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只新股今日发行

包揽需150万元

进入5月，新一批25只新股也将

陆续亮相， 今日有9只个股率先登

场，分别是：永兴特钢、创业软件、浙

江金科、广信股份、中光防雷、山河

药辅、赢合科技、惠伦晶体和莱克电

气。按照首发价格和申购上限估算，

单一账户包揽的话，需150.52万元。

永兴特钢发行价敲定为21.74

元，同时也是今日打新最贵标的。该

股网上发行数量为2000万股， 单一

账户申购上限为2万股，顶格申购共

需43.48万元。

创业软件则被众多券商看好。

银河证券研报指出， 创业软件属于

软件行业， 细分行业为医疗信息化

行业。 随着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不

断深化， 信息化作为医改支撑依托

的作用越来越大， 医疗卫生信息化

目前正处于产业发展的黄金期，发

展前景广阔。银河证券预计，创业软

件 2015~2017年每股收益分别为

0.84元、0.99元和1.17元， 给予公司

2015年130~150倍PE，对应合理估值

区间为109~12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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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产

楼市飘红：三天热卖 提前完成半年销量

2015春季房交会落幕，场内场外各大品牌房企表现活跃

4月29日，2015成都春季房交会首日，

保利宣布5月全系产品优惠6%，房交会期

间更享额外2%的专属特惠。最终，五一小

长假三天总成交5.6亿元， 其中5月1日当

天销售了3亿。“2015年，保利整合旗下产

品，全新发布70超级墅、80黄金洋房、90自

由HOUSE三大产品系，春交会实现了5.6

亿的热销，反映出大家对保利的认可和支

持， 同时5.6亿的成绩也让我们提前完成

了半年销量。”保利相关负责人说。

五一房交会期间，蓝光地产成都分公

司总计销售额达2.5亿，旗下三大i系产品蓝

光金悦城、 蓝光金悦府和蓝光金悦派受到

购房者追捧，销售一路攀升。蓝光地产相关

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蓝光三大全新产

品上市，开盘以来一直受到购房者的热捧，

房交会期间到访情况让我们十分满意。”

