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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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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商集团 拟开展证券投资

成商集团（600828）今日公告称，

为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将资本投资

与实业投资相结合，利用资本市场反哺

实业经营，公司拟运用自有资金，使用

独立的自营账户， 投资境内外股票、证

券投资基金等有价证券及其衍生品，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的其他投资方

式。成商集团透露，在连续12个月内，使

用不超过1亿元自有资金进行证券投

资，投资取得的收益可以进行再投资。

四川路桥 发布重大工程中标情况

四川路桥（600039）今日公告称，

根据公司经营部门初步统计，公司及子

公司今年第一季度新中标项目11个，中

标合同金额为29.65亿元。 截至2015年3

月31日， 四川路桥剩余合同金额321.90

亿元（含BOT项目116.73亿元）。四川

路桥提示，由于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可能

发生调整、 公司财务核算等各种因素，

公司未来实现的营业收入与新签合同

金额可能并不完全一致。

金亚科技 发布2014年报

金亚科技（300028）今日披露的

年报显示，2014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58亿元， 比去年同期下降5.96%；实

现净利润2577.27万元，比去年同期增

长121.24%。公司计划向全体股东每10

股派发0.9元 （含税）， 每10股转增3

股。对于2015年，金亚科技提出将持续

深化战略转型， 将金亚泛家庭互联网

生态圈的战略进一步具象化， 围绕智

慧城市建设，强化虚拟运营商定位，充

实完善游戏全产业链闭环。

成都商报记者 李智

在利好政策密集出台的背景

下，2日沪深股指延续前一交易日上

行势头，双双温和收升。创业板指数

持续走强， 改写前一交易日刚刚创

下的历史新高纪录，涨幅高达近3%。

银行等五大权重板块逆势收跌，制

约市场上行高度。

昨日上证综指以3827.69点小幅

高开，总体呈现先抑后扬格局。盘中

沪指一度跌破3800点，下探3775.89点

的全天低位后重回红盘， 最终收报

3825.78点，较前一交易日涨15.49点，

涨幅为0.41%。

深证成指收盘报13426.10点，涨

31.38点，涨幅为0.23%。沪深两市逾

1900只品种上涨，远多于下跌数量。

不计算ST股和未股改股，两市超过

140只个股涨停。昨日沪深两市呈现

量价齐升态势， 分别成交6320亿元

和6045亿元。

大部分行业板块随股指录得正涨

幅， 不过仅有供水供气一个板块涨幅

达到2%。贸易服务、零售连锁、电气设

备等板块涨幅在1%以上。银行、建筑

工程、券商保险、电力、钢铁五大权重

板块逆势小幅收跌，成为制约A股上行

高度的主要因素。

近期A股迎来利好政策的密集发

布。 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适当扩大社

保基金投资范围， 为股市引入长期资

金创造想象空间， 强调加快发展电子

商务则对相关板块形成提振。 在这一

背景下，A股延续升势。

新华社

利好推升股指 A股持续“高温”

这两天，成都提前进入了夏天，面对每

天

30

度左右的高温， 很多人都穿起了夏装。

同样，

A

股市场也是热得发烫。昨日，尽管早

盘沪指还在震荡调整， 但根本没有调整多

少，就扭头向上，最终仍以上涨报收。创业板

更疯狂，多只股票涨停，创业板指又创出历

史新高。

短期来看，行情实在是太疯狂了，而在

这种情况下，我则继续给大家“降降温”。说

到昨日的行情，实际上大盘指数本身步伐是

比较沉重的，尤其是金融类股票，大多都出

现了资金流出的迹象，不论银行、保险，还是

券商，三大板块都在拖累指数上行。而最终

沪指之所以还能实现上涨，主要还是依靠其

他一些题材股的炒作带动起来的，同时权重

股尾市跌幅有所收窄，也使得沪指最终以上

涨报收。

今天是清明小长假前最后一个交易日，

一些机构资金提前离场， 是可以想到的。一

方面， 节日期间消息面存在一定的不确定

性。股指期货数据显示，不论多头还是空头，

昨日总体减仓明显；另一方面，随着新一批

IPO

批文的下发， 机构将腾出部分资金准备

打新。

再来看创业板，部分个股疯狂依旧，创

业板指数也极度亢奋 。但一些前期老牌龙

头创业板股票却没有再创出新高 。如全通

教育 、朗玛信息 、上海钢联 、卫宁软件等 ，

昨日都没有什么太好的表现 。所以 ，我感

觉即便热钱再凶猛 ，要想创业板持续狂热

也是有难度的 。短期来看 ，我认为大家还

是要继续保持谨慎 ， 就算今天继续疯一

下，说不定节后就要“降温”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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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股动态

