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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九寨旅游环线上的新巨星

早上从成都出发，晚上即可加入白马人的

浪漫狂欢，在满天星辰下，大碗喝酒大口吃肉，

唱着原生态的即兴歌，跳着热情园园舞，一段

奇妙的旅程就此展开……

无论地理位置、自然或人文资源，抑或是

打造规模和手笔， 白马王朗国家级自然风景

区都让人侧目。风景区位于“天下大熊猫第一

县”绵阳市平武县境内，是大九寨旅游环线上

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距离成都市区350公里，

距离九寨黄龙机场200公里，距离绵阳南郊机

场210公里，省道205线直达景区，而规划中的

绵九高速在景区内设置了三个出口， 如此便

捷的高速交通在国内也属罕见。 整个风景区

总面积约800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高达99%。

全国数量最多的野生大熊猫聚居于此， 植物

600余种，鸟类192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7种，

众多杉树已达400-600年树龄。当大城市的炎

夏气温高达30℃， 这里的原始森林所营造的

清凉世界仅有12.7℃。当大城市受到PM2.5困

扰， 这里的PM2.5竟接近0。 在如此人间仙境

里，孕育了古朴、善良的白马人，也孕育了神

秘而原汁原味的白马文化。要做低碳、生态、

环保的智慧化国际先导型景区！ 这是白马王

朗国家级风景区从建设之初便明确下来的目

标。自然观光、人文体验、休闲度假、徒步探

险、私人游艇、直升机观光、拓展训练等一站

式的综合性旅游体验将在此实现， 智能化的

旅游服务也将触手可及。

全国野生熊猫最多的自然王国

成立于1965年的王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是白马王朗国家级自然风景区的核心组成

部分。这片形成于两亿年前的地貌，平均3000

米以上的海拔，年平均气温2.4℃，年平均降

水1200毫米， 地处全球生物多样性核心地区

之一的喜马拉雅-横断山区， 也因此保持了

完整的自然生态系统。这个48万余亩的巨大

动植物王国， 居住着62种兽类，615种植物。

这里还被称为“大熊猫栖息地的重要走廊地

带”。 全球最大的一支野生大熊猫种群就在

王朗保护区，该种群的大熊猫约200多只。这

里还有“动物古化石”金丝猴、扭角羚、豹等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7种，以及独叶草、星叶草

等国家二级保护植物。走进王朗，就仿佛走

进没有围栏的动植物园，这才是与大自然的

零距离。

仅有3000余人的神秘部落

除了丰富的自然资源，白马王朗的人文资

源也让人称奇。如果要寻找“白马王子”，那么

到这里一定能找到。一个仅有3000余人的神秘

部落长期生活在王朗一带，他们没有自己的文

字，仅靠口口相传，所以他们到底从何时开始，

从何而来，至今都是一个未解的谜。在现有的

资料中，他们被称为白马人或白马藏族，虽然

目前暂列为藏族，但却普遍被认为是氐族的直

系后裔。他们有着独特的语言和文化，虽白马

语和康巴语、羌语相近，却又不完全相同。不论

男女，他们头上都戴一顶盘形、圆顶、荷叶边由

羊毛压模后制成的白色毡帽，并在帽顶侧面插

上一只或几只白色雄鸡的尾羽作饰物。 有人

称，这是凤凰的羽毛，而整个白马王朗风景点

连起来的地形地貌也正似一只展翅的凤凰形

状。白马人世代守护着这片神奇的山林，与大

熊猫相伴。他们辛勤地劳作，过着简朴的生活。

闲暇时唱歌饮酒，跳舞作乐。他们享受着这世

外桃源般的生活， 而不受喧嚣尘世的打扰。神

仙般的日子，不过如此。

一个月都不够玩的国际度假地

由于交通以及基础设施不完善，过去，白

马王朗鲜有游客行迹。9月25日， 白马王朗国

家级自然风景区即将亮相， 广大游客将可以

轻松感受这片土地的神奇。 在当地向导的带

领下， 探秘惊喜无限的王朗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 走进白马湖守护着的最后的白马古

