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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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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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今

日《每日经济新闻》报。

乐山电力 股东权益变动

乐山电力（600644）今日公告称，乐

山市国资公司于9月13日到9月18日期间，

通过二级市场累计增持乐山电力股份约

291.75股， 一致行动人乐山产权交易中心

有限公司购入乐山电力股份60.17万股。在

本次增持后，乐山市国资公司及其一致行

动人乐山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累计持

有公司股份约5122.99万股，占比15.69%。

金路集团 实际控制人变更

金路集团（000510）今日公告称，宏

达集团将所持公司3133.66万股的相关股

东权利授予德阳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德阳国资）代为行使,该授权

委托书有效期自2013年9月13日起至2014

年12月31日止。经合并计算，德阳市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通过其独资子公司

德阳国资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红旗连锁 设立子公司

红旗连锁（002697）今日公告称，公

司拟于成都市温江区投资设立成都红旗

食品纸品加工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1000

万元。此外，公司公布今年上半年权益分

派（10股转增10股派0.93元）的股权登记

日为9月27日，除权除息日为9月30日。

迪康药业 董事会公告

迪康药业（600466）今日公告称，公司

近期收到大股东四川蓝光实业集团《关于

诉讼案件的函》， 公司原控股股东四川迪

康产业控股集团请求成都市金牛区法院

判决确认迪康集团和蓝光集团于2007年10

月5日签订的《关于重组四川迪康科技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框架协议》及相关补充

协议为有效合同。由于蓝光集团判断上述

案件可能无法短期内审结，将上述诉讼案

件情况通知公司。

成都商报记者 李智

根据沪深交易所安排，中秋节后首个

交易周（9月23日至27日）两市将有21家

上市公司共计约13亿股限售股解禁，解禁

市值约155亿元。

来自西南证券的统计显示，本周两市

解禁的13.07亿股限售股中，沪市5家公司

解禁股计2.57亿股， 深市16家公司10.5亿

股，按照9月18日收盘价计算，两市限售股

市值共计约154.58亿元，其中，沪市占约

34亿元，深市占约120.58亿元。

统计显示， 本周解禁的21家公司中，

有12家公司限售股在9月23日解禁， 合计

解禁市值约140亿元， 占到全周解禁市值

的90.7%，集中度较高。

新华社

中秋节前的三个交易日，大盘延续调

整走势持续走低，沪指2200点不保。创业

板指虽再创历史新高， 但个股分化严重。

总的来说，大盘处于突破年线以后的回踩

确认阶段，三天回调70多点，若本周继续

缩量调整也不足为怪，早一点调整比晚点

好。国庆节前，股指将以盘整为主，同时也

是资金重新配置的机会。

9月2日起，“华晶杯” 我是操盘手

大赛再起波澜， 前商报炒股大赛冠军

“股往金来”， 前实战700赛季冠军文

一，前实战700赛季冠军张复利，三大高

