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定增收购预案发布

北大医药复牌涨停

得益于重大资产重组预案

的发布， 停牌2个多月的北大

医药昨日复牌“一”字涨停，报

收于14.75元；成交量处于地量

区间， 成交额仅为2149万元，

显示资金惜售情绪较浓。

6月17日晚间，北大医药发

布了重组预案，拟以13.29元/股

的价格发行1.06亿股股份，向一

体集团、 一体正润以及金益信

和购买一体医疗100%的股份；

北大医药同时还拟向北京众和

非公开发行3511.36万股股份，

募集4.67亿元资金用于重组完

成后的业务整合和补充上市公

司流动资金， 发行价格也定为

13.29元/股。 由此，公司的实际

控制人北京大学合计持股比例

由40.20%降至32.53%。

一体医疗的两大核心业务

模块分别为“医疗设备研发制

造销售” 与“医疗设备整体解

决方案” ， 北大医药通过收购

将进入肿瘤诊疗服务领域，正

式从制药流通企业， 并向医疗

服务， 尤其是肿瘤治疗的全产

业链进军。分析人士认为，短期

内北大医药连续涨停为大概率

事件， 建议保留或建立融资仓

位。（王威）

4月以来融资融券余额走势（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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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数成分股异动扫描

参股新股 景兴纸业再涨停

随着新股网上申购的启

动，“打新”也成为资金炒作的

主线之一。其中，参股新股沙普

爱思的景兴纸业近期持续走

强， 昨日收出近四个交易日内

的第三个涨停板。

景兴纸业上周五和本周一

连续涨停，周二大涨5.05%，昨

日再度强势封死涨停板， 股价

收报3.20元。近四个交易日，该

股累计上涨39.74%。

景兴纸业股价的强势表

现，缘于其子公司参股新股。据

悉，景兴纸业100%控股的上海

景兴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于

2010年进入莎普爱思，持股比

例占其发行前总股本20%。 莎

普爱思主营业务为滴眼液与大

输液系列产品的研发、 生产和

销售，主要产品包括预防、治疗

白内障等系列眼科药品。 2013

年度， 莎普爱思营业收入为

6.28亿元，净利润为1.04亿元。

目前， 莎普爱思IPO已获得证

监会核准，并将于6月20日(本

周五)开始网上申购。

此前，由于业绩连年下滑，

景兴纸业股价已连续多年低

迷。 由于参股莎普爱思有望给

公司带来巨大投资收益， 景兴

纸业股价连续涨停。 分析人士

指出，随着IPO的重启，直接或

间接参股这些拟IPO公司的企

业将是最大受益者。 预计景兴

纸业的翻身之旅仍未完结，建

议适当保留融资仓位。 (李波)

特斯拉进军光伏

隆基股份受益涨停

继投资50亿美元兴建超

级电池厂后， 特斯拉旗下So-

larCity公司周二宣布将斥资

3.5亿美元收购美国单晶光伏

组建生产商Silevo, 并计划未

来两年内在纽约州建造全球最

大的太阳能面板制造厂。 作为

Silevo公司的重要股东之一，

国内A股上市公司隆基股份昨

日受此利好提振涨停。

昨日集合竞价期间， 隆基

股份就强势收出 15.50元的

“一”字涨停价，开盘后虽然随

着获利盘的大量涌出， 股价一

度下探至14.48元，但午后该股

重拾升势再次封上涨停， 此后

涨停板还曾三度小幅打开，最

终在尾盘时分被牢牢封死。 成

交方面， 昨日该股完成4.95亿

元成交额，环比放大4.5倍。

分析人士表示，SolarCity

收购Silevo后即宣布建设年产

能1GW以上的组建工厂， 短期

内有望给Silevo主力供应商隆

基股份带来巨额订单量； 此外，

尽管SolarCity公告并未披露收

购Silevo的对价，但此次收购给

隆基股份带来一笔可观的投资

收益势必是大概率事件。有多重

利好“护航” ，预计该股后市会

继续上涨，建议投资者暂时保留

融资仓位。 (叶涛)