小心节后“降温”

昨日，市场的主角依然是创业板。

近3%的涨幅，2475.32点的收盘点位直

接刷新了历史最高纪录，雅本化学、星

河生物、银禧科技等40只个股涨停，上

涨个股达313只，下跌的仅有48只。

本周以来，除周一下跌外，创业板

指数周二大涨44.69点，周三大涨69.74

点，昨日进一步大涨70.41点。在创业

板指数连续大涨下，记者注意到，截至

昨日收盘， 创业板平均市盈率达到92

倍， 而3月初时的市盈率还在74倍左

右，用任性“狂奔”形容创业板的疯狂

已不足为过。

92倍市盈率， 不仅逼近100倍关

口， 更是超越了纳斯达克巅峰时期

的最高值。数据显示，纳斯达克综合

指数在2000年3月见到大顶5132点，

当天纳指的市盈率为80倍， 市净率

为7倍。

记者注意到，2009年10月， 创业

板开板， 当时创业板指数还未推出，

在创业板首批28家挂牌公司中，包括

乐普医疗、华谊兄弟、鼎汉技术等在

内的新股， 在炒新资金的狂热追逐

下，也达到了100倍的市盈率，不过市

盈率过100倍的新股短短数天后便开

始了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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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板“升升不息” 平均市盈率逼近百倍

市场观察

3月， 创业板指数放量飙升再创

新高。截至昨日收盘，今年以来，创业

板指数涨幅高达68.19%，市场异常亢

奋。在创业板指数冲高过程中，引发

大量减持，但散户新增资金涌入继续

推升指数。

国信证券认为，4月调整的可能性

大：“指数连续上涨后重回加速上行

通道，通道上轨对继续上行构成压制。

4月初指数还有上冲， 但基本限定在

2400点略高。周线超买最为严重，创历

史峰值，短期调整不可避免，回落可能

会触及2200点。”

国信证券提醒，一旦创业板日成

交低于900亿元， 可能就是短期调整

的开始。对于中小板指，国信证券认

为其较创业板指的超买程度更加严

重， 短期回落的幅度可能也更大一

些。操作上，国信证券建议“逢高降

仓，规避短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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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证券:日成交若低于900亿 创业板或陷入调整

机构情报

4月2日晚间， 证监会官方微博发

布消息称， 当日证监会按照法定程序

核准了30家企业的首发申请。其中，上

证所11家、深交所中小板2家、创业板

17家， 相关企业及其承销商将分别与

沪深交易所协商确定发行日程并陆续

刊登招股说明书。

具体来看， 拟登陆上证所的11

家企业分别是： 辽宁福鞍重工股份

有限公司、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

有限公司、 大连派思燃气系统股份

有限公司、 江苏省广电有线信息网

络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盛洋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

有限公司、 山东华鹏玻璃股份有限

公司、星光农机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大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黑龙江珍

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曲美家具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昇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深圳市

易尚展示股份有限公司， 拟登陆深交所

中小板。

拟登陆创业板的17家企业分别是：

四川金石东方新材料设备股份有限公

司、山东莱芜金雷风电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成都运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福建

广生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汉邦高

科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康斯特

仪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河南清水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广州鹏辉能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广州航新航空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美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上海普丽盛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广

州市浩云安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南京

全信传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鲍斯

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博济医药

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双杰电气

股份有限公司、保定乐凯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

统计显示，2014年下半年，证监会

分7批次下发79家公司IPO批文，月均

十多家。从目前情况看，新股发行增量

明显。加上昨日的30家，今年以来证监

会已下发了98家公司的 IPO批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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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焦点

30家公司IPO“准了” 两川企“会师”创业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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