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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交所规范股东减持

超总股本5%“先说再卖”

昨日（22日），上交所网站上出现了

《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事项

（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 《意见

稿》），近一步对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进行

规范。

《意见稿》规定，上市公司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

行动人，或者持股5%以上股东（以下简

称相关股东）， 预计未来六个月内通过

证券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或大宗交

易方式单独或者合并减持的股份， 可能

达到或超过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的5%

的，应当在首次减持前3个交易日通知上

市公司并预先披露其减持计划。 相关股

东未披露减持计划的， 任意连续六个月

内减持股份不得达到或超过上市公司已

发行股份的5%。

上交所要求， 相关股东减持计划公

告，需要包含本次拟减持的数量、减持期

间、减持方式、减持价格等具体安排，以

及拟减持的原因。 如果减持计划实施可

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应

当在前款公告中进行必要的风险提示。

同时在相关股东按照减持计划减持股

份， 每达到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

一时， 应当在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两个交

易日内进行公告， 公告期间无须停止减

持股份。

此外，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减持计划实施完成后， 自最后一笔

减持完成之日起6个月内，不得增持公司

股份。上交所强调，如果相关股东减持股

份存在违反上述规定， 上交所将根据

《股票上市规则》、《纪律处分和监管措

施实施办法》 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

其采取相应的纪律处分或监管措施。

成都商报记者 李智

受央行出手多举措呵护资金面鼓舞，

22日A股温和反弹， 沪深股指涨幅双双超

过1%。两市成交也同步放大至2100亿元以

上。创业板指数也一改近期颓势，涨幅略

高于沪深大盘。

昨日上证综指以2050.50点小幅低开，

基本上呈现单边上行走势。午后沪指上摸

2078.09点后，以2075.48点收盘，较前一交

易日涨21点，涨幅为1.02%。

深证成指收报7372.65点，涨98.15点，

涨幅为1.35%。

创业板指数也一改近日颓势， 收获

1.71%的涨幅后收报1329.35点， 走势略强

于沪深大盘。

股指反弹带动沪深两市个股普涨，告

跌品种总数不足300只。 不计算ST股和未

股改股，两市33只个股涨停。

与前一交易日相比，沪深两市成交明

显放大，分别为987亿元和1132亿元，总量

超过2100亿元。

昨日所有行业板块均录得正涨幅，有

色金属板块表现最好，汽车、贸易服务、券

商保险、煤炭、石油燃气板块涨幅也超过

了1%， 且多为大盘股相对集中的板块。旅

游餐饮、日用品、食品饮料、家电等多个消

费概念板块走势相对较弱。

沪深300指数收报2192.70点，涨26.40

点，涨幅为1.22%。10条行业系列指数全线

飘红，300材料涨幅超过2%。

沪深B股同步上行。 上证B指涨0.68%

至227.63点，深证B指涨0.74%至896.42点。

22日央行再次暂停在公开市场的操

作。24日， 央行还将与财政部开展本月第

二次国库现金定存，投放500亿元。市场普

遍认为，诸多举措表明了央行呵护市场资

金面的意图，这也大大缓解了投资者对于

扩容的担忧。在这一背景下，A股现放量反

弹。

新华社

5新股今日申购 康尼机电现估值优势

从今天开始， 新一轮的打

新盛宴就将开场。 需要指出的

是， 由于长白山发行市盈率超

过了行业平均值， 申购时间推

迟至8月中旬，使得可申购的新

股数量也缩减至5只。按照发行

价及单个账户申购上限估算，

投资者如果想要包揽这5只新

股，大约需要72万元。对于资金

有限的投资者来说， 又将面临

艰难的选择。

昨天是最新一批新股申购前的

最后一个交易日，也是对资金面考验