金钼股份：放量涨停

受石墨烯等稀有资源紧缺

消息刺激，昨日稀有金属板块指

数以2.15%的涨幅领涨申万二级

行业全部指数，其中，金钼股份

以10.04%的涨幅居首，并成为沪

深300成分股涨幅榜第一名。

在沪深300成分股中，金

钼股份的权重占比为0.13%。

昨日，金钼股份开盘报6.78元，

上午震荡走平， 午后开始放量

拉升， 至收盘前一小时牢牢封

住涨停板，报收7.45元，当日成

交量3.81亿元， 是前一交易日

的3倍多。 昨日该股对沪深300

指数的贡献为0.34%。

据媒体报道， 中国石墨烯

资源20年内将耗尽的消息引发

了石墨和石墨烯概念股的集体

大涨。 在石墨资源稀缺性凸显

背景下， 可替代石墨和石墨烯

的相关产品也将引起市场资金

的关注。 而辉钼这种二维材料，

非常薄， 很容易用在纳米技术

上，在制造微型晶体管、发光二

极管(LEDs)、太阳能电池等方

面有很大潜力。早在2011年，瑞

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纳米电子

学与结构实验室便使用辉钼制

造半导体，或用来制造更小、能

效更高的电子芯片， 在下一代

纳米电子设备领域， 将比传统

的硅材料或石墨烯更有优势。

分析人士认为， 在石墨烯概念

股热炒过后，A股市场上的钼

矿概念股，如金钼股份、洛阳钼

业等也有望继续拉升。 (王姣)

环旭电子：利好叠加

苹果产业链、智能穿戴、指

纹识别……在诸多利好概念的

叠加刺激下， 近期环旭电子走

出一波上涨行情。

在沪深300成分股中，环旭

电子的权重占比为0.12%。周三，

该股开盘报28.62元， 全天呈震

荡走高态势， 截至收盘， 日涨

4.79%报29.99元，其涨幅位列沪

深300成分股涨幅榜第四位，昨

日对指数的贡献为0.15%。 据记

者统计，过去4个交易日，环旭电

子累计上涨12.11%， 而自4月以

来其累计涨幅已高达56.52%。

消息面上， 近日外媒曝光

iPad� Air2的图片及部分配置

信息， 谍照中可以看出，iPad�

Air2基本保持与现有机型相

同的外形设计风格， 不同的是

加入了指纹传 感器 Touch�

ID， 机身按键取消了锁定键，

同时背部摄像头旁边安放了一

个麦克风孔， 底部的扬声器孔

变得更大。分析人士指出，苹果

产业链中，指纹识别和nfc模组

将是蓝宝石之后新的主题，下

半 年 随 着 iPhone、iPad、i-

Watch逐步量产，智能移动终

端进入微创新时代， 环旭电子

作为目前在WiFi、蓝牙模块小

型化、 标准化上全球最优秀的

公司之一， 必然会受益于这一

行业趋势带来的长期发展机

遇。 从业绩来看，5月公司同比

营收 11.9亿元 ， 同比增长

15.4%， 预计受益穿戴式设备

需求爆发， 未来业绩弹性将大

幅提升。 (王姣)