手联袂出击， 各带200万元资金征战股

海。华山论剑，高手对决，精彩战况你不

能不看。

CDTV-2财经节目以一贯的专业、准

确和深入，继续服务广大股民观众。周一

至周五，每天12：00、18:00《吕冲说市》两

档节目邀请著名证券分析师透彻解析大

盘、详说板块、精研个股，在迷雾重重的行

情中为你正本清源。今晚嘉宾为孙云波和

陈迎。敬请关注。

成都电视台第二频道周一至周五每

天9:00～9:30，全新开启一档新节目《财

富投资人金银天下》，联合华盛金道（天

津）贵金属经营有限公司四川省分公司，

以天津贵金属交易所的天通银交易品种

为标的，开启贵金属投资资讯平台，为您

提供影响贵金属走势的国内外新闻资

讯、 交易技巧， 分析贵金属价格趋势走

向，为您的投资提供新的选择和帮助，敬

请您关注。热线：400-028-0666。

CDTV-2财经视点 每日为您保驾护航！

本周两市解禁市值约155亿元

中秋节前行情整体仍在震荡调整， 而节日期

间大洋彼岸也传来了一条投资者关心的消息：美

国维持QE（量化宽松）规模不变。基于此，市场投

资的情绪再次被调动，并引发了诸多猜想，如节后

行情是否会出现大涨？ 板块轮转是否再次回到创

业板？热点概念是否还有继续挖掘的潜力？记者就

此采访了北京神农投资总经理陈宇、 广州煜融投

资董事长吴国平和北京启明乐投董事长李坚。

行情猜想：节后反弹 多方加码

记者：节日期间，美联储宣布保持

QE

规模

不变，您认为主要原因是什么？对我国经济和

股市分别有什么影响？

吴国平：

QE退出是美联储玩的老把戏，目

的是为了维护美元的强势地位， 这次QE规模

不变实际上是因为美国经济恢复的程度不及

预期。QE的退出在节后更多的是一种消息刺

激， 国内的经济和股市会有一定的反弹动力，

我认为节后避险资金会重新涌进市场，到时自

然会在一定程度上推高股价，多头在节后很可

能展开新一轮的进攻。

陈宇：

美联储关于QE保持不变的消息一度

让外盘股市大涨， 同时黄金等风险资产价格也

出现普涨，不过随即外盘几大股指出现回调，说

明市场对于量化宽松政策适应性在增强。 我认

为外盘指数的一涨一跌侧面说明了QE政策对

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股市影响程度不会太深，

节前有企稳迹象的A股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QE

消息的刺激，但整体内生上涨的动力不变，我预

计在国庆节前大盘仍将震荡回稳，国庆节后，可

能出现一轮反弹行情，多方可提前加码。

板块猜想：抓小放大 兼顾蓝筹

记者：上周，创业板再度出现一波上涨，与

之相对的是大盘持续收阴，这是否说明资金再

度回到创业板？板块机会该如何把握？

李坚：

节前的板块分化效应再度出现，资金

在节后很可能继续投入到创业板中， 对主板的

收缩会加大。 建议重点投放到广电类传媒、软

件、旅游等板块行业，这些板块仍旧是牛股频出

的区域，同时配备医药、医疗器械和与网络结合

的周期蓝筹股，保证一定的安全边际。

吴国平：

中小板指数重心还在上移，创

业板指虽然高高在上， 但形态还没有明显走

坏， 该板块仍有创出新高的可能。 现阶段判

断节后行情是上涨的， 无论是主板和创业板

都有机会和风险，因此建议“抓小放大”，即

重点抓住盘子小、 动力强的小盘股， 减持短

期炒作的大盘股， 同时兼顾超跌的蓝筹股，

比如船运、 港口和资源类股票， 仍旧有超跌

反弹的机会。

热点猜想：概念不断 围绕政策

记者： 此前被市场追捧的自贸区概念、新

丝绸之路概念和土地流转等概念题材在上周

都有明显的回落震荡，您觉得在三中全会召开

之前，这些政策题材是否还有可持续性？

吴国平：

市场要想走好，有两种选择：一

种是让自贸区概念股等前期的领涨板块重新

崛起； 另一种是重新酝酿新的有持续性的热

点。 大盘的行情上涨都要依靠持续的概念和

热点， 以宝莱特为首的养老概念、 以戴维医

