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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及解除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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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5年3月16日，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

接到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广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田控股” ）的通知，获悉：1、

广田控股于2015年3月11日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4,700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9.09%）质押给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并已于2015年3月11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质押期限自登记日2015年3月11日起至质押

双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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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续为止；2、 广田控股

于2015年3月16日将原质押给西藏信托有限公司的本公司股份2,600万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5.03%）解除质押，并已于2015年3月16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办理了质押登记解除手续。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 广田控股共持有本公司股份23,424万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5.29%。 广田控股共质押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8,000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5.47%。

特此公告

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三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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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证金牛指数追踪

上周金牛指数上涨4%

上周，沪深两市双双收涨，其中上证综指收

于3372.91点， 涨幅为4.06%； 深证成指收于

11713.61点，涨幅为2.82%；沪深300指数收于

3617.66点， 涨幅为4.00%； 创业板指数收于

2069.07点，涨幅为6.03%。 受市场上涨因素影

响， 上周股票型基金和混合型基金亦分别上涨

3.96%和3.11%。 同期，中证金牛股票型基金指

数上涨4.05%， 中证金牛混合型基金指数上涨

3.99%。 长期来看，自金牛指数发布以来，沪深

300指数累计上涨34.24%， 两只中证金牛基金

指数跑赢沪深300指数超过14个百分点。

未来基金投资策略方面，好买基金研究中心

认为，A股进入蜜月期， 一是近期有众多政策热

点；二是近期是打新资金解冻的高峰时期；三是

管理层言论对股市利好；最后，从历史数据来看，

每年此时上涨概率大，所有投资者可维持高比例

的股票型基金的比例，重点配置指数。 天天基金

研究中心则认为，受益于政策预期的主题投资机

会有望活跃，如环保、互联网+、国企改革、一带一

路等，投资者可继续甄选主题投资配置较多且擅

长把握相关投资机会的产品。（刘夏村）

环保板块强势 环保基金受宠

□

本报记者 张昊

随着环保议题在两会期间备受关注，A股市

场上的相关板块亦保持着持续的热度，而政府工

作报告对于推进环保决心的强调为环保板块再

添动力。 虽然部分公募基金经理表示，这一事件

驱动的主题性投资机会的持续性可能有限，参与

环保板块应更加着眼于公司盈利状况，但仍有多

位基金经理表示这一主题有可能贯穿全年。对于

普通投资者而言，环保主题基金值得格外关注。

环保板块受宠

政府工作报告提到2014年环保业绩为“继

续化解过剩产能，钢铁、水泥等15个重点行业淘

汰落后产能年度任务如期完成。加强雾霾治理，

淘汰黄标车和老旧车指标超额完成。 ” 对2015

年的工作部署中涉及清洁能源、污染防治、环境

执法、退耕还林等方面内容。 受这一政策面利好

刺激，环保板块延续了上周以来的强势，成为一

周来市场的最大热点。

从3月2日起，中证环保指数连续4个交易日

上涨，整个板块涨幅近6%，相关龙头股的上涨

也是“根本停不下来” 。 以菲达环保为例，3月2

日至3月5日间的涨幅超过40%。 不过上周最后

一个交易日受大盘拖累， 环保相关指数与个股

都出现一定的回调， 但仍有市场人士表示这一

调整并不能改变环保板块上涨的趋势。

尽管有基金经理表示主题性的投资机会更

加适合阶段性参与， 但多位接受中国证券报采

访的基金经理都表示以后要加强对于环保板块

的研究力度。博时基金投资经理叶彦斌撰文称：

“我们看好环保板块，长期来看环保也是中国经

济转型的重点。 ”

