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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TV-2财经视点

每日为您保驾护航！

周三沪深两市延续震荡走势， 量能

大幅萎缩，创业板延续破位下行。经济数

据的发布对市场影响几乎可以忽略，倒

是资金的流向更让人注意。 创业板跌幅

不大，但机构资金出逃坚决。主板方面，

有色、 钢铁板块指数虽飘红但主力资金

呈流出状态，反而银行、石油板块指数虽

飘绿，但资金不断流入。在股指走弱的背

后，产业资本却抓紧步伐，展开了与盘面

背离的抢筹或举牌动作。近月以来，两市

已有至少16家公司被产业资本介入，且

有逾10家个股获得超1亿元的暴力增持

或举牌。看看金地集团、中百集团等股的

逆市大涨， 就知道先知先觉的资金在想

什么，干什么了。

CDTV-2财经节目以贯的专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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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正本清源。今

晚嘉宾： 金元证券唐君、 宏源证券姜修

彬、湘财证券文启刚、汇阳投资陈勇。敬

请关注。本周，分析师哪位最受欢迎？市

场最关注的热点又是哪些？ 下周机构们

最看好哪些股票？ 一切尽在周五晚18点

《吕冲说市》特别节目“周末金马汇”。

23日沪深股指出现分化走势， 其中深

证成指延续反弹温和走升， 上证综指率先

小幅回调。受市场观望气氛浓厚影响，两市

成交同步萎缩，总量降至1400亿元附近。

当日上证综指以2068.08点小幅低开，

早盘冲高回落、午后探底回升。盘中沪指

摸高2076.35点，探低2059.11点，尾盘收报

2067.38点，较前一交易日跌5.45点，跌幅

为0.26%。

深证成指走势明显强于沪指， 收盘报

7434.73点，涨43.51点，涨幅为0.59%。

沪深两市超过1300只交易品种收跌，

略多于上涨数量。 不计算ST个股和未股改

股，两市12只个股涨停。

与前一交易日相比， 当日沪深两市成

交明显萎缩，分别为662亿元和743亿元，总

量降至1400亿元附近。

昨日大多数行业板块收跌， 不过幅度

均在1%以下。 通信板块表现相对较弱。电

力、化肥农药、医药生物等板块整体上涨，

但幅度十分有限。

沪深300指数收报2194.67点， 跌2.13

点，跌幅为0.10%。10条行业系列指数中7条

告跌，不过除300电信跌1.84%外，其余指数

涨跌幅度都不足1%。

沪深B指走出与大盘相似的分化走势。

上证B指收报227.73点， 跌0.61点， 跌幅为

0.27%；深证B指涨2.49点至839.93点，涨幅

为0.30%。

近期证监会网站连续发布企业申请首

次公开发行的预披露材料，显示IPO“二次

重启”渐行渐近。在资金面压力逐步增大的

背景下，沪深股市弱势调整，成交萎缩显示

市场观望气氛较为浓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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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8-86516389

。 更多精彩内

容详见今日《每日经济新闻》报。

成飞集成 发布2013年年报

成飞集成（002190）今日发布2013

年年度报告， 公司去年实现营业收入

7.79亿元，同比增长14.33%；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534.95万元，同比

下降16.71%；基本每股收益为0.13元，同

比下降18.75%。从数据上看，成飞集成控

股子公司瑞鹄汽车模具2013年实现主营

业务收入2.04亿元，同比增长12.19%；实

现净利润1241万元， 同比增长3.54%。而

公司控股子公司中航锂电去年的主营业

务收入为2.6亿元， 同比增长24.94%；净

利润则亏损3508万元，同比减少54.87%。

成都商报记者 曾剑

在已披露招股说明书的三家院线公司

中，万达院线无疑是最为引人注目的。不仅因

背靠福布斯首富王健林， 公司近三年来年均

超过65%的毛利率，也远高于上影股份。

业内人士对记者指出，比较院线公司之间

的盈利能力光看毛利率指标并不客观。同样的

支出科目，万达院线纳入费用中，而上影股份

纳入成本，因此带来毛利率差异较大的现象。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招股说明书显示，王

