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火爆的网下打新，使得各
类数以千万计的资金纷纷涌入。不
过在资金追捧的同时，网下打新的
申购门槛也在悄然升高。每经投资
宝（微信号：mjtzb2）注意到，本月已
有9只新股将网下配售市值提到3000
万元之上，其中的天能重工更是达
到5000万元市值要求的高度。事实
上，在今年9月就曾出现新股密集提
升网下申购门槛的现象，当时有14
只新股将网下打新资格提升至2000
万元之上。

打新股：
首现5000万元市值要求

进入11月以来，市场明显感受到
新股发行节奏加快。就在11月的前三
周，证监会就核准了38家企业的首发
申请，共计要募资超过200亿元。

新股发得多，酷爱打新的投资
者就愈发高兴，特别是对于那些网
下投资者。不过从本月申购的新股

来看，并非是每个网下投资者都能
享受到其中的喜悦。每经投资宝（微
信号：mjtzb2）注意到，本月已有9只
新股将网下配售市值要求提到3000
万元之上，分别是徕木股份、桂发
祥、步长制药、凯莱英、科信技术、博
迈科、通灵珠宝、神力股份、天能重
工。其中桂发祥、凯莱英、科信技术、
天能重工均是深市，对应要求在深
市有3000万元以上市值。而另外5只
新股均是在沪市，对应要求在沪市
有3000万元以上市值。

值得一提的是，这9只新股中的
天能重工更是创造了今年网下申购
门槛的纪录，其要求在深市持有市
值达5000万元。根据最新修订的《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业务规范》，网
下投资者报价时应当持有不少于
1000万元市值的非限售股份。如此一
来，这9只新股的市值门槛要求已经
是“1000万元市值”的3倍以上，其中
的天能重工更是达到5倍。而假设有
投资者要同时网下申购天能重工或

者徕木股份，那么需要在两市合计
持有市值达8000万元。

分析师：
不排除“门槛”进一步提高

每经投资宝（微信号：mjtzb2）注
意到，这并不是新股首次出现密集抬
高网下申购“门槛”的现象。事实上在
今年9月，也曾出现新股密集提升网下
打新门槛的现象，当时有14只新股将
网下打新资格提升至2000万元之上。

上海一投行人士对此分析，出现
这一现象的原因是网下投资者申购
数量激增，承销商通过提升门槛来进
行“限流”。今年网下申购火爆，在今
年1月至4月，网下申购账户数量一直
维持在1100户至1855户的区间。而到
了7月底，这一数据已经激增至3600
户。而进入8月，网下申购账户数又迅
速超过了4000户。在10月底，网下申
购账户数达到了5000户的峰值。

对今年首只网下申购“门槛”达

5000万元的天能重工来讲，“限流”影响
还是有的。天能重工的有效申报账户数
仅有2424户，这已经低于今年10月以来
逾3000户的平均水平，同样稍逊于全年
2977户的平均值。而除开天能重工外，
从10月以来，网下有效申报账户低于
3000户的还有凯莱英、杭州银行、上海
银行、东方中科、海兴电力5只新股。

然而对提高至3000万元以上市
值要求的新股来讲，这一“限流”效
果并不明显。徕木股份、桂发祥、步
长制药、凯莱英、科信技术、博迈科、
通灵珠宝、神力股份、天能重工的网
下有效申购数量是在2767户至4542
户，而这一数据与未提高申购“门
槛”的新股基本持平。

申万宏源分析师林瑾分析称，
深市新股中首次出现了5000万元的
网下申购市值“门槛”，无疑在进一
步试探投资者的网下申购实力。不
排除随着投资者参与数量的膨胀，
市值“门槛”会进一步提高。

（每日经济新闻）

昨天，大盘再次上演冲高回落。
下午，沪指一度上涨16个点，至3257
点附近，但尾市做多动能缺乏，最终
沪指仅上涨0.60点，并以3241.74点
报收。同时，沪市仅成交2672.2亿
元，较昨日减少100多亿元。量能不
济的情况下，大盘依然保持在相对
高位强势震荡。那么，后市大盘还有
没有攻击3300点整数关的可能？

不知不觉，从9月下旬开始，这
一波反弹行情已经持续了近2个月
时间。而沪指也从3000点关口，上涨
到了3200点上方。应该说，这一波反
弹行情，从时间和空间来说，都还算
是不错的。

或许，这就是慢牛的特征。近
期，有市场人士喊出了A股已经进
入牛市的呼声。是否真的进入牛市，
我不敢断言，但毕竟目前指数在年
线上方，显然已经不是熊市。当然，
全球股市来说，可以号称进入牛市
的，也不止A股市场。有一个统计显
示，全球股市中，已有13个国家股市
进入技术性牛市。