此次春交会，绿地销售378套，总金额

2.9亿。据了解，绿地2015年仅有5个住宅项

目在售，主力集中于绿地锦天府、绿地中

心·468、 绿地·国际花都三大明星项目。

“本次房交会规模并不大， 但是从购买力

度来看， 客户准度更高， 购房目标更明

确。”绿地相关负责人表示，开发商逐步趋

向于寡头垄断，越是明星楼盘，具备好资

源和品牌开发商影响力，越是受到追捧。

成都万科携全系9个项目参展， 除了

以金色乐府、金色城市、金域缇香为代表

的金色系主流住宅项目外，五龙山、公园5

号两大高端项目以及商业项目汇智中心

也来参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成都

万科即将推出的UP系产品首作———万科

城、TOP系新产品———翡翠洋房、 社区商

业新品———金街坊也亮相房交会。房交会

期间，成都万科共售出350余套房源，认购

总金额超过3.5亿， 主流住宅项目金色乐

府、 高端项目公园5号等均有不俗表现。

成都商报记者观察到， 现场不少客户对

万科城、 翡翠洋房和金街坊这三个全新

亮相的项目都表现出了浓厚兴趣， 咨询

者络绎不绝。

和黄·i-都会S的展台持续火爆， 现场

90平米三房两厅两卫样板间， 更是吸引了

众多购房者排队参观。 五一期间实现认购

200余套，认购金额超1.5亿元。

小长假期间， 中渝国嘉全线劲销1.6

亿元。 其中天府逸家热销90套4300多万

元、南湖逸家热销81套3500万元、四海逸

家热销30套5100万元、光华中心写字楼及

商铺热销11套2100万元。

此外，成都华侨城五一期间共实现认

购85套， 认购金额1.5亿元， 低密物业东

岸、华宅原岸、写字楼创想中心都备受青

睐。中信城和中信云栖谷两个项目，在五

一期间实现认购近1亿元， 中信城主要为

88～130平米的房源， 云栖谷主要是高端

低密度物业。世茂城也热销100套，约5000

万元。 据美城悦荣府销售人员初步统计，

春交会期间销售200余套， 户型面积为

66～105平米。因美城悦荣府在4月18日刚

开过一次盘，春交会期间的客户大多是由

新客户构成，这样的成交量非常不错。

品牌房企集体爆发 个别提前完成半年任务

改善型和华宅项目热度不减，不少

都在五一期间取得热销。

“4月30日到5月3日，我们自然到

访的客户多达800余组。” 黄龙溪谷的

相关负责人称，购房者非常热情，将售

楼部最后剩余的房源全部消化完毕，公

司不得不决定紧急加推，加快新房源推

货节奏来满足新增客户的需求，现场新

房源排号的客户也非常多。

中海·九号公馆五一期间成交1.2

亿，成交的户型以大户型为主。而华宅

项目伊泰·天骄的到访也有所增加，现

场成交速度加快， 总价500万元起的精

装大平层项目开始快速跑量。除了成都

和川内的客户，这次小长假，还有不少

省外的客户到现场看房。

金融城精装大平层项目中国铁建·

西派国际热销1.5亿元。“我们在五一期

间推出了一批特价房源，190平米的最

受欢迎，成都本地客户居多。”项目负

责人表示， 对于后市他们非常乐观，和

去年相比， 市场反应和客户关注度、接

受度都在上升。

虽然没有参加房交会，建发地产销

售数据仍然喜人。建发鹭洲国际成交80

套，成交额9500万元。建发泱墅为大源

中心唯一可售城市别墅，户型采用创意

的叠拼跃层设计， 建面143～149平米，

实得306～380平米叠拼备受青睐，五一

期间销售6套， 总金额2000多万元。建

发·浅水湾卖了3套， 总销售额2800万

元，内湖组团产品受欢迎。建发地产策

划经理李旭东表示，在4月份，建发泱墅

的销售达到30套，这和新政对高端和改

善型房源的刺激分不开，表现为越是均

衡度高的产品销售越好。

4月以来，楼市新政连续出台，其中

不乏对改善型和投资型物业的利好消

息。伴随利好，成都龙湖五一期间在售项

目斩获2.2亿。其中，城南华宅地标世纪峰

景受房交会的人气带动，三天千人到访，

实现销售金额1亿元； 投资热情回暖，金

楠天街实现销售额5500万元。此外，时代

天街实现销售金额3500万元。 成渝两地

不少市民到青城山度假， 带动小院青城

实现销售2000万元， 有机低密物业悠山

郡也实现销售额1000万元。

除了高端华宅， 低密度物业也颇受

青睐。此次都江堰组团参展，不少项目都

获得热销。宁江大院的销售负责人表示，

不少成都和阿坝的客户都追捧都江堰的

低密房产。“在房交会现场， 我们明显感

觉到，现在买房人对生态环境、居住环境

的要求越来越高， 都江堰的关注度明显

高于往年， 洋房和低密物业都颇受欢

迎。”明宇·豪雅青城五一期间销售17套，

这样的集中成交在之前从未出现过。据

该项目营销负责人介绍，自4月以来都江

堰青城山板块回暖趋势明显，明宇·豪雅

青城在没有任何推广和现场活动的情况

下单月销售15套，预计5月份将会在这个

基础上翻番。

高端热度不减 低密物业也受青睐

不少新项目的售楼部现场， 也成

为市民过节的好去处。

4月25日才开盘的攀成钢韩派精

装项目———乐天圣苑， 五一期间持续

热销。88～112平米的精装房备受关

注，现场来访大幅增加，不少都是想留

在城市中享受精装生活的年轻人，三

天时间共热销29套。

由于定位为全城首个游乐旗舰综

合体，位于成都北中心的城北优品道，

三天热销50套住宅， 商铺排号也非常

火爆。其全运营全托管共赢商业，让不

少投资商业地产的购房者颇为关注。

位于建设路商圈的新项目招商·中

央华城，5月1日销售中心正式开放，众多

购房者涌向售楼部， 一度造成售楼部门

前多条道路拥堵，SM广场停车场爆满。

而在售楼部现场，领芒果、看盘、DIY活

动、抽奖、免费吃龙虾的人是络绎不绝。

除此之外， 不少项目现场的活动

也非常丰富， 开发商为了赚人气都蛮

拼的。保利首届侏罗纪全球生物展、马

达加斯加主题嘉年华、米其林美食节、

全民泡泡节、业主参观团等各种活动，

都吸引了相当部分的人气。

成都商报记者 刘婷 摄影 卢祥龙

（本组数据均由开发商提供）

新项目人气火爆

售楼部活动赚眼球

核心

提示

� � � �五一小长假期间，从成都各个

售楼部和房交会现场传来了供销

两旺的消息，楼市一片飘红。品牌

房企集体爆发，甚至有个别提前完

成了半年任务。高端和低密物业持

续受到关注，有的项目取得历史性

突破，甚至不得不紧急加推。

春交会现场人头攒动

回暖

都江堰青城山板块项目热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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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早盘， 沪指一度下跌超过

50

点， 但收盘时如意料中一样以上

涨报收。

回顾昨日盘面， 可以说依旧是

两极分化。高价股，以及前期涨幅较

大的个股，昨日出现在跌幅榜前列。

全通教育昨日在创出

380

元新高后回

落，最终大跌

8.05%

。京天利、奋达科

技、大智慧跌停，东方财富、同花顺、

上海钢联、中国南车、中国北车、中国

电建等前期强势股也有较大跌幅。而

从热点来看，昨日电力、钢铁、军工等

板块则有不俗表现。总体而言，近期

市场依然是热点轮换格局，尚未发现

有太大系统性风险的迹象。 操作上，

考验大家的是选股卖票的功夫。

当然，买得再好，不会卖票也枉然。

而说到卖票，著名影星赵薇的功力可不

简单。昨日有报道称，此前巨资入股阿

里影业的赵薇，

4

月

29

日、

30

日已成功套

现

10

亿港元。 我看了下阿里影业的走势

图，该股在

4

月

9

日见顶，随后连续阴跌。

而在香港股市，早就有“

SELL IN MAY

”