寨———扒昔加寨；在色如家老寨，走进白马人

的传统木楼，听白马老人讲那过去的事；在白

马湖畔欣赏湖光山色，渐变的湖水、苍翠的山

林，构成一幅精美的画卷；还有刚刚完工的白

马湖游艇俱乐部， 按照国际标准专门定做的

游艇在湖面上整齐排列， 来一次私密的游艇

之旅，环湖风光尽收眼底。而在不久后的白马

王朗，还将为你呈现更多精彩：春天，在满山

杜鹃花海中徒步穿越， 搭乘观光小火车穿梭

于层峦叠嶂间；夏天，在跑马场策马扬鞭，来

一出盛装舞步，或在绝美峡谷里激情漂流，在

大草原上露营看星；秋天，在房车营地燃起篝

火，坐上景区缆车饱览秋日壮景，或者搭乘高

山直升机一览众山小；冬天，冰雪小镇聚集了

世界各地的滑雪爱好者， 在滑雪场上展露英

姿，在温泉酒店里卸下所有疲惫，在大熊猫文

化主题区， 直观大熊猫的生活状态……那就

是你一个月都玩不够也不够玩的国际度假目

的地。

（梁乃丹）

它是大九寨国际旅游环线上一颗崭新的明珠，它拥有成为国际一流度假目的地的极好潜质

9月25日，白马王朗国家级自然风景区震撼亮相！

白马王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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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马王朗

小档案

白马王朗国家级自然

风景区

地址：四川省绵阳市平

武县境内

开业时间：

2014年9月25日

咨询热线：

0816-5360333

九寨沟的水，黄龙的瑶池，圣洁的雪

山， 悠久的历史， 多元的少数民族风情

……大九寨旅游环线作为四川旅游黄金

线的代表， 每年都吸引着数以万计的国

内外游人到访。其中，九寨沟、黄龙堪称

这条旅游线上最为璀璨的两颗明珠，几

乎是外地人入川的必游之地。 从今年9

月25日起，在这条旅游黄金线上，一个

全新的重量级的国家级自然风景区即将

诞生。在这里，雪山、湖泊、高山草原、原

始森林等自然风光应有尽有， 世界珍稀

动植物宝库———王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就坐落于此， 一个神秘而古老的部

落———白马藏族人世代居住于此。 在这

些宝贵资源的基础上，汇聚了游艇、五星

级酒店、 极限越野等与国际一流旅游目

的地标准接轨的主题项目也即将逐一呈

现。 长期以来以传统观光为主的大九寨

环线就此改观。至此，由九寨沟、黄龙、白

马王朗三大旅游目的地构筑的四川旅游

“金三角”正式耀世登场！

四川旅游

从来不乏精彩！

▲

好客的白马人在神山前迎客

湖岸彩林

▲

成都商报记者 李智

亚邦股份今日上市

今日，沪市新股亚邦股份（603188）

将登陆A股市场。招股书显示，亚邦股份

主要从事纺织染料及染料中间体的研

发、生产、销售及相关技术服务，公司本

次以20.49元/股发行7200万股。 正是受

到发行规模相对较大等因素的影响，公

司网上中签率达到了1.21%，在同批发行

新股中属于偏高的水平。

从估值角度看， 亚邦股份20.49元/

股的发行价格，对应2013年摊薄后市盈

率为22.75倍，低于公司所在化学原料和

化学制品制造业最近一个月的平均静

态市盈率30.75倍 （截至8月25日）。但

是， 与亚邦股份可对比的浙江龙盛、闰

土股份等4家上市公司，2013年静态平

均市盈率为20.21倍，低于亚邦股份的发

行市盈率。公司在公告中预计，今年1~9

月，公司营业收入约为19.5亿元，较上年

同期增长30%~40%；公司净利润约为5亿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80%~200%。

成都商报记者 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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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