什么是技术性牛市？从低点算
起，涨幅超过20%，就算是技术性牛
市了。今年1月，A股市场遭遇重挫
后，沪指跌到最低点2638点。而现
在，沪指达到3240点上方，累计涨幅
22.82%。如果按照这个标准，A股似
乎也算得上技术性牛市。

然而，A股市场涨了那么多，但
对投资者来说，普遍的感觉是，要说
到赚钱效应，似乎并不那么强。为什

么会有这种感觉？
可能最主要的原因有两方面，

一是今年新股发行较多，沪市的新
股也上了不少，指数存在失真的可
能。另一方面，普通投资者参与中小
盘股，但中小盘股的表现明显不如
大盘股。

就拿创业板指数来说，今年创
业板指的低点位于1841点，而目前
点位在2146.63点，累计涨幅16.6%，
远远落后于上证指数，所以也没有
达到技术性牛市的标准。

再来说说当下的行情，昨天大
盘冲高回落，主要还是量能不济所
致。部分地产股还在上涨，举牌概念
股依然有所表现，但昨天真正对指
数影响较大的，是有色和煤炭两个
板块。开盘后不久，这两个板块一度
走势非常强，但冲了一波之后都显
著回落。以有色股龙头江西铜业和
驰宏锌锗的日K线来看，都留下了
非常长的上影线，并收出阴线，这样
的走势就比较难看了。

制约反弹行情延续的重要因素，
依然是人民币汇率问题。昨日盘中，
美元兑离岸人民币已经最高突破
6.96，这种趋势如果延续下去，必然
会对市场情绪带来不太有利的影响。

今天是周五，如果大盘能够维
持强势，继续在高位震荡的话，本周
市场可能会平稳结束，沪指也将迎
来周线7连阳。但是，在成交量始终
无法放大，而人民币汇率问题又一
直困扰市场的局面下，本轮反弹行
情真的就需要且行且珍惜了。所以，
就仓位来看，继续维持五成仓位就
好，暂时不盲目冲动。 （张道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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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值要求惊现5000万
网下打新“门槛”节节高

2016年11月25日
星期五

求 职
●会计师兼职13982246166

空调修移·家电维修
●成百厂家空调修移洗86629948

便民服务
●87535331疏管抽掏粪85580227

装饰装修
●餐厅,茶楼,酒店装修66191988

养老托老
●失能老人病人医养护84386875

搬家公司
●人民搬家大车200起85051718
●玉龙87326666低价86259642优
●宏运搬家84446188★84439358

二手货交换
●高收一切二手废旧66619019
●高收一切二手货13908040721
●15902878988急收空调桌椅等

供求大串通

律师服务

工商行业咨询
●办照●资质●报税61515001

商务咨询
●了解婚姻真像询13060076919

启 事
●成都市青羊区建设局的单位公
章（编号：5101050002315）不慎
遗失，特此声明。
●遗失公告: 唐跃 (身份证号:512�
922197510250095) 遗失二级建造
师执业资格证 (证书编号:000124�
60,专业:建筑,级别:二级,取得时间:
2009年2月18日),特此声明
●刘人礼的成都恒大天府半岛天
纪小区楼宇认购书(编号0001558
)及相关资料遗失,特此声明.

●宜宾市锦绣旅行社邱茂导游证
(号:D-5115-000365)遗失作废.
●黄德云、钟群位于高新区檬梓街
136号13栋1单元2层4号房屋产权
证（监证号：4890499、48905� 00）
遗失。

●张广成： 你自2016年4月18日起
未到我单位上班至今，我单位已于
2016年9月22日-24日连续登报通
知你回单位上班，但你在规定期限
内仍未回来上班。 现再次通知你，
请于登报之日起15日内回单位上
班，否则将依法解除与你的劳动合
同关系。

成都市公共住房管理中心

酒楼·茶楼转让
●地铁口旺铺转让18160036176

餐馆转让
●荷花池餐馆转让15928423957
●石羊火锅店转让13980886886
●温江650平火锅转13981734599
●成华区一环路建设路口800平
火锅店转让13983011152

店 铺
●转中海国际旺铺13730603711

厂房租售
●开发区标准厂房租赁85730559
●厂房租售，首付三成，可办双证，
购即分割028-84944666

招 商
●加油站转让出售18981984667
●出让温江海峡科技园60亩工业
土地有国土证13980071287李

●转家具工业用地13708080288

11月19日，一汽轿车发布公告
称，拟以4.28亿元的价格将所属红旗
产品制造相关的固定资产、在建工程
和其他无形资产转让给控股股东中
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一汽股份”）。11月24日，深交所发出