最严峻的一天。不过，原本低迷的市

场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化。沪指小

幅低开之后便一路回升，多方几乎没

有遇到任何阻力， 最终沪指大涨

21

点，以

2075.48

点报收，涨幅达

1.02%

。

昨天大盘的中阳线，是否是在为今日

的新股申购“保驾护航”呢？

确实， 前期市场的窄幅震荡，与

资金面有莫大的关系。而昨天，管理

层似乎也有些看不过去了。 据报道，

昨天央行没有开展任何操作，这是继

6

月底暂停正回购后的再次暂停，再

加上周四央行和财政部将开展本月

第二次国库现金定存，投放

500

亿元，

显示出央行呵护本周资金面的决心。

资金面突然的利好，对当前市场而言

无疑是具有短期刺激作用的。 于是，

昨天各种题材纷纷回暖，新能源汽车

是受利好政策影响最直接的板块，自

然首当其冲大幅上涨。另外，有色金

属板块、智能电网板块等都有不错的

表现。在各地房地产调控政策松绑呼

声越发高涨之际，地产股也成为近期

表现十分抢眼的板块。

沪指一根放量中阳线后，是否后

市就一马平川了呢？我的看法还是相

对谨慎的，暂时来看，只是沪指震荡

的空间扩大了而已，还不能断言未来

会打破震荡格局。接下来，需要重点

关注股指期货主力合约能否顺利站

上

2200

点，这个位置的压力是比较大

的。如果能够站上去，那么后市还有

进一步反弹的可能，但是如果攻不上

去，则可能再次跌回来，重新回到现

在的震荡平台中。

另外， 昨天虽然沪市有所放量，

成交了

987

亿元， 后市能不能进一步

放量，也十分关键。看看近几个月的

走势，

4

月大盘见顶之后，竟然只有两

个交易日沪市成交量在

1000

亿元之

上。所以，如果不能明显放量的话，要

想打破现有的运行格局，几乎是不太

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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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新股“低调”发行

昨日，康尼机电（申购代码732111）、川仪

股份（申购代码732100）、台城制药（申购代

码002728）、天华超净（申购代码300390）、中

材节能（申购代码732126）和长白山6只新股，

同时披露了最终的发行价格。

令人颇感意外的是，由于长白山最终确定

的4.54元的发行价，对应着20.25倍市盈率，超过

了公司所属行业近一个月18.32倍的静态平均

市盈率，公司按照规定将发行时间推迟至8月13

日。因此，今日发行的新股数量也缩减至5只。

从已披露的发行价来看， 今日发行的5只

新股的价格，个位数成为绝对主流。具体来看，

中材节能仅为3.46元，为5只新股中最低者，而

发行价最高的台城制药为14元， 康尼机电、川

仪股份、天华超净的发行价分别为6.89元、6.72

元和8.47元。

从发行规模来看，5只新股中发行规模最

大的为川仪股份，发行1亿股，紧随其后的是中

材节能8000万股和康尼机电7230万股，发行规

模最小的为天华超净，仅为1950万股。在一般

情况下， 发行规模较大往往意味着中签率较

高，比如上一轮新股中发行规模最大的依顿电

子，1.7%的网上中签率同样是最高的。

包揽约需72万元

结合发行价和单个账户申购上限估算，投

资者在持有足够市值的情况下，想要包揽今日

发行的5只新股，大约需要72万元。对于一部分

投资者来说，可能受到资金规模的限制，选择

一部分新股进行重点申购。

一位业内人士表示， 新股上市之后的涨

幅，主要受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具有的题材是

否迎合市场口味；另一个则是发行估值与合理

估值之间的空间大小。从题材角度来看，致力

于从工业节能到建筑节能、生活节能的中材节

能， 以及主营业务为轨道交通门系统的研发、

制造和销售，受益于高铁行业快速发展的康尼

机电，具有较高的市场关注度。

从估值角度来看，康尼机电同样具有不小

的亮点。康尼机电6.89元的发行价，对应的市

盈率为18.62倍，而公司所在铁路、船舶、航空

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近一个月的平均

市盈率为28.53倍。 与公司业务有一定相似度

的晋西车轴、世纪瑞尔等5家上市公司，2013年

静态市盈率均值为58.11倍。

一位业内人士指出，相对于行业平均市盈

率， 可对比上市公司的估值水平更具参考价

值，较大的差异有望吸引资金的关注。今日发

行的5只新股中， 发行市盈率低于可对比公司

市盈率50%以上的，还有天华超净和川仪股份。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康尼机电、川仪