近期，宝德股份（300023）发布了关于

暂停上市风险的警示公告，引发市场广泛关

注。与主板、中小板不同的是，创业板公司如

果连续亏损3年，无需ST将直接暂停上市。加

上证监会屡次重申创业板不得 “借壳”，这

对于主业不振，又无法成功转型的创业板公

司来说，其所面临的风险不言自明。

3公司发暂停上市风险警示

就在投资者筹备欢度中秋佳节时，宝德

股份（300023）于9月6日再次发布了公司股

票可能被暂停上市的公告。

公告称， 因公司2012年、2013年连续两

年亏损，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

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若公司2014年度审

计报告最终确定为亏损，深圳证券交易所可

能暂停公司股票上市。 公司进一步表示，若

公司2014年度审计报告最终确定为亏损，公

司股票将于披露2014年年度报告之日起停

牌，深圳证券交易所在停牌后15个交易日内

作出是否暂停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

“与主板和中小板不同，根据目前的规

定，创业板是没有ST处理的，连续亏损三年

就将暂停上市”， 一位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

事务代表对记者表示，创业板公司连续两年

亏损的， 自披露其后首个半年度报告时，就

要开始发布公司股票可能被暂停上市的风

险提示公告， 之后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

直至暂停上市风险消除，或者深交所作出公

司股票暂停上市的决定。

实际上，发出类似“黄牌警告”的创业

板公司，并非宝德股份一家。据记者统计，因

为 “造假” 而被广泛关注的万福生科

（300268），以及天龙光电（300029），也已

先后披露了关于暂停上市的风险警示公告。

创业板个股退市风险更大

如果宝德股份、 天龙光电和万福生科3

家公司， 最终出现因为连续亏损3年而暂停

上市的情况，将是创业板首次出现暂停上市

的案例。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一可能性并

不算小。

上述3家公司中， 目前正在停牌筹划重

组的宝德股份， 在今年上半年实现逾500万

元净利润而扭亏，万福生科和天龙光电则继

续亏损，而且两家公司预计今年前三季度也

将亏损。

实际上，在退市改革大力推进的当前，暂

停上市或者退市已经不再与创业板个股绝缘

了。在今年7月披露的《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公开

征求意见稿中， 就明确针对现行规定中重大

违法退市情形欠明确，操作性不足的现状，将

“欺诈发行”和“重大信息披露违法”这两种

重大违法行为纳入强制退市情形。

有业内人士指出，相对于主板、中小板

公司，创业板公司暂停上市或者退市的风险

更大，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创业板公司严禁

“借壳”上市。因此对于主业不振，而又没有

办法成功转型的创业板公司，投资者要注意

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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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需ST直接暂停上市

宝德股份等3创业板股陷“雷区”

