消纳政策的通

知》， 公司本部将获得丰水期电价优惠

896.89万元人民币， 在以后缴纳的电费

中进行冲抵。宏达股份表示，根据相关规

定， 上述获得的电价优惠将计入公司

2013年度损益， 将对公司本部的经营业

绩产生一定积极影响。

成都商报记者 李智

资料图片

资料图片

海南海药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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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2004~2006年连续三年亏损，

*ST聚友（000693）于 2007年 5月 23日

被深交所暂停上市。 对于持有公司股

份的投资者来说， 虽然错过了沪指

6000点的最后疯狂， 但也躲过了之后

惨烈的熊市。

随着今日一则公告的曝光，*ST聚

友回归A股终于尘埃落定。 不过严格

意义上讲，再次进入投资者视线的已

经不是当初的聚友网络，而是“华泽

钴镍”。

*ST聚友表示， 在公司股票实行退

市风险警示期间，公司进行了重大资产

出售及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陕西

华泽100%股权交易 （以下简称重大资

产重组）， 并于2013年12月31日实施完

毕。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公司主营业

务已从网络设备、视讯服务系统等经营

业务转变为有色金属的生产和销售业

务， 公司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已发生了

彻底转变。

公告显示，*ST聚友本次购买资产

2012年度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为15632.94万元，2013年上市公司

预测净利润为9500万~10500万元。 需要

注意的是，公司提示，如果镍价格持续下

跌的情况无明显改观， 预计购买资产

2013年度盈利预测实现难度较大， 甚至

可能无法实现盈利预测的50%。

随着资产重组实施完毕，*ST聚友

将于2014年1月10日回归A股， 即时行情

显示的前收盘价为公司停牌前一日的收

盘价，即7.37元/股。公司股票代码不变，

股票简称变为“华泽钴镍”。恢复上市首

日，公司股票交易不设涨跌幅限制，恢复

上市首日后的下一个交易日起， 股票交

易涨跌幅限制为10%。

成都商报记者 李智

*ST聚友改头换面

1月10日回归A股

资本运作频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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