疗为首的“二胎”概念、以曲江文旅为首的旅

游股等热点也是精彩纷呈。 不过， 我认为目

前政策题材的概念比如自贸区、 新丝绸之路

和土地流转仍旧会在会议召开前成为关注的

重点题材。

李坚：

概念炒作将会持续，特别是此前领

涨的自贸区板块，但炒作的潜能是否已经到极

限还有待观察，我认为在炒作的政策题材概念

中，可以采用“双突破”的策略来选股，即基本

面突破和技术面突破，如果基本面的业绩情况

向好，而技术形态上有进一步上行空间，可以

重点抓住这些概念股。

中秋节期间，贵州茅台的一名投资者为公

众上演了一出“裸奔戏”。贵州茅台坚定看多

者之一的北京否极泰基金合伙人董宝珍去年9

月与人打赌：贵州茅台市值跌破1500亿元将裸

奔30分钟，而节前贵州茅台遭遇“中秋劫”市

值跌破1500亿元。几天后，董宝珍遵守赌约在

中秋节期间裸奔，但他对记者坦言，赌约虽败，

依然要坚定持有贵州茅台。

董宝珍9月22日在新浪微博上公布， 裸奔

已于9月21日完成，裸奔录像将在几天后发布，

届时将提供网址搜索方式。见证人，巴菲特研

究会成员周贵银微博回应， 已经收到裸奔视

频。扬韬对董宝珍的“一诺千金”表示佩服。裸

奔结束了，赌约也兑现了，但是董宝珍对于贵

州茅台的信念却更加坚定了。

昨日，记者致电董宝珍，他坦言，裸奔无关

娱乐， 是自己作为贵州茅台投资者诚信的一个

态度。这次赌约虽然输了，但自己依然要坚定持

有贵州茅台。面对茅台酒价格最近一年的下跌，

他有自己的一番解读。他认为，目前茅台酒价格

已经进入底部区域，将围绕1000元小幅波动。最

坏的时候已经过去了，贵州茅台已经摆脱“三

公”消费的影响，真正进入了大众消费时代。

据统计，从1980年至今，茅台价格一直在

国民人均月收入1/3～1/2之间波动，目前中国

国民人均月收入为3500元左右。按照上述历史

规律，1000元在一个合理价格区间。

“茅台价格跌到1000元，中期业绩小幅增

长，中秋节没有涨价，这些市场特征正说明茅

台去‘三公’化的成功。”董宝珍说，政府已经

反腐一年了， 在如此声势浩大的反腐力度下，

“三公”消费已经基本退出了高端白酒。所以，

茅台现在的价格是民间价格，是真正符合大众

消费需求的。

当问及坚定持有贵州茅台的核心原因时，董

宝珍说，因为白酒是中国精神文化的代表，随着收

入的提高，人们将对于精神消费越来越重视，而酒

伴随着于中华民族5000年的历史，是一种刚需。

有关行业专家认为，贵州茅台股价要跌破

100元， 因为一个行业的调整周期一般为3-5

年，白酒才下跌了一年，未来将继续下行。董宝

珍表示了异议，他认为，行业周期的时间是一

个普遍规律，但是茅台目前已经触底，未来的

时间将是一个横盘整理期， 不会持续下跌。并

且，处于调整期的行业更加有利于行业龙头的

兼并整合。

《每日经济新闻》

为“爱”裸奔 贵州茅台投资人兑现赌约

题材股锋芒初露

养老投资潮涌向A股 11

房屋租售

●东二环旁浅水半岛一楼500平
二楼1700平旺铺售价2600万,二楼
整体出租9万/月15008234252
●花牌坊写字楼招租69158767城
北商业体招餐饮娱乐69157222
●清盘售住房1880元/㎡ (限10套)
商铺3800元/㎡起028-87860666
●售簇桥旺铺全产13882096115园林出售土地转让

●果园转让或承包18011017766
●售广汉13亩土地13981068020

写字间租赁
●青羊工业园区400平写字楼出
租精装带家具 电15008249448

羊西写字楼招租18980882511

●人民南路省体育馆华宇蓉国府
甲级写字楼现房优租85589888
●科华北路宏地大厦租85242558
●金竹大厦290平租13658096343
●梁家巷写字间28元起86927793

营业房
●丽都路万平商业房西御街旺
铺招18086852427、13348845278
●现有一座加油站转让，地处眉山
洪雅13547662277价格面议
●西安路金口岸二楼空转、武侯
大道酒店转让15928180181邓