股份和中材节能为沪市新股，每个中签号对应

1000股，而台城制药、天华超净则均为500股。

综合这一因素考虑， 如果投资者幸运中签的

话， 获配新股市值最高的将是台城制药7000

元， 其次是川仪股份6720元和康尼机电6890

元，最低的中材节能仅为3460元，而在涨幅相

当的情况下，获配市值越高意味着收益越高。

央行出手呵护资金面 两市股指昨温和反弹

震荡区间扩大

资料图片

招聘
●成都蓉新酒店聘客房经理，客房
领班，电话13880616278
●聘车工2名，至少2年经验，工资
面议：13340997732 邵
●聘IT培训运营经理 66252276化妆·摄影培训
●初.中.高级摄影培训87799557

家教
●数学权威名师13980761168空调修移
●成百特价修移空调★加氟清洗
85559418★87772265★84315218
●成百空调修移★加氟86111518全自动麻将桌
●机麻扑克新方法15928607080
●飞针机麻寻合作13281888818
●机麻扑克新产品13880944888
●麻将高科技合作18581884082
●飞针麻将寻合作15328080888专业礼品定制
●专业喜寿碗订制13881990042婚庆礼仪
●成都礼仪庆典15608023555订票·票务
●特价机票86664472★86664474租车行
●85191832和谐●新车85198098绿化·美化
●私家花园★绿化养护62378236
●私家庭院、厂区绿化86634353

装饰装修
●室内施工、设计4008-757-696
●顺喜发承接各类装修66272768
●餐厅、酒店装修13880358023

清洁公司
●东怡保洁84376668★87687466
●新鸿保洁85186977★84414889

保洁服务
●日新保洁84350886洗外墙地毯

疏通管道
●83337896专业疏掏抽87563444
●专业疏管改管抽掏粪87526455

疏管掏粪
●87535331疏管抽掏粪85580227

搬家公司

●红运低价84337798优84345188

●好运搬家84446188★84439358

●玉龙87326666优86259642低价
●棒棒87486898优84896294长途
●好又快★180元搬家85184427

二手货交换
●高收一切二手货13908040721
●收一切二手废旧18228011179
●高收一切二手废旧66619019
●高收空调桌椅厨13678159509
●收一切二手废旧13708024180

●收一切二手废旧13708024208
●收空调餐厨桌椅13882069609

典当行
●人和典当★汽车民品87086222

供求大串通
●长期大量收购地铁盾构机沙石
料,联系人:陈先生13882134567

报废车回收
●高价回收报废车13684018535

律师服务

商标·专利
●凯飞●商标专利版权86728652

工商行业咨询
●专业资质、执照代理86277220

●建筑资质新办★升级88877719
●66660107低快办照★各类资质

工商行业全程服务
●低价办照★资质记账87663899

取名公司
●酿名苑权威命名机构66000076

商务咨询

●诚信婚查成功付13881761948财会·税务
●●注会注税86063388记账报税

启事
●曾思涵（父亲曾中山母亲白兰
英）出生证I510356608遗失
●新都区三河君安药店(四川康贝
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药品经营许
可证正副本及药品经营质量管理
规范认证证书编号川CA028 2262
(09)遗失，特此声明
●成华区青龙乡白莲池村2组胡洪
强户口本及身份证 51010819
7508313314遗失
●成都新干线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5101072
014083)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
510107762297648)遗失作废
●成华康寿诊所营业执照副本
（注册号510108600242353）和组
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 （代码：
L50270378）遗失，声明作废。
●新都区佐洋家具厂的四川省木

