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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战沪港通·赢在香江

招聘
●聘德语和英语6级13330988802

电视销售代理
●乐视电视西南总代理85155918

空调修移
●成百厂家修移加氟洗86629948

全自动麻将桌
●扑克机麻新方法15928607080
●高科技麻将合作15328080888
●飞针机麻寻合作13281888818
●麻将高科技合作18581884082

订票·票务
●特价机票86664472★86664474

商务拓展联谊
●每周末商界聚会15198061789

租车行
●85191832和谐●新车85198098

装饰装修
●室内施工、设计4008-757-696

清洁公司
●东怡保洁84376668★87687466

保洁服务
●日新保洁84350886洗外墙地毯

疏通管道
●专业疏管改管抽掏粪87526455

疏管掏粪
●87535331疏管抽掏粪85580227
●85434505疏管抽掏粪84553337

搬家公司

●好运搬家84446188★84439358

●吉发大车83333359优83333356

●玉龙搬家87326666优86259642

●红运低价84337798优84345188

●好又快★180元搬家85184427
●棒棒87486898优84896294长途

二手货交换

●高价收各种设备13881907239

●高收一切二手货13908040721
●高收空调桌椅厨13678159509
●高高收二手物资13668246588

典当行
●人和典当★汽车民品87086222

报废车回收
●高价回收报废车13684018535

律师服务

商标·专利
●凯飞●商标专利版权86728652

工商行业咨询
●工商代办代记账18608006186

工商行业全程服务
●61515001低快办照★各类资质

取名公司
●酿名苑权威命名机构66000076

商务咨询

●诚信婚查成功付13881761948

房屋租售
●售芳草街47平铺13094485433
●急需资金低售温江金马悦水蓝
山别墅手续齐全18685020333

写字间租赁
●庆玲楼红星路优租86927793
●机械大厦写字间招租84442765

●羊西写字楼出租18980882511

营业房
●售大世界159平铺18981807133

●城南2600平出租13330964407

酒楼·茶楼转让
●市中心一高端盈利中慢摇吧转
让，价格面议电话13550303289
●九眼桥商务会所15184378789
●半价抛5千万酒店13880341588
●金沙茶楼急优转13980831698
●华阳河边800会所13980953323

●锦江区莲桂路精装茶楼700平
米(有停车场)急转13808152151

●28万转营业茶楼13880114905
●蜀汉路餐厅茶楼对外承包,二楼
空铺1100平出租13353366011
●大学酒店转80万13658029829

餐馆转让
●交大好口岸600餐13882058199
●新装大型咖啡厅联营或转让
电话：13350884560
●转川大校区旺餐13308085143
●新津盈利火锅转13438463296
●西门河边盈利雅庄园66382715
●东大街餐转或包13558678447
●转新鸿路200平餐18980623156
●顺城街100平快餐13668187928

●簇桥旺餐95平13982133256李
●潮音路餐转260平13982246989
●玉林旺餐220平转18244256970
●金花340平旺餐转13550047276
●无转让费900平餐13880046855
●南门600平可分转18161270298

店铺
●一环路体育学院对面歌城4800
平78个包间优转13880105275

●春熙路旺铺招租13980030630
●铺面转让：文具、礼品、烟、副食
家带店因事转15928150536
●紧临青白江八大市场大型临街
旺铺租售价优13568801267
●沙湾路交大路交汇处500平，旺

铺出租，可分租18302869335
●磨子桥川大、川音旁嘉谊大厦临
街旺铺招租，13881886666

●玉林中路旺铺245平出租开间12
米适合各种项目18602800898
●青白江药房转让13548121133

厂房租售
●鑫和工业园标准厂房租售，紧邻
青白江八大市场13568801267
●大型厂房出租：贾家工业园区 ，
电话：13982933339段先生
●厂8000平可分租13568851818
●新都标准厂房租13980049088
●三环4000㎡汽修13096373365
●龙潭工业园标准化厂库房1000
平及宿舍配套齐全84209166

●成温路厂房400平场地6亩带动
力电适租赁站汽修13708058568
●北新干道旁5500平米厂房
库房出租可分租13881861308
●龙桥家具园标准钢构厂房3000
-10000平可分租13882275998
●视高工业区.青白江地出售证齐
13808173991
●开发区标准厂房租赁85730559