建忠等王氏四兄弟曾以总价1元的价格，得到

王健林赠予的1200万股万达院线原始股。

万达院线披露招股书

本周一晚间， 证监会公布了18家拟上市

企业名单，万达院线赫然在列。其招股说明书

显示，万达院线此次计划登陆深交所中小板，

拟公开发行不超过6000万股， 预计募资总额

20亿元， 其中16亿元拟用于影院建设，4亿元

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资料显示， 目前万达院线市场份额约为

14.52%， 观影人次7780万人。2009年至2013

年，票房收入、市场份额、观影人次连续五年

位居全国首位。

财报显示，2011年～2013年，万达院线分别

实现营业收入22.09亿元、30.31亿元和40.23亿元，

同期分别盈利3.05亿元、3.88亿元和6.03亿元。

租金计入费用推高毛利率

随着电影市场也将迎来高速增长的黄金

时代。院线、影院属于电影产业中风险较低的

资产，从而引来了资本的角力，中影星美、上

海联合等院线纷纷加大了在这一领域的投资，

对万达院线的龙头地位形成强劲挑战。

但目前看来， 各大院线公司的业务模式

较为一致，集中在发行、放映、衍生业务（含卖

品、版权、广告销售）三大块。但从横向对比来

看，万达院线目前拥有超高的毛利率。

资料显示，2011年至2013年间，万达院线的

毛利率分别为64.60%、64.86%、66.04%，而同期上

影股份的毛利率分别为42.51%、40.86%、39.21%。

但一位院线公司从业人士则认为，比较几大院线

的盈利能力光看毛利率指标并不客观。

“万达的房屋租赁费用、设备折旧和摊销

费用、水电煤气费用都放在销售费用里，而上

影股份则放在成本里，会计处理方式的不同导

致结果出现较大差异，所以上影股份的毛利率

比万达低。但是可以从财报中看到，从净利率

角度来说，2013年上影股份的24.54%明显高于

万达院线的15.03%。”上述人士对记者表示。

王氏四兄弟持股待富

记者查阅招股说明书发现， 目前万达院

线的股东名单中， 除了王健林父子所共同控

制的北京万达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68%股权，

华控成长等12家法人、 合伙企业合计持有其

16%股权外，还有孙喜双等15名自然人持有共

计16%的股权。

资料显示，2010年12月，王健林曾以总价1

元的价格，向王建忠、王建可、王建春、王建川

四兄弟“友情赠送”了共计1200万股万达院线

的股份，而同期向其他自然人股东以及法人股

东的转让价则为每股12元和每股15元。

《每日经济新闻》

万达院线IPO“发令枪”响

王氏四兄弟持股待富

唱多

A

股，确实是要面临很大风险

的。之前，国泰君安从

4

月份开始疯狂

唱多，即便是遭到安信证券的反驳，加

上

4

月

11

日之后大盘就接连下挫，但国

泰君安依然没有改变自己的观点。现

在， 大家终于知道国泰君安为何如此

坚定看多了。原来，

4

月

22

日，证监会网

站公布了国泰君安

IPO

的预披露，大家

似乎都懂了。

得知国泰君安

IPO

的消息之后，有

网友表示，“怪不得前阵子使劲喊

400

点大反弹呢，原来是等着这一出呢，节

操何在？”或许，对于国泰君安唱多的

质疑，略有些阴谋论的感觉，不过联想

到近期证监会迅猛地发布

IPO

公司预

披露，真的还是有点担心。要是这次唱

多， 真的就是为了配合新股发行二次

重启，也就确实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以

前还以为，如果要想发新股，发很多新

股，那起码得来一波大行情吧，就算没

大行情，波段反弹也行吧。现在可好，

新股照样大规模上， 行情有没有不管

了，找一家机构口头唱多就行了。

再说行情， 周二多方算是抵抗了

一下，昨天又没劲了。沪指盘中最高也

就上涨了不到

3

个点，接下来又是持续

震荡调整，最终沪指下跌

5.45

点，收出

阴十字星。而成交量则进一步萎缩，沪

市仅成交

661

亿元，这个水平是很难让

人对反弹有奢望的。原本对于后市，我

的观点是， 周三如果能够进入反弹节

奏，那么后市可能相对乐观些。但现在

总体市场偏软的运行特征不是一个好

的征兆，这种软弱无力的表现，加大了

后市继续向下的概率， 因此建议还是

维持谨慎，弱势难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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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弱势难改