资金面短期承压 交投热情降温

国债期货成交锐减四成

□本报记者 葛春晖

周三资金面继续有所收紧，

国债期货市场交投谨慎， 但由于

债券市场中期预期依旧乐观，合

约价格受到支撑， 整体呈强势整

理走势。

从具体盘面表现看， 昨日国

债期货主力合约TF1209早盘在

上日收盘价下方维持震荡， 午后

逐级走高，尾盘小幅上涨0.05%至

94.520元，日增仓48手至7347手；

次季合约基本收平， 隔季合约下

跌0.21%。 三张合约总成交2161

手，较上日下降四成；总持仓7595

手，较上日略增51手。

中金所盘后公布的持仓数据

显示， 截至昨日，TF1409前二十

大多空持仓席位中， 多单合计

6283手，较上日微减3手，空单合

计6933手、减仓10手，多空持仓

比由18日的0.90微升至0.91、变

化不大， 多空双方呈现对峙状

态。

昨日银行间市场资金面依旧

宽松， 跨月末需求增多并推升相

关期限资金价格， 隔夜、7天回购

加权平均利率微升至 2.67% 、

3.09%，仍为近期低位水平，跨月

末的 14天品种则大涨 82BP至

4.49%。 受IPO重启、申购热情高

涨影响， 交易所资金价格继续显

著上扬，7天质押式回购利率盘中

升破7%，隔夜回购利率盘中更是

触及30%的春节后最高水平。

利率债市场方面， 昨日财政

部在银行间市场招标的10年期国

债中标利率4.00%， 符合市场预

期，但对现券市场提振有限。银行

间现券市场上， 可交割券涨跌互

现，13附息国债15收盘到期收益

率上行3BP至4.09%。另外，上证5

年期国债ETF收盘微涨0.01%，亦

延续高位整理格局。

市场人士表示，年中考核与

新股申购叠加，资金面趋紧或持

续至下周的前半周，因而债券市

场短期仍面临一定压力，国债期

货建议短线暂时观望。 但中期

而言，利率债行情仍被机构普遍

看好。 申银万国期货、广发期货

分析师均认为，央行货币政策实

际已经趋向宽松，后续宽松动作

可能会持续，建议期债多单中线

持有。

备战新股申购

两融余额再破4000亿元大关

□本报记者 张怡

由于融资资金的持续涌入，

在时隔近两个月后，6月17日融

资融券余额再度回升至4000亿

元上方， 达到4007.50亿元。 不

过，融资资金的持续入注，并未

能在二级市场上获得相应的回

响，A股市场逐步进入调整。分析

人士指出， 考虑到6月18日起新

股申购正式开始，在当前的新股

申购制度下， 融资客布局的意

图，或许并不仅仅在于获得二级

市场的投资收益，而更多在于一

级市场申购新股，融资融券已经

成为打新“神器” 。

两融余额再上4000亿元

据Wind数据，6月17日融

资融券余额为4007.50亿元，较

上个交易日增长了31.22亿元，

增幅为自4月中旬市场调整以

来的新高。 其中，融资的贡献巨

大， 当日的融资净买入额为

33.39亿元， 也是4月中旬以来

的新高。 主要原因在于，融资买

入额仍然维持在190亿元上方

的高位， 而融资偿还额缩减至

了160亿元。

实际上，自上周开始融资融

券市场就已经结束了规模缩减

态势。 上周5个交易日中， 仅有

周五出现了净偿还，其余四个交

易日全部呈净买入状态，周融资

净买入额为17.16亿元， 由此融

资融券余额从6月6日的3935.56

亿 元 攀 升 至 了 6 月 13 日 的

3956.53亿元。本周以来，这种增

长态势进一步扩大，周一和周二

的净买入额分别为17.26亿元和

33.39亿元， 使得仅两个交易日

本周融资净买入额就达到了

50.65亿元， 带动两融余额跃过

4000亿元大关。

从融资客本周的行业配置

上看，绝大多数行业均获得了融

资增长。 据Wind数据统计，计算

机和传媒行业仍然占据着净买

入额排行榜的前两位，额度分别

为8.60亿元和5.93亿元， 医药生

物、电子、机械设备、房地产等行

业的净买入额也均超过了3亿

元。 仅有采掘和建筑材料两个行

业为融资净偿还状态。

个股方面，两日净买入额合

计居前的为成飞集成、 中国平

安、烯碳新材、浪潮信息、万向钱

潮、华谊兄弟和顺络电子的净买

入额均过亿元。

尽管两融市场获得了资金

的涌入， 但A股市场却并没有明

显的表现，沪深两市本周出现了

连续的回调，计算机、传媒等获

得大额融资增仓的行业上涨逐

步乏力，表现并不如上周那般突

出。 这样看来，两融资金的入注

显然并非仅仅是为了二级市场

的投资收益。

备战新股

融资融券成为“神器”

