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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

昨日， 央企改革概念股集体爆发，

再次成为近两日市场上一道靓丽的风景

线。截至昨日收盘，中粮地产、中粮生化、

中粮屯河、中国医药、国药股份等多只央

企改革概念股涨停。

央企改革概念股刮涨停风

昨日， 央企改革概念股再次成为市

场主角。其中，最直接的催化剂是“国投

系” 的国投电力因筹划重大事项停牌，

在上述信息的影响下， 与央企改革相关

的个股出现全面上涨，截至收盘，涨停个

股超过10只———如电力板块的吉电股

份、华电国际、华能国际、华电能源；“中

粮系”的中粮地产、中粮生化、中粮屯

河；“国投系”的*ST中鲁、国投新集、中

成股份等。

北京某私募投资总监告诉记者，近

两日， 资金更多参与到央企改革主题投

资，而对于前期强势的“互联网+”题材

来说， 尽管不少个股都出现了30%以上

的跌幅，但依旧不能获得市场的青睐。随

着沪指连续两日放量反弹， 基本确立了

前期以配资爆仓造成股票踩踏的情况结

束，而近期央企改革独领风骚，或许预示

着经历前期大幅调整后， 行情分水岭出

现， 央企改革概念成为当前行情最重要

的主题投资机会。

国泰君安：抓3大投资机会

“其实在本轮反弹中，以创业板为

代表的个股并未成为反弹的先锋， 或许

是有部分个股遭遇监管层立案调查，以

及‘讲故事’盈利模式被质疑等因素影

响，而相比于这类个股的不确定性，国企

改革由于顶层方案出台的时间越来越

近， 且又在部分个股的重组停牌的影响

下， 国企改革概念理所当然成为当前市

场下，资金最佳配置选择。”有券商策略

分析师如此认为。

记者注意到，6月5日深改小组召开

会议发布了《关于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若干意

见》、《关于加强和改进企业国有资产监

督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意见》， 标志着

央企改革顶层设计方案的推出时点可能

大幅提前。

国泰君安在最新的研报中指出，央

企改革将是下一阶段主题热点的重点配

置方向，并且指出了3大投资机会：1.央企

改革试点， 特别是国资管理体制和深改

的试点（中粮/国投/中建材/国药/新兴

际华和中节能六大集团）： 国投新集、中

国巨石、启源装备、国药股份、北新建材、

国药一致。另外，中粮屯河也将主要受益；

2.央企国资证券化，重点在证券化程度不

高的行业， 大集团小公司通过资产注入

实现证券化进程加快，推荐：国电电力、风

神股份、一拖股份、葛洲坝；3.以行业性的

国资运营和投资公司为核心， 央企会进

行大规模整合、重组和合并，资源类和高

端装备是重点方向，推荐：中国重工、中煤

能源、国电南瑞。

《每日经济新闻》

得益于打新资金大规模回流，A股

24日延续反弹势头继续走高。 上证综指

上行逼近4700点， 录得2%以上的涨幅。

创业板指数表现不佳，逆势小幅收跌。

昨日上证综指以4604.58点跳空高

开，早盘冲高回落，午后探至4552.13点的

全天低点后开始震荡回升。 尾盘沪指以

接近全天最高点的4690.15点报收， 较前

一交易日涨113.66点，涨幅达到2.48%。

深证成指走势稍 弱 ， 收 盘 报

16312.31点，涨266.32点，涨幅为1.66%。

创业板指数表现不佳 ， 逆势跌

0.31%，收盘报3383.40点。

沪深两市个股普涨，仅300余只交易

品种收跌。 不计算ST股和未股改股，两

市超过150只个股涨停。

在前一交易日基础上， 沪深两市继

续放量，分别成交8151亿元和6752亿元，

总量接近1.5万亿元。

昨日所有行业板块均实现上涨。电

力板块表现抢眼， 整体涨幅高达逾5%。

运输物流、 煤炭板块涨幅也在4%以上。