●羊安工业园区标厂70亩优租专
变带行吊,机械优先13551247699
●沙西线厂库出租13308186066
●金堂厂房出租★13908216370

●售高新西区土地18030738377

担保公司

招商

●转已验收都江堰景区百亩集体
土地指标可开发18628069668
●房产项目寻2千万13551198928
●快递物流招加盟4000056001
●某知名品牌肉制品生产企业出
售，证照齐全15390012108
●售天府大道旁16亩商业地
15208469901

●华阳百亩工业地控规已变寻合
作13982123820

收购国理剩余股权 雅化集团今日复牌

雅化集团（002497）今日披露的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显示，公司拟以10.04元/股的价格，向张京云

等15名交易对方发行股份购买其合计持有的

四川国理锂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理公

司）62.75%股权，交易价格暂定为4.267亿元。

交易完成后， 雅化集团将持有国理公司100%

股权。同时，公司拟向郑戎等9名特定对象发

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配套资金不超过本次

交易总额的25%。公告显示，国理公司是一家

以生产基础锂及深加工锂系列产品为主业的

公司。在披露上述预案的同时，雅化集团还宣

布拟用自筹资金8200万元收购四川兴晟锂业

有限责任公司全部股权， 而公司股票也将于

今日复牌交易。

金亚科技 预计前三季度业绩向好

金亚科技（300028）今日公告，今年1~9

月预计公司盈利2080万~2200万元，同比上升

285.80%~308.06%。

四川长虹 重大事项继续停牌

四川长虹（600839）20日公告，目前公

司正在策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同时正在

论证公司等离子屏及模组资产和业务处置

方案，因上述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股

票继续停牌， 公司债券09长虹债（126019）

不停牌。

成都商报记者 李智

随着沪港通开闸日益临近， 内地投资者

投资港股或可以从两方面下手： 一是内地稀

缺的优质标的，一是AH价差较大的个股。

平安证券：5大方面存稀缺标的

除腾讯外， 内地投资者在港股市场还能

买什么呢？

有业内人士指出， 港股市场那些高成长

且市值较小的高弹性板块，尤其是A股较为稀

缺的个股，将会更受内地投资者的青睐。而这

对应着港股市场上的信息技术与网络科技

股，以及博彩娱乐领域个股。

平安证券研报指出， 在TMT （科技、媒

体、通信）领域中，港股第三方支付、金融IC

卡、互联网彩票、手游、智能穿戴等5大方向存

在一些稀缺标的。在第三方支付领域，有中国

创新支付（08083，HK）、中国支付通(08325，

HK)、贸易通 (00536，HK)、高阳科技 (00818，

HK)、百富环球(00327，HK)、中国信贷(08207，

HK) 等。 消费股方面有： 蒙牛乳业（02319，

HK）、安踏体育（02020，HK）等。另外，港股

特有的博彩股， 也对内地投资者有一定的吸

引力， 包括金沙中国 （01928）、 银河娱乐

（00027）、美高梅中国（02282）等。

此外，沪港通开闸后会带来成交量和经济业

务的提升，这将直接利好港交所（00388，HK）。

关注AH价差大的个股

长期以来，因A股市场和港股市场资金互

通性偏弱，加上两地投资者构成的差异———A

股散户化，港股市场则以机构投资者为主，以

及市场流动性不同等，造成同一公司的A股与

H股长期存在价差。

据中金公司统计，目前A股总市值最大的

30只大盘股对港股折价的简单平均值为5%，

而中小市值股票对港股溢价的简单平均值为

46%。

沪港通开闸在给投资者带来套利机会的

同时，也有望使得AH价差水平逐渐收窄。

有投行提出了一个套利策略，即买入A股

折价大的5只大盘股，同时卖空港股市场对应

的5只大盘股，虽然判断两地市场各自走势的

难度会大一些， 但两地大盘股的价差收窄的

确定性会高很多。

类似的套利机会也存在于多只个股身

上，如一拖股份、昆明机床、广船国际和郑煤

机等，其H股较A股均有较大的折价。

此外，A股给予高估值， 但H股估值相对

较低的一些板块， 如医药板块等也值得内地

投资者关注。

成都商报记者 孙宇婷

按照目前的发行安排，包含今日申购的

重庆燃气在内， 本周将有12只新股扎堆发

行。有业内人士估算，本周新股发行冻结资

金可能在6000亿元以上，考虑到国庆大假的

因素，A股的资金面或许将面临更为严峻的

考验。

12新股来势汹汹