自6月18日起，A股市场正

式迎来本轮IPO的新股申购，由

于打新和炒新的收益丰厚，这也

成为市场最为关注的焦点。 分析

人士认为，本周以来两融市场持

续获得融资入注，主要意图或在

备战“打新” 。

今年初的打新和炒新热潮，

使得投资者对本轮新股上市十

分期待。 分析人士指出，当前监

管机构对新股的融资额及发行

市盈率均有一定的要求，财务要

求也更为严格，使得市场对打新

和炒新机会十分看好当前，我国

A股市场普通投资者申购新股依

然采用市值配售方式，沪市每持

有1万元市值最高可申购每只新

股1000股， 深市每持有5000元

市值最高可申购每只新股500

股。 由此，不少中小投资者将无

缘新股“盛宴” 。

在这种情况下， 融资融券

成为了不少投资者的打新 “神

器” 。 据悉，当前不少券商推出

了股权质押形式的融资打新产

品， 使得客户可以通过融资融

券来达到获取资金购买新股的

目的。

普通投资者也可以直接通

过融资融券操作进行打新。 据华

泰证券介绍，普通投资者可以将

普通账户市值划入信用账户做

担保物，同时融资买入和融券卖

出标的证券，把融资买入的市值

和本来持有的市值合并计算，就

可以提高申购额度。 若投资者账

户中仅有一个交易所的市值而

想要申购另一个交易所的新股，

或者账户中仅有市值没有打新

资金，均可以利用两融通过类似

的方式得到解决。

此外， 投资者还可以通过

ETF基金来作为融资工具，使得

投资者即便在满仓的情况下，一

样取得资金参与新股申购。 在这

种情况下，预计短期内两融余额

仍有望继续提升。

空军司令带头增仓 期指空头欲大举反攻

□本报实习记者 叶斯琦

6月18日，期指延续了上一

交易日的下跌行情， 主力合约

IF1407全天下跌0.41%。数据显

示， 空军司令中信期货席位在

三合约上净空单增加944手。 分

析人士指出， 尽管基本面多空

交织， 但空头在气势上似乎更

胜一筹。

空头再增兵 多头不恋战

昨日，期指延续了下跌行情。

早盘，主力合约IF1407主要在上

一日收盘点位上方震荡， 午盘突

然走弱，最终报收于2159.6点，收

长 上 影 线 。 IF1406、IF1407、

IF1409和IF1412合约分别下跌

0.42% 、0.41% 、0.44%和0.43% 。

沪深300指数同样震荡下行，全

天跌幅为0.43%。

从期现价差来看， 虽然当前

指数下跌， 但各合约依然表现为

近弱远强。昨日，由于早盘期指表

现强于现指， 盘中出现了期指四

合约同时升水的局面。截至收盘，

除了IF1407合约小幅贴水0.64点

之外 ，IF1406、IF1409和 IF1412

合约分别升水3.96、3.76和16.36

点。对此，广发期货股指研究小组

认为，当前的升水局面，更多是由

于上市公司分红逐步落地， 因此

期限价差回归至正常水平。

成交量方面， 昨日期指四合

约的成交量只有554825手，市场

情绪依旧低迷。持仓方面，期指总

持仓量再度向上突破， 四合约共

增仓325手至184126手。 成交持

仓比依旧处于低位， 显示多空对

峙激烈。

值得注意的是， 大户持仓结

构表明， 当前空头实力略强于多

头。中金所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

昨日，当月合约IF1406的前20席

位共减持多单12549手， 减持空

单14419手， 而下月合约IF1407

的前20席位共增持多单10361

手，增持空单15473手。 在博弈激

烈的主力合约和次主力合约中，

空头较为激进， 而多头面临指数

调整时提抗意愿较弱， 出现了小

幅撤兵的迹象。不过，空头重点席

位的布局出现了一定分化。 在

IF1406、IF1407 和 IF1409 合 约

中， 中信期货席位净空单较上一

交易日增加了944手， 海通期货

席位净空单则较上一交易日减少

了57手。

多空因素交织

近期，期指在经过一轮反弹

之后又向下调整。 分析人士指

出，近期指数下滑属于技术层面

回调，当前基本面、流动性和技

术层面均处于多空因素交织的

博弈市中。

首先， 经济基本面的企稳是

推动本轮反弹的基础。 前期公布

的5月官方PMI为50.8%，比4月上

升了0.4个百分点， 连续三个月攀

升，并超过荣枯线，显示市场信心

有所恢复；5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则同比实际增长8.8%， 这印证

了我国经济出现短暂企稳的观

点。 不过，我国5月实际外商投资

为86亿美元，同比下降6.7%，资本

流入我国的速度正在放缓。 同时，

数据表明基础设施建设仍是拉动

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力量。 但当

前房地产领域存在一定的不确定

性，是潜在利空因素，这使市场对

经济进一步回暖存在一定担忧。

其次，流动性是促进期指上

涨的一大推动力。 上周，央行通

过公开市场操作净投放的资金

达到1040亿元，这已是连续第五

周的公开市场净投放操作。 同

时，民生银行等四家股份制银行

获得央行定向降准50个基点的

消息，也使市场对较为宽松的流

动性形成一定预期。 但是，央行

16日的微博表示，“定向降准的

范围并没有扩大” ， 并强调定向

降准的范围是“符合审慎经营要

求且‘三农’ 和小微企业贷款达

到一定比例的商业银行，包括国

有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商

行、农商行等多类机构” 。该表态

反映了央行的审慎态度，未来流

动性是否宽松仍需观察。 同时，

昨日交易所回购利率上涨，表明

新股申购引发的资金需求增加，

给市场造成一定压力。

再次，技术层面上，持仓结构

反映当前期指多空双方的博弈十

分激烈。 近期当月合约虽已站上

60日均线，但在2200点附近面临

较大压力，6月16日IF1406合约

一度触及2200点心理压力位，但

旋即下行。若未能形成有效突破，

短期内期指或在当前点位附近盘

整，并再度谋求方向性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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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

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2014年6月18日，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

公司” ）分别接到公司股东尹宪章、李三君和余达的通知：

1、尹宪章为申请融资提供质押担保，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16,652,758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66%），质押给高英。相关质押登记