前一交易日领涨的券商保险板块昨日表

现最弱，仅录得微弱涨幅。

沪深300指数收复4800点整数位，报

4880.13点，涨94.04点，涨幅达1.96%。10

条行业系列指数全线飘红，300公用涨幅

高达5%以上。

沪深B指双双收高。 上证B指涨0.69%

至477.98点，深证B指涨2.03%至1553.02点。

在市场“紧杠杆”担忧逐步获得缓

解的基础上， 昨日沪深两市迎来打新资

金的大规模回流。受此影响，沪深股市延

续放量反弹态势。

新华社

国泰君安明日上市

机构预计市值或达3000亿

昨日，记者从上证所获悉，沪上老

牌券商国泰君安将于本周五（6月26

日） 登陆上证所 ， 证券代码为

“601211”。 公司本次IPO发行后A股

总股本为76.25亿股，其中，此次发行的

15.25亿股将于6月26日起上市交易。

多家券商预计，上市后，国泰君安对

应市值或达3000亿元。

国泰君安发行价为19.71元，此

次发行15.25亿股， 占发行后总股本

的20%，募集资金约300亿元。

中金公司6月中旬的研报称，参

考国信、 东方和东兴等次新股的表

现，以及与公司类似体量的海通、中

信、申万宏源的估值水平，公司上市

后将享有一定的估值溢价， 但因募

集金额及体量，估值溢价不及国信，

东方，东兴；另外，中金公司认为，国

泰君安在未来6个月稳定市值不会

超过行业排头兵中信证券。 据中金

公司预测， 国泰君安市值将在2700

亿~3200亿元。

国金证券研报称，通过上市，国

泰君安打开了融资通道， 资本金的

补充将提升公司业务发展潜力。在

业务规模和结构上， 国泰君安与海

通、国信等类似，考虑到新股发行后

的表现，参照国信、东方等次新股目

前估值水平，同时考虑公司与国信、

东方在业务结构和发展空间等因素

上的差异性，上市后，国泰君安对应

的合理估值区间约为40.7~44.8元，

对应市值区间约为3103亿~3416亿

元。国金证券预测，国泰君安或将超

越海通， 成为仅次于中信的第二大

市值券商。

成都商报记者 王一鸣

核心三人组最高学历为高中

5月27日，迅游科技、南兴装备等5家公司

在深交所举行了上市仪式。虽然这次没有范

冰冰这样的当红明星露面，也没有养眼的模

特儿走秀，但一些业内人士却表示，恰恰是因

为这种平淡，让人们的目光投向了迅游科技

的高管核心团队。背后的原因不仅是公司被

看好的发展前景，还有高管的个人履历。

据《招股说明书》显示，迅游科技的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章建伟（持542.36

万股）、袁旭（531.59万股）和陈俊（389.09

万股），同时他们也是公司的创始人，以及

最核心的高管。其中，章建伟生于1974年，

为迅游科技董事长，而担任董事、总裁的

袁旭和董事的陈俊则均为“80后”。

相比大多数上市公司高管动辄硕士、

博士，甚至“海归”，作为科技类上市公司

的迅游科技，三位核心高管则显得颇为另

类。具体来看，章建伟先生为初中学历，袁

旭先生和陈俊先生则是高中学历。

简历显示， 章建伟先生1989~1999年

从事纺织行业相关工作，2000年开始从事

网络方面的工作，2005年创立蓝月科技，

2011年11月至今任迅游科技董事长、法定

代表人。 而生于1984年的袁旭，1997年开

始从事网站、网络聊天室创意、管理等工

作，照此估算，袁旭涉足互联网行业时应

是13岁左右。 此外，1980年出生的陈俊，

2001~2005年作为独立开发人进行网络游

戏周边工具软件的开发工作。

距离“股王”仅一步之遥

在这个本科生，甚至硕士都面临就业

难题的时代，迅游科技3位核心高管，在创

业路上遇到的艰辛可想而知。不过，借助

资本市场的魔力，他们的付出最终获得了

丰硕的回报。

今年5月27日，迅游科技登陆A股市场，

在上市首日大涨44%后，虽然行情的巨震导

致同日上市的新股纷纷开板， 但截至昨日

收盘，迅游科技依旧稳稳地站在涨停板上，