的说法。这一次，赵薇虽然没有卖在最高

点，但依然算是在高位兑现了部分利润。

对于

A

股后市，今日主要关注的还是

新股申购对资金面带来的压力。 在市场

连续几个交易日缩量的情况下， 我认为

市场依然可能以板块轮动为主， 对于高

价股和前期爆炒过的股票， 大家要继续

保持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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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A股红盘开局

沪指4400点失而复得

5月A股红盘开局。4日上证综指盘中

4400点失而复得，与深证成指双双温和走高。

昨日上证综指以4441.34点微幅低开，

全天呈现探底回升走势。早盘沪指一度下

行跌破4400点，探至4387.43点后开始震荡

走高，尾盘收报4480.46点，较前一交易日

涨38.81点，涨幅为0.87%。深证成指收盘报

14860.53点，涨41.89点，涨幅为0.28%。

沪深两市分别成交7175亿元和5200

亿元，在前一交易日基础上继续萎缩。

五一假期，消息面平静，部分选择持币

过节的投资者重新入场， 推动沪深股指双

双红盘。不过，本周A股将迎来新股申购高

峰，市场可能因此呈现震荡格局。

新华社

进入退市倒计时 （预计最后一个交

易日为5月14日）的*ST博元，近期上演了

一幕公司董监高“不保真”业绩的荒唐

剧，令资本市场一片哗然。股价从连续7

个跌停到连续8个涨停的背后是机构撤

退散户接盘。

董监高不担责引争议

近期，*ST博元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

过的2014年年度报告、2015年第一季度报

告显示， 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及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均声明“无法保证年度

报告和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而且不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会计师事务所亦出具 “无法表示意

见”的审计报告。

面对这样一份罕见的 “不保真”申

明，上证所4月30日发出《问询函》，要求

公司核实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作出

前述声明的具体原因和依据，并自查前述

声明是否违反了《证券法》 第68条的规

定。（注：《证券法》第68条规定，上市公

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上

市公司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对此，*ST博元回应称， 由于本届董

事会、监事会及高级管理人员于2015年1

月23日及之后才开始履职、 由于公司聘

请的审计机构大华会计事务所对2014年

度报告发表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结论，

且公司新的董事会、 监事会及高级管理

人员对涉及往年较多数据的核查尚未核

实清晰，故本届董事会、监事会及高级管

理人员申明做出了无法保证2014年度报

告、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

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并不承担个人和连带的法

律责任的陈述。

5月1日公告显示， 广东监管局对公

司下发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 责令公司

对已披露的年度报告和第一季度报告作

出更正并提交书面报告。

机构撤退散户涌入

自*ST博元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以

来，股价从连续7个跌停到连续8个涨停，

让很多投资者目瞪口呆。

*ST博元此前连续暴涨，与新晋第一

大股东庄春虹或有些许关系。 通过司法

划转， 这位80后女会计取得公司原第一

大股东珠海华信泰投资有限公司所持的

*ST博元10.49%股权， 每股7.52元的划转

价格或许令不少散户浮想联翩。

上证所公布的交易信息显示， 自从

进入退市警示板后，除持股市值100万元

以下的自然人外，*ST博元其他股东均在

“跑路”， 其中机构投资者出货最为坚

决。数据显示，3月30日~4月29日，专业机

构账户数从36家降至9家， 持股数从1511

万股降至6万股。而同时，风险承受能力

较低的散户成为*ST博元这场豪赌游戏

的接盘主力。持股市值在100万元以下的

自然人账户数从17287个增加至27524个，

持股数从5427万股增加至12180万股，占

*ST博元总股本的64.1%。

4月29日、5月4日，*ST博元连续跌停。

多位权威人士指出， 因公司涉嫌信

息披露违法违规，被证监会立案调查，根

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公司

在被立案调查期间不得发行股票。 因此

公司在该事项影响消除前不会筹划发行

股票事宜，投资者对此应予以认知，不应

再盲目跟风炒作。

5月4日公司公告， 目前尚无任何关

于重大资产重组、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

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

大事项的计划、 方案、 工作时间表等。

《每日经济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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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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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博元业绩“不保真”惹关注

退市在即 散户成“接盘侠”

学会卖票

今日申购新股情况一览表

002756 002756

永兴特钢

21.74 2

300451 300451

创业软件

14.02 0.65

300459 300459

浙江金科

7.84 1.05

603599 732599

广信股份

16.11 1.8

300414 300414

中光防雷

14.74 0.8

300452 300452

山河药辅

14.96 0.45

300457 300457

赢合科技

12.41 0.75

300460 300460

惠伦晶体

6.43 1.55

603355 732355

莱克电气

19.08 1.2

证券

代码

申购上限

（万股）

发行价

（元

/

股）

简称

申购

代码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