今日，重庆燃气（申购代码730917）就

将作为本周首只可申购的新股，出现在投资

者的视线中。重庆燃气本次以3.25元/股的价

格发行15600万股，单一账户申购上限为4.6

万股，顶格申购需15万元。其实，重庆燃气因

为19.12倍的发行市盈率高于行业平均值，

所以推迟发行至今日。

本周打新的重头戏将在周三（24日）和

周四（25日）上演，其中，周三将有万盛股份

（603010）、 设计股份 （603018）、 京天利

（300399）、九洲药业（603456）、电光科技

（002730）、花园生物（300401）、飞凯材料

（300398）和兰石重装（603169）8只新股同

时发行，而周四则是宝色股份（300402）、劲

拓股份（300400）和东方电缆（603606）3只

新股发行。

申万首推兰石重装

面对接踵而来的12只新股，绝大多数投

资者的资金量都比较有限，因此打新资金如

何安排就很有讲究。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投资者今日参与了

重庆燃气申购的话，同一笔资金将冻结至25

日， 也就是说将无法参与24日发行的8只新

股的申购。如果投资者对24日发行的新股进

行申购的话，同一笔资金将无法参与25日发

行的新股的申购。

目前，除重庆燃气外的11只新股，均未

披露具体的发行价，因此还不能准确地对这

11只新股的申购价做出全面的对比，不过从

这些新股所具有的题材来看，主营业务为炼

油及煤化工高端压力容器装备、锻压机组装

备、换热设备和核电及新能源装备等多个高

端装备研发设计制造、安装及售后技术服务

的兰石重装，市场人气颇高。此外，海缆技术

实力领先， 受益海洋能源开发的东方电缆，

以及作为三大电信巨头业务运营领域长期

合作伙伴的京天利，也受到不小的关注。

申银万国研报称，预计兰石重装、京天

利和设计股份3只新股上市初期涨幅有望

居前。

资金面或再承压

今年打新赚钱效应受到广泛关注后，资

金对新股的热情， 一次次地超出市场预期，

也一次次地“灼伤”了A股。如8月下旬新股

扎堆发行时，伴随回购利率暴涨，大盘明显

调整。

按照目前的发行计划，本周将有12只新

股密集发行，当然，或许会出现个别公司因

为发行市盈率高于行业平均值，而出现推迟

发行的情况。

一位业内人士指出，虽然新股发行高峰

出现在本月24日和25日，但是基于部分资金

的避险情绪，本周一IPO的影响或许就会开

始显现，并在新股申购日达到高峰，考虑到

国庆大假因素的影响， 届时A股资金面可能

变得更加紧张。在上一轮新股发行时，冻结

了超过6000亿元资金，而考虑到此次新股发

行更为密集，冻结资金数量可能达到或者超

过上述水平。

成都商报记者 李智

9月18日，公开市场上14天正回购利率

骤降20个基点，3.5%的中标利率同时创出3

年半新低，流动性宽松预期再次得到验证。

成都商报记者注意到， 央行大幅调降正回

购利率，多家机构解读认为：流动性趋松。

国金证券更是指出， 新一轮降息周期正式

开启。

央行公告显示，央行9月18日在公开市

场进行了100亿元14天期的正回购操作，中

标利率为3.5%， 而此前该利率一直维持在

3.7%的水平。值得注意的是，3.5%的中标利

率也创出3年半新低。

国际金融问题专家赵庆明指出， 正回

购利率下行，说明市场流动性并不吃紧。

对正回购利率下调，国金证券表示，降

息周期正式开启。国金证券进一步指出，市

场利率逐季下调空间打开， 信用衰退之势

延续。其逻辑有三：一是提升货币释放的长

期必要性提高。“合理”的流动性、货币增

速必然下台阶，但保持低利率环境，降低流

动性风险则又需要一定的扩币扩张。 二是

短期看利率下行可能并未结束。 不仅短期

货币供给量大幅提升，解决周中IPO申购的

洪峰与国庆需求外， 节日后的常规回收如

今从操作上看也比较缺乏， 常规公开市场

操作余地太小。 目前14天逆回购利率并不

明确， 因此3.5%的正回购利率水平可能仅

是过程，未来可能存在继续引导的空间。三

是总需求呈现逐季下滑趋势。

对于9月18日下调14天期正回购利率

20个基点，申银万国分析称，这是今年7月

以来正回购利率第二次下调， 尽管仅仅是

一次幅度不算太大的下调， 但这次下调具

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很大程度上是货币政

策宽松加码的一个标志。

成都商报记者 刘明涛

正回购利率创3年半新低

国金证券：降息周期正式开启

本周12新股连发

重庆燃气今日“打头阵”

沪港通开闸在即 港股投资机会“两手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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