已于2014年6月18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

毕，质押登记日为2014年6月18日，质押期限自2014�年6月18日至质权人向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解除质押为止。

2、李三君为申请融资提供质押担保，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14,273,763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42%），质押给谢安居。相关质押登

记已于2014年6月16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

完毕，质押登记日为2014年6月16日，质押期限自2014�年6月16日至质权人

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解除质押为止。

3、余达为申请融资提供质押担保，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9,515,842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0.95%），质押给上海星通资产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相关质押登记已于2014年6月16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质押登记日为2014年6月16日，质押期

限自2014�年6月16日至质权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办理解除质押为止。

尹宪章、李三君和余达共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条件股份40,442,363股，占

公司总股本1,003,428,000股的4.03%，本次尹宪章、李三君和余达已将其持

有的本公司全部股份用于融资提供质押担保。

特此公告。

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六月十九日

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增加西安银行、世纪证券为慧管家

货币市场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 ）与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西安银行” ）、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世纪证券” ）协商一致，决定于2014年

6月19日起增加西安银行、世纪证券为本公司信达澳银慧管家货币市场基金（A类基金

代码：000681，C类基金代码：000682，E类基金代码：000683）的代销机构。 投资者可

以通过以上代销机构的各营业网点办理本基金的认购业务。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

细信息，请仔细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一、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1、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8118/0755-83160160

网址：www.fscinda.com

2、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696779/029-96779

网址：www.xacbank.com

3、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0755-83199509

网址：www.csco.com.cn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投

资与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的基金。

特此公告。

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六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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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日前，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接到控股股

东精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精功集团” ）的通知，精功集团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

限售流通股48,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55%）质押给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分行，并于2014年6月16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

股份质押登记手续。

截至本公告日， 精功集团共持有公司股份110,290,587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24.23%。 截止到目前， 精功集团累计质押公司股份9,360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20.56%。 另外，精功集团以“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 的方式分别转让给中国银河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925万股、1,700

万股，合计2,625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77%。

特此公告。

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6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