沪跌深涨A股显分化

市场仍观望成交见萎缩

近期，国内三大电影院线公司———万达院

线、上影股份、金逸传媒均预披露了招股说明

书，加上一家仍在排队的中影股份，未来A股

极有可能出现四大院线股的身影。

资料图片

片仔癀一季度净利润增8.05%

增速放缓低于预期 25

成都市民给力

贡献万达院线最大利润

资料显示， 万达院线

100%控股的成都万达国

际电影城有限公司2013年

总资产为13528.03万元，

净资产为 4010.93万元，

2013年净利润为 3185.78

万元，其中，净利润和总资

产均位居全国城市第一。

2013年， 成都地区销售额

为16269.78万元， 占全国

4.48%，仅次于上海，上海

为 16372.44 万 元 ， 占

4.51%。 而招股书显示，成

都有7家万达影院，65块屏

幕，按此计算，成都每家影

院的平均年销售收入为

2324万元。

成都商报记者 席大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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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以平时一半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青海

玉树极品虫草吗？ 你想以超低价买到上等的

秘鲁产黑玛卡吗？这个周末，机会来了！

为打破虫草市场的价格暴利，让成都市民

购买到原产地好虫草，4月26日、27日 （本周

六、周日）两天，成都商报“玉树虫草·秘鲁玛

卡特卖会” 将在青羊区大石西路一号成都电

视台第二频道（CDTV-2） 一楼大厅限时开

卖，为广大读者朋友提前送上五一节的健康大

礼。届时，正宗的青海玉树虫草199元/克起开

卖， 大热的保健品秘鲁玛卡干果1.3元/克开

抢。成都商报《社区电商周刊》与买够网专门

聘请了专家严格筛选和质量把关，充分保证品

质，让市民把健康实惠带回家。

最低199元/克买玉树虫草

新老顾客纷纷来电预订

“你们的特卖会太火爆了，上次虫草品

质不错，可惜我买少了，好多亲戚看我买了

也想买，终于又等到你们开特卖会，这次可

以提前预订吗？”“周六上午我有点事情，能

不能帮我留200克虫草！” 昨日， 成都商报

《社区电商周刊》和买够网将在本周末携手

推出“玉树虫草·秘鲁玛卡特卖会”的消息

见报后，引起了读者朋友的高度关注。从上

午 9点起 ， 就陆续有市民打进咨询热线

86626666，或是新客户想咨询虫草特卖事宜，

或是老客户想预订虫草。

市民傅女士打进热线表示， 她希望选购

一些虫草给大病初愈的老伴炖汤喝， 帮老伴

调理身体。“我本来想去药店和专卖店买虫草

的，看了几家，都觉得价格太高了，没有下手，

从报纸上看到这次特卖会上最便宜的虫草只

要199元/克，就赶紧拨打你们的电话，想先预

订，免得到时被抢光了。”

家住汇融名城的赵先生计划买半斤2000

头/500克的虫草送给母亲滋补身体， 这个规

格的虫草平时卖400多元/克， 这让他迟迟没

有下手。 获悉这次特卖会上的价格和品质保

证后， 赵先生决定趁这个机会多买点，“冬虫

夏草被誉为天下第一草， 以前的价格都是高

高在上，如今特卖会的价格亲民不少，正好赶

在五一节前买来送给长辈。”

虫草价格为何如此低？

省去中间环节是关键

昨日，记者从特卖会组织方了解到，这次

待售的玉树虫草已经陆续运抵成都，这两天，

特聘的专家将对这批虫草的质量进行严格把

关。据组织方介绍，虫草主要分布在青海、西

藏等地，尤其以青海玉树的最为有名。玉树海

拔4500米，碱性土壤中矿物质、微量元素含量

丰富，加上适宜的空气湿度，使得这里出产的

冬虫夏草以体满、色正、营养高闻名于世。

而这次特卖会的虫草是成都商报 《社区

电商周刊》、买够网携手玉树冬虫夏草原产地

特供直销，省去了中间层层加价的环节，挤干

了暴利水分，因此，特卖的价格才会如此便宜。

“健康的金钥匙”