并在昨日迎来了第19个“一”字涨停。

截至昨日收盘， 迅游科技报收于

297.30元，较33.75元的发行价，涨幅已接

近8倍。按照昨日收盘价及持股数估算，迅

游科技董事长章建伟的身家已经超过16

亿元。当然，受益于迅游科技股价上涨的

不仅仅是公司创始人， 以及其他原始股

东，按照目前的价格估算，当初中签新股

的投资者，每中签一个号（500股），浮盈

已达到了13万元。

迅游科技主营业务是为网游等互联

网实时交互应用提供网络加速服务，主要

产品是“迅游网游加速器”。正是因为独

特的题材，上市之初迅游科技就受到了业

内的普遍看好，并屡屡被拿来和“最牛新

股”暴风科技做对比。特别是迅游科技不

久前以3000万元入股生产锤子手机的锤

子科技，引发市场关注，成为股价上涨一

大动力。

目前，停牌中的暴风科技以307.56元

的股价，暂居两市“第一高价股”宝座，而

迅游科技如果在今日继续上涨的话，则有

望超越暴风科技，成为新“股王”。然而，

就在即将加冕前，迅游科技以筹划重大事

项为由， 从今日起开始停牌。 或许这场

“股王争夺战”，会在不久之后再次打响。

成都商报记者 李智

“中学生”演绎创业传奇

迅游科技加冕“股王”前突停牌

持续近一个月的

高考热， 随着成绩公

布而达到了沸点。与

霸占媒体头条的高考

状元相比， 相信更多

的考生和家长， 此时

正在为并不理想的成

绩唉声叹气。

其实， 学历和成

就之间， 绝非完全是

等号的关系。在A股市

场有这么一家名为迅

游科技（300467）的

四川企业， 距离“股

王”（指两市股价最

高）仅仅一步之遥。令

人震惊的是， 这家高

科技公司的创始人兼

董事长， 仅仅是初中

学历。

两日反弹谁最强？ “央企改革”连续涨

鹏博士

与腾讯签署合作协议

鹏博士（600804）今日公告称，

近日公司与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讯公司）签

署《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

司与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内容加速节点建设合作协议》。

双方结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在合

作中，鹏博士提供机柜和接入带宽，

腾讯公司提供系统所需的硬件设

备、内容数据源、技术解决方案。腾

讯公司负责远程对软件系统及系统

内容的维护， 鹏博士负责服务器硬

件及机器技术方面的日常管理。

国金证券

拟再融资募资150亿

国金证券（600109）今日披露

的增发预案显示， 公司拟以不低于

26.85元的价格， 增发不超过5.59亿

股，募集约1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

后拟全部用于增加公司资本金，补

充营运资金， 以扩大业务范围和规

模，优化业务结构，提高公司的综合

竞争力。

雅化集团

控股股东减持

雅化集团（002497） 今日公告

称， 公司控股股东郑戎女士于今年6

月19日和23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大宗交易系统分别减持公司无限售

条件的流通股份1050万股和880万

股，合计占公司总股本的2.01%。截至

本公告日，郑戎累计减持雅化集团股

份总数为654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81%。

成都商报记者 李智

川股动态

这两天， 知名专家刘姝威炮轰乐视

网一事备受关注。 刘姝威发布分析报告

称，不论是讲故事还是听故事的人，首先

要思考“故事”和“概念”能否变成现实，

能否收回投资成本和创造利润。 如果不

考虑这个前提，盲目对“故事”和“概念”