酒楼·茶楼转让
●浴足保健会所转13541077288
●黄金口岸宾馆转15928859763
●优品道路口底楼花园火锅700
平优转宜火锅/土菜13558881858
●新都木兰火锅带茶楼五百平转
13982155255
●眉山洪雅1800平精装酒店转让
18783336418价格面议
●龙舟千平茶楼转13348983129
●新都茶楼转、租15208220932
●降2千万低售酒店13880341588
●黄金口岸茶/浴足13881943067
●急转酒楼2千平15308047940餐馆转让
●专业为你找铺转铺面66995072
●专业为你装修铺面66098136
●温江800平中餐转13880502003
●西850火锅可空转13668172162
●西门400平火锅转18990336616
●二仙桥火锅店转13550149771

●转金象小区火锅13398189986
●800火锅200空铺13208175101
●转交大400平火锅13541275100
●华兴街300平火锅13547887287
●太升千平火锅转13550129338
●金花400平盈利中餐低房租人气
旺低价急转18228087489
●转玉林100平中餐13982091397
●市中心快餐转让18781977880
●市中心900平餐转13881990507
●温江城区500余平经营中品牌火
锅店转让或承包15528250166
●转火锅店房租低13281163653
●市区火锅店急转18628172777

●八宝街火锅店转13452757977
●外光华410平餐转18981886988
●餐饮旺铺转合租13408544861
●五大花园一楼带天然气300一
400 旺铺转15928640154
●金府餐饮200平转让61899278

●低价急转新都二楼480平火锅
气低房租可空转18011450669店铺
●梁家巷空铺优转18280030979
●万年场超市整转13980664381
●一品天下正街500平米底楼整
体出售,双证齐全18328607282
●万年场旺铺转让18708108299
●出租市中心旺铺18010547681
●琴台路铺面出租转让，220平，
15196655022
●星辉中路餐转13684048117
●财富又一城198平15982826772
●急转城区电玩证18081815221厂房租售
●厂房/食品厂租售15208389268
●金堂清江厂租售13709031391
●双流1200平厂租13978648200
●蛟龙港标准厂房租赁85730559
●华阳2500厂出租13194963836

●仁寿视高工业园厂房租售2万
平方带5T行吊18583830557
●新繁10亩厂房租18086838966
●航空港7000平标准恒温全钢仓
库出租，可分租13060070608王

●龙潭寺外4千平米13881869784

●苏坡东路库房150-200平
出租，有动力电18208127234

担保公司
●成信短借担保13982051898

房产抵押咨询

招商
●农企寻资金合作13708091684
●投标保证金咨询13982078055
●大型担保寻合作13882285458
●北新大道500亩空地转租或分租
或合作13982215221
●转让水洗厂及设备86530727
●转都江堰商业地13348950679
●建筑工程寻总包，垫资和抵房
或其他分包13550033073

●项目寻千万资金13551198928

招聘
●常年招聘厨师15902833809

●高薪聘空调维修工87620605

●聘北人双色机.胶包机.折页机师
傅.装订熟练工、生产厂长、装订主
任13518186667
●海德堡6开机助手1名83409881
●市中心招聘值夜大爷86654818

求职
●资深会计求兼职15882029650
●注册会计师兼职15390079867
●兼职会计/理财师18608006186

化妆·摄影培训

●雅高化妆★摄影培训87579522

中央空调销售安装清洗
●大金中央空调4S店★86669444网站网页制作
●网站制作满意才付款66006605

商务·休闲·礼仪
●成都高端商务15608023555全自动麻将桌
●麻将高科技合作18200201868
●机麻高科技合作13551818358
●机麻不安装控牌13882077444

●控制机麻拿好牌13281144444
●免安装机麻控牌13084444113
●任意机麻拿好牌13551350444订票·票务
●特价机票86664472★86664474租车行

●吉安越野商务轿新车83028288
●祥成租车成都最低价84555318
●安利全新中高档轿车87651396

装饰装修
●佛山瓷砖急处理13540121915
●个人承接高档住宅、家装、工装、

酒店，电话：13281808585

石英石、人造石批发
●工程、定制15308060616

养老托老
●龙泉临终关怀有医疗84514677

成都商报记者 蒙湘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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