秘鲁黑玛卡特价1.3元/克

首次亮相成都商报特卖会的秘鲁黑玛

卡，可谓是近年来保健品市场的大热产品。懂

行的人都晓得， 玛卡被誉为 “健康的金钥

匙”，其含有独特的玛卡酰胺和玛卡烯对于平

衡人体荷尔蒙分泌有显著的效果，有抗疲劳、

增加精子质量、补充体力，改善阳痿早泄，安

神、提高睡眠质量、增强记忆等功效。玛卡对

男女都适用， 对女性的更年期综合征也有很

好的调节作用。

据此次特卖会的玛卡供货商介绍， 玛卡

是原产于南美秘鲁安第斯山4000米以上的高

原植物，前些年云南引种玛卡后，玛卡在国内

的保健品市场越来越受关注， 价格也是一路

走高。玛卡按照颜色分为黑玛卡、紫玛卡、黄

玛卡和白玛卡，而颜色越深表示品质越好，其

中黑玛卡甚至珍贵罕见，是玛卡中的极品，最

常见的品种是黄玛卡。 而此次专供给成都商

报特卖会的秘鲁玛卡正是非常珍贵、 营养最

佳的黑玛卡。

成都商报记者在玛卡供货商的仓库看

到， 上等的秘鲁原产黑玛卡干果个头非常圆

润饱满， 干果的色泽非常均匀， 只有一个主

根， 捧在手上可以明显地闻到一股浓郁的香

味，入口有甜味。相对而言，引种后国产的黑

玛卡个头则不那么均匀， 其果实除了主根还

有侧根，香味很淡，入口有些许辣味。“目前市

场上原产地的秘鲁黑玛卡比较少见， 药店一

般卖1.5元/克，这次特卖会每克立省0.2元，非

常划算。”据介绍，玛卡可以炖肉炖菜还可直

接泡水饮用， 读者朋友可根据需要选购玛卡

干果、干片或者粉剂。

眼看就要临近五一小长假了，想给家人、

朋友、客户选购礼物的，不妨来特卖会买些虫

草、玛卡，送虫草、玛卡就等于送健康，既显档

次又有面子！

成都商报记者 余兰

成都商报《社区电商周刊》、买够网

“玉树虫草·秘鲁玛卡特卖会”

活动地点：

青羊区大石西路一号成都电视台第二频道（CDTV-2）一楼大厅

活动时间：

2014年4月26日、27日（本周六、周日）

咨询热线：

028-86626666

规格 商场

/

药店参考价 特卖价

900

头

/500

克 玉树王中王级虫草

998

元

/

克

498

元

/

克

1000

头

/500

克 玉树王级虫草

798

元

/

克

368

元

/

克

1500

头

/500

克 玉树特级虫草

548

元

/

克

268

元

/

克

2000

头

/500

克 玉树优级虫草

468

元

/

克

228

元

/

克

2500

头

/500

克 玉树精选虫草

390

元

/

克

199

元

/

克

品种 药店参考价 特卖价

国产玛卡（干果）

0.8

元

/

克

0.6

元

/

克

国产玛卡（干片）

0.9

元

/

克

0.6

元

/

克

国产玛卡（粉剂）

0.8

元

/

克

0.5

元

/

克

秘鲁玛卡（干果）

1.5

元

/

克

1.3

元

/

克

玉树虫草特卖价格

玛卡特卖价格

周末抄底虫草玛卡

把健康实惠抢回家

成都商报“玉树虫草·秘鲁玛卡特卖会”

本周六和周日在大石西路成都电视台第二频道一楼大厅限时开卖

□惠民直

销， 砍掉中间

环 节 ， 省 钱

50%买正宗玉

树极品虫草

□被誉为

“健康的金钥

匙” 的秘鲁玛

卡干果， 特卖

价1.3元/克

□专家严

格筛选和质量

把关， 充分保

证品质， 让市

民把健康实惠

带回家

左为国产玛卡，右为秘鲁玛卡

,

两者体貌区别较大 摄影 刘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