的想象空间投资，结果必然是血本无归。

不过，一些券商分析师认为，这份报告新

意不多，基本上是过去一些争议的汇总。

虽然遭遇分析报告的炮轰，乐视网

昨日的股价走势却我行我素，早盘一度

接近涨停，随后走软，收盘时上涨

3.52%

。

我个人认为，刘姝威的观点可能确

实没找到乐视网的硬伤，尤其是没有找

到一家互联网公司的硬伤所在。

要说讲故事、造概念 ，现在

A

股几

千家上市公司， 如果完全没有故事、没

有概念，恐怕未必是好公司，更何况乐

视网曾经坐上了创业板总市值的头把

交椅，怎么可能不讲故事，不造概念？放

眼全球资本市场，真正被人关注、能够

吸引人投资的互联网公司，又有哪家没

讲故事？我个人认为，只要一家公司的

故事讲得好，能让人相信，就是成功的

标志之一。毕竟，要把一个故事讲好，讲

得天衣无缝，本身也是一件“技术活”。

其次，要说“烧钱模式”的对与错，那

就更不能一棒子打死了。互联网时代，很

多创新公司都在“烧钱”，比如微信，以及

各种打车软件，这其中的不少公司，我经

常看不懂它们到底靠什么赚钱， 但互联

网公司似乎靠的就是“烧钱”，谁“烧”的

钱够多， 谁就有可能成为其所在领域的

老大，互联网时代，最后大家只会记住第

一名。比如，提到微博，大家会想到新浪

微博；提到即时通讯软件，现在占绝对优

势的只有

QQ

。所以，乐视网如果能靠“烧

钱”成为所在领域的第一名，那么“烧钱

模式”未必就是错。当然，我这里并非在

给大家推荐乐视网， 毕竟其股价现在面

临不小的压力，贾跃亭刚刚套现

25

亿元，

后市怎么走也不好说。

最后说说大盘。连续两天反弹，沪指

连续两天玩“

V

”型震荡，让一些投资者心

脏受不了，不过，两天的反弹力度还是相

当可观。从股指期货看，昨日空头大幅减

仓明显。从技术面看，

今日市场比较关键，

昨日沪指虽然大涨，

但在

5

日均线处遇到

阻力，并未成功站上

去，如果今日指数不

能有效站稳

5

日均线，

大盘调整可能会延

续。 （张道达）

道达邮箱：

dao鄄

d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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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延续反弹 沪指上逼4700点

我看乐视之争

华电国际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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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粮屯河日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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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经官方微信

nbdnews

添升宝： 擒获涨停

股的“神器”

投资宝： 轻松获取

更多投资资讯

火山 财 富 ：

5

分 钟

阅读实现财富增长

昨晚， 证监会官方微博发布消息

称，核发28家企业的首发申请，其中上

证所10家、深交所中小板10家、创业板8

家。近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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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记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中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东

邦宝益智玩具股份有限公司、苏州道森

钻采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读者出版传媒

股份有限公司、沈阳桃李面包股份有限

公司、河南思维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

司、江苏井神盐化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乾景园林股份有限公司、博敏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10家公司拟登陆上证所。

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湖

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厦门万

里石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奇信建设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三夫户外用品股

份有限公司、深圳市银宝山新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四川久远银海软件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久远银海）、浙江中坚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江苏高科石化股份

有限公司、苏州华源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10家企业拟登陆深交所中小板。

拟登陆创业板的是江苏美尚生态

景观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山鼎建筑工程

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山鼎建

筑）、 上海润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江

西福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通合

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盛天网络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华自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和中科创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对多数投资者而言，除桃李面包和

读者传媒外，其他多为生面孔。不过，记

者注意到，两家四川企业———久远银海

和山鼎建筑均顺利拿到IPO批文。

成都商报记者 唐强

市场焦点

证监会再准28家IPO�两川企在列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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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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