目前，19家上市券商已经全部披露完8

月份经营数据。统计数据显示，券商今年前8

月业绩远超去年同期。

从数据来看， 前8月累计综合收益同比

增速最高的5家上市券商依次为： 太平洋证

券618%、国元证券134%、东吴证券127%、中

信证券125%和西南证券106%。

广发证券表示，根据其与境外投资者的

交流，由于其极低的资金成本，如境外大型

对冲基金股票投资的融资成本仅1%多，注定

会偏好于高股息率（覆盖融资成本）、稳增

长（股息率能持续）、低估值（账面损失概率

低）的公司，如金融等蓝筹公司。

因此， 判断对于非银行金融个股而言，

未来将直接受益于“沪港通”的启动：（1）

低估值、稳增长的保险板块符合前述境外投

资偏好的特征；（2）蓝筹股走强预期有望促

发保险、证券板块的高弹性特征；（3）中国

平安、中国太保、中国人寿、中信证券等非银

公司AH股仍存在10%~20%的折价， 并预期

AH股价差有望逐渐收敛。

对于市场担心的QFII(

合格的境外机构

投资者

)额度尚未用完，沪港通开通后境外

投资者是否会进入A股市场， 广发证券持积

极乐观态度：根据近期与证券公司高管的交

流，目前对于QFII额度不够用的或者拿不到

QFII的机构而言，沪港通的吸引力还是不错

的，比如海外很多大规模的对冲基金，之前

拿不到QFII额度，只能去借额度，但是借入

的成本很高，会影响到其投资回报，未来很

多都会考虑通过沪港通渠道增加投资。此

外，由于两地资金成本的巨大差异，导致存

在大量AH股折价的金融股， 随着沪港通渠

道的逐步畅通，境外极低的资金成本有利于

套利业务的开展。

在选股方面，广发证券表示，非银板块

推荐排序：保险、证券、多元金融。短期而言，

9月份最重要的催化剂， 就是沪港通预期将

于10月份正式启动。 建议重点关注AH股折

价较大的非银公司：中国平安、中国太保、中

国人寿和中信证券。

成都商报记者 朱秀伟

对于

A

股股民而言， 刚刚过去的中

秋佳节一定是过得相当愉快的。 因为上

周大盘的走势的确可以用“势不可挡”来

形容。这不禁让人产生遐想，难道大牛市

真的来了？

回顾上周的行情， 不仅大盘节节走

高，各类题材股也是轮番表现。于是，网

络上出现了这样的段子来调侃似乎大势

已去的空头部队，“多空双方斗地主，多

方：我出军工。空方：要不起。多方：我出

券商。空方：要不起。多方：我出银行。空

方：过！多方：我出海运。空方：过。空方：

今天周四！多方：我炸！”

确实，上周空头主力一度显得无力

还击，上周四中信期货甚至狂减股指期

货主力合约近

4000

手空单，并反手加仓

多单。同时，股指期货升水幅度超过

20

点。对于上周的强势，我认为前期打新

资金回流， 以及新开户数大幅增加，使

得市场资金面短期突然变得较为宽松。

市场在一种强烈看好后市的氛围中运

行 。不过 ，我想说的是 ，经过一个中秋

节，空头有可能展开反扑，需要提醒大

家注意。首先，短线超买迹象已经出现，

短短六个交易日，沪指涨了

100

多点，不少

投资者似乎已经暂时忘记了风险这回

事，这给空头创造了突然袭击的机会。其

次，虽然上周空方主力一度缴械投降，但

上周五空头已经在股指期货上排下重

兵。就拿中信期货来说，上周五该席位突

然又增加了

4218

手

IF1409

合约空单，空单

累计达

18566

手，而该席位多单仅仅增加

了

902

手，多单总计为

12353

手，空单较多

单多了

6000

多手。一般来说，节假日前，主

力机构不一定会如此大手笔地持重仓过

节，这一次中信期货作为大空头，此次创

纪录地持有空单过节，显然是有备而来。

我认为，之所以在此前的震荡行情中，空

方看似节节败退无力还击， 不排除是认

为下跌空间不会太大，所以也无心死守。

但经过上周的冲高后， 震荡的空间出来

了，为空头提供了施展拳脚的空间。所以，

市场可能很快会出现一次较为剧烈的震

荡，建议大家小心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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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披露完毕 券商前8月业绩远超去年同期

警惕空头反扑

本周限售股解禁市值约253亿

根据沪深交易所安排， 本周两市共

有26家公司共计21.57亿股解禁股上市

流通，解禁市值约253.15亿元。

据西南证券统计, 本周解禁股中沪

市为5.82亿股，深市为15.75亿股，以9月5

日收盘价为标准计算解禁市值253.15亿

元，为年内偏高水平，其中，沪市6家公司

64.43亿元，深市20家公司为188.72亿元。

沪市6家公司中，云煤能源今日将有

2.74亿股限售股解禁上市， 按照9月5日

收盘价计算，解禁市值30.74亿元，为本

周沪市解禁市值最大公司。

深市20家公司中， 荣安地产限售股

将于9月11日解禁，解禁数量为8.28亿股，

按照9月5日收盘价计算解禁市值55.48亿

元，是本周深市解禁市值最多公司。

统计显示，本周解禁的26家公司中，

有15家公司限售股在今日解禁， 合计解

禁市值152.73亿元， 占到全周解禁市值

的60.33%，集中度高。

新华社

核心

提示

周净转入超2000亿创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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