了对一汽轿车的关注函，连发五问涉
及一汽轿车出售红旗相关资产事宜。

出售红旗引深交所关注

关注函表示，要求一汽轿车补充
披露红旗产品业务历史运营情况，最

近一年一期
的收入、利
润情况，并
说明该项出
售交易本身
预计产生的
损益及对公
司财务状况
和经营成果
的影响。

对 于
相 关 的 评
估报告，关
注 函 也 表
示关注，要

求按照《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
第 6 号——资产评估相关事宜》补
充披露评估所采用的方法、评估过
程、重要参数选取情况及可能对评估
结论产生重大影响的事项。关注函还
表示，根据公告，2016年初至2016年
10月31日，一汽轿车与一汽股份累计
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金额为7.5亿元，
占公司2015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8.59%。要求一汽轿车说明上述关联
交易是否按照《股票上市规则》相关
规定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

对于红旗商标的归属，深交所同
样表示关注。要求一汽轿车梳理并补
充披露与一汽股份有关红旗商标签
订的相关协议及履行进展情况。关注
函称，根据相关协议，在售出24万辆
的目标达成后，红旗商标将无偿转让
给一汽轿车，深交所要求说明本次出
售相关红旗产品资产后，对红旗商标
的相关安排是否发生变化。

同业竞争问题待解决

每经投资宝（微信号：mjtzb2）注
意到，一汽轿车和一汽夏利是一汽股
份的控股子公司，一汽股份对解决公
司同业竞争做出过承诺，但截至目前
承诺并未实现且已经逾期，此番红旗
从一汽轿车中剥离加入一汽股份，是
否会加剧一汽股份的同业竞争问题引
起深交所关注。

对于出售红旗资产是否会引起
同业竞争的问题，关注函称，2016年6
月一汽轿车年度股东大会否决了有
关一汽股份延期履行解决同业竞争
承诺的议案，相关承诺目前处于超期
未履行状态，请一汽轿车督促一汽股
份尽快提出解决措施。与此同时此次
向一汽股份出售红旗产品相关资产，
是否新增与一汽股份的同业竞争，关
注函要求董事会进行说明，并请独立
董事发表意见。 （每日经济新闻）

格力电器近来似乎不太顺利，
先是公司筹划半年多的重组事宜于
11月17日因中小股东的反对而告吹，
11月23日格力电器董事孟祥凯也宣
布辞职。不过这些并不妨碍格力电器
在复牌后，股价在前期已经大涨的情
况下继续飙升。23日股价涨停后，在
24日还曾一度大涨逾5%。

格力电器23日的龙虎榜数据显
示，有两家机构跻身买入前五大席
位，合计吸筹4.43亿元。同时格力电
器前十大流通股东中，有7家机构，4
家为QFII，其余3家分别为证金公
司、中央汇金和前海人寿。

不少分析人士认为，格力电器
存在较大被举牌的可能性。资料显
示，格力电器目前的股权结构比较
分散，公司第一大股东格力集团仅
持股18.22%，第二大股东为持股
8.91%的京海担保。而这两大股东占
据着格力电器全部6名非独立董事
席位，其中4名来自格力集团（1名刚
刚辞职），2名来自京海担保。

据招商证券11月24日发布的研
报显示，格力电器目前的动态市盈
率仅为11.1倍，与历史均值（2011年

以来）的偏离程度并不大，仅为
11%，低于沪深300的20%的偏离程
度。招商证券同时表示，近期险资举
牌事件频发，“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低+低估值高股息+账面现金丰沛”
是被举牌标的的共性特征。以此考
量，格力电器的潜在股权被并购价
值十分突出。

一家大型人寿保险公司的投资
中心研究员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
表示，“格力电器作为‘白马股’，估
值还是相对比较合理的。从长期配
置的角度来讲，还是不错的，估值比
较低、分红率比较高，同时格力电器
比较缺乏一个比较明确的实际控制
人。像这样的公司，不排除会有一些
机构在这上面去做一些文章。”

不过他同时表示，“从保险机构
自身的角度来讲的话，像格力这样
的公司可能不如地产、银行类的公
司有更多的战略附加价值，保险机
构配置格力电器更多的是从公司价
值和估值这个角度去买的。”至于会
不会配置到举牌的程度，他表示“这
还是与各个保险机构的投资理念和
投资战略有关。”（每日经济新闻）

4.28亿卖红旗 深交所发函五问一汽轿车

格力电器股价飙升
成举牌险资的“标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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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能不济 反弹行情且行且珍惜

制图 李开红

门槛提高：
9月，申购门槛悄然升高，14只新

股将网下打新资格提升至2000万元之
上。11月，申购门槛再次提高，9只新
股将网下配售市值提到3000万元之
上，天能重工更是要求达到5000万元。

网下投资者申购数量激增，承销
商通过提升门槛来进行“限流”。

原因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