竹材经营加工许可证副本成林加
（2008）XD630号遗失作废身份证遗失
●杨泽才510112197005101816
●彭丽510322198409077320遗失
●胡素兰511022196610152287失汽车报失
●车主周克荣川AG7091白色本
田思威发动机号1090821车辆识
别代号LVHRM283XC5032072
于2014年7月17日凌晨在郫县犀浦
镇锦园四期1幢被盗13688095520房屋租售

●清盘住房1680元商铺3200元/平
商场3000元/平起13658059408土地转让
●广汉13亩地拍卖13981068020

写字间租赁
●磨子桥嘉谊大厦40-300平米写
字间招租 电话：13881886666
●庆玲楼红星路优租86927793营业房

●卖眉山加油站15984301099
●南三环1.7万平独立楼招租/医
院物流办公餐厅15928796649张
●食品园区内公司证件齐全装修
完善及厂房急转18642172220

酒楼·茶楼转让
●一品天下酒吧转13368083932
●转玉林旺茶楼13980016758
●租或转餐馆茶楼18981853239
●都江堰酒店优转18113027713
●优转盈利茶楼13880114905
●新都新民镇新建商务宾馆场所
农家乐3千平出租13880869169
●商务客栈，黄金口岸，营业中，急
转13981973296
●千平茶楼超低租优转67617837
●青白江旺大型餐饮豪装设施齐
15元/㎡出租18108089391
●武侯火锅茶楼转13880265056
●半价抛5千万酒店13880341588
●八里300茶坊网吧15528360673
●市中心一高端盈利中慢摇吧转
让，价格面议电话13550303289
●金沙茶楼急转13908275461
●市内盈利KTV转让13348824083
●转石羊大型歌城15892781222
●九眼桥商务茶楼13880323201
●茶店子茶楼转让13036668537

餐馆转让
●科华北砂锅旺转13547819175
●一品天下大街727㎡两层旺餐
出租无转让。询82840010
●转新鸿路200平餐18980623156
●因事急转旺餐13551239305
●成华区430平餐饮低价急转，
房租可月付，13551129233
●低转市中心火锅18302827058
●交大餐旺600优转13880811196
●南门600平火锅转18161270298
●一环内600旺餐转13908082562
●旺餐247租/合作15982028770
●通锦桥300平米盈利精装鱼火
锅店优转13551218636
●市区旺餐转600平18782219992
●老川师旁餐旺铺18181949008
●急转460平火锅店15202840373
●光华村火锅店转18981915506
●盈利火锅店转让15008426199
●翡翠城琉璃路568号seea餐饮店
700平转120万15882429212

●琉璃旺铺招租13438331566

店铺

●内双楠200多平米餐饮旺铺出
售13558811177
●转翡翠城奶吧18981992121
●金牛区网吧转让13060021317

厂房租售
●专业帮您租售厂13308048563

●新都工业东区标准厂房办公楼
岀租18981905302，69287209

●十陵厂库房出租13518136888
●租温江9千可办证18140038338
●电镀厂出租证齐13882299636
●售高新西区土地18030738377
●开发区标准厂房租赁85730559
●工业园厂房出租13980532259
●蛟龙港淮河路标准厂房办1000
平厂3820平出租13982011877冯

●西航港厂房出租13678020476

●邛崃羊安工业园区26000平方
米 标准厂房出租13808025258

担保公司

招商
●职业学校转让或联营86277110

●建筑工程总包及装修寻垫资抵
房其他形式分包13348950679
●快递物流招加盟4000056001
●邛崃临邛工业园标准厂房租售
电话13882157830,4008326898
●武侯外双楠交界22亩商住地股
份转让或合作13658098219
●转让或合作经营盈利社区医院
证照齐全15528210687
●★★★特价处理建筑二级资质
联系电话：13408044581★★★
●售光华村仁和春天对面及罗马
假日临街旺铺18086852427
●会所转让或联营，有团队优先！
18628316277

●盐市口招租餐饮:15982359656
●培训学校转让13980565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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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利好催涨多氟多股价

高管抱团“压哨”减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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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指3亿港元舞蹈市场

SDM拟赴香港创业板 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