鹏华环保产业基金经理梁浩向记者表示，

各类环保事件的涌现将倒逼政府、企业、民众更

积极、更有效地投入环保事业。 而在投资上，梁

浩表示受这一事件驱动， 环保板块的行情预计

可以持续一季度以上。

环保基金值得关注

正是出于对环保板块的看好， 对于普通投资

者而言，环保基金此时更加值得关注。如何选择一

只环保基金， 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有意思的

是，在今年以来的基金收益排行榜上，排名第一的

基金名称也与环保有关。 富国低碳环保今年以来

涨幅已经高达47.34%，名列基金涨幅榜第一。 不

过，这一基金持仓股票与环保行业相关的并不多。

对于指数基金而言，去年大热的分级B同样

不难找到环保的身影。 目前环保板块仅有中证

环保指数， 投资者可以找一些跟踪该指数的基

金进行投资，例如新华中证环保产业、申万菱信

环保产业等。

金牛理财网数据显示，整体来看，配置环保

概念股集中度较高的基金分别有鹏华环保产业

股票、汇丰晋信低碳先锋股票、汇添富环保行业

股票、金鹰核心资源股票、华宝兴业新兴产业，

合计占净值比例均达到10%以上， 持有概念股

均超过2只。 鹏华环保产业股票配置了碧水源、

东江环保、威孚高科、长青集团，汇丰晋信低碳

先锋股票则更看好大禹节水、 桑德环境、 雪迪

龙，汇添富环保行业股票除配置东江环保外，还

配置了亿利能源和中电环保。

不过，分析人士认为，相较于其他主题性投

资， 开放式主动股混型基金在环保领域的配置

比例仍不算太高， 概念股走势对基金业绩影响

相对有限。

嘉实元和上市首日涨幅4.6%

□

本报记者 曹乘瑜

3月16日，以唯一公募形式参与中石化销售

公司“混改” ，同时也是市场上首只参与未上市

公司股权投资的公募产品———嘉实元和基金挂

牌仪式在上交所举行， 该基金也是上海证券交

易所时隔12年迎来的一只全新的封闭式基金。

嘉实元和是目前资本市场上社会投资者低

门槛直投未上市股权的唯一通道， 由于产品的

“稀有” ，嘉实元和开盘价报1.14元，盘中交易平

稳活跃。 截至收盘，嘉实元和报收1.046元，成交

金额9.25亿元， 上市首日涨幅为4.6%， 相比于

1.0155元的净值溢价3%， 与前期对于元和上市

溢价的主流预期十分相符。

业内人士表示， 嘉实元和首日交易的换手

率处于较高值， 很可能暗示着短线资金的流出

和对元和有稳定需求的大幅长线资金的流入。

同时， 嘉实元和的未来走势主要取决于中石化

销售公司的上市预期和经营表现， 尤其非油品

业务的潜力挖掘将决定该基金的估值空间。

“未来非油品业务经营量超过油品经营，非

油品积分消费可折成油或现金， 实现加油不花

钱。 商业逻辑就是羊毛出在猪身上。 ”中石化董

事长傅成玉此前的表态引发公众无限遐想，而

引入战略投资者和尝试O2O模式成为中石化盘

活非油业务的主要手段。

细数中石化销售在2014年引入的25家战略

投资者， 其中有12家产业投资者， 其中包括大润

发、复星、航美、宝利德、新奥能源、腾讯、海尔、汇

源、中国双维等多个行业龙头。 其中，中石化与腾

讯最具想象力的合作空间在于， 前者拥有全国最

大的成品油销售网络终端，而后者在二维码、移动

支付等技术上经验丰富， 双方的合作或将颠覆传

统的加油消费模式。目前，中石化仍秉承着传统的

加油卡消费模式， 这一模式发展10年以来已经累

计发放1.18亿张加油卡， 并随之产生了一个覆盖

全国的线下支付网络， 如果这一网络与线上支付

平台相互连接，在优化用户体验的同时，势必会带

来更多、更具想象力的O2O增值服务玩法。

招商证券认为， 中石化销售公司通过与著名

的物流、互联网企业的业务合作，拓展商业模式，

在O2O、金融服务、汽车服务、广告、CRM和大数

据挖掘等业务中充分发挥中石化销售公司突出的

零售门店和网络资源优势，业务前景市场看好。

大摩华鑫周志超：潜心挖掘优质个股

□

本报记者 张昊

2014年11月以来，央行已两次降息、一次降

准，释放出进一步降低融资成本、促进经济快速

平稳增长的信号。 大摩华鑫基金经理周志超认

为已进入降息周期， 在通胀率持续走低和实体

经济表现低迷的情况下，未来降准、降息仍可期

待，增量资金也将助推股市保持“慢牛”态势。

晨星数据显示，截至3月6日，大摩华鑫旗下

7只股票型基金今年以来涨势喜人，其中大摩卓

越成长、大摩主题优选、大摩品质生活股票基金

今年以来业绩靓丽，分别取得24.07%、23.51%、

26.10%的收益。周志超在个股上的深入挖掘，正

是他所管理的基金净值持续增长的主要原因。

在选股上，周志超偏好选取那些估值合理、

市值具有较大发展空间的个股。他表示，核心持

仓的公司均属于精挑细选的股票， 主要根据以

下三个维度来选取：一是潜力巨大、估值合理的

成长股，二是稳定增长行业中被低估的公司，三

是现金充裕、有并购能力的公司。除了核心持仓

的股票以及策略性的投资之外， 他还将适时把

握一些主题性的投资机会， 以期带给投资者更

高的回报率。周志超虽然坦言更偏好成长股，但

与市场理解不同的是，他较少涉及与TMT板块

相关的成长股， 在他看来，TMT公司由于普遍

的高估值而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

行业板块方面， 周志超认为， 在A股市场

中，一些有潜力的公司由于行业属性的原因而

被低估，如果不仔细分析很容易被埋没，而深

入的研究就会从中发现有价值的亮点。 如制造

业、化工行业，价值普遍被低估，但是具有能看

得见的成长，可以作为未来投资的重点。 再如

纺织服装、零售业，虽然目前国内零售形势整

体较为低迷，但一些积极寻求经营模式变革的

公司以及内部调整较为健康的子行业龙头还

是值得关注。

公募规模

月底有望突破5万亿

根据基金业协会的数据， 截至2015年2月

底， 我国境内管理的公募基金资产合计达

48607.18亿元， 同比增长36.80%， 环比增长

6.95%，按此增速至3月底有望突破5万亿元。 其

中，在A股的赚钱效应下，开放式混合型基金和

开放式股票型基金增速最快。

具体来看， 开放式基金规模达到47134.02

亿元。其中，开放式股票型基金达到14029.83亿

元，在开放式基金中占比达29.77%，环比增长

7.57%； 开放式混合型基金达到7123.89亿元，

占比达15.11%， 环比增长12.88%。 货币基金

21722.68亿元，占比46.09%，环比增长6.05%。

开放式债券型基金达到3710.23亿元， 占比

7.87%， 环比增长1.53%；QDII基金达到547.39

亿元，占比1.16%，环比增长1.24%。

此外， 封闭式基金规模为1363.79亿元，环

比缩减3.98%。

数据显示，同期我国境内共有基金管理公司

96家，其中合资公司46家，内资公司50家，共有取

得公募基金管理资格的证券公司7家。（曹乘瑜）

国泰国证有色金属发行

跟踪国证有色指数的分级指基———国泰国

证有色金属行业指数分级基金于3月16日起，

通过建设银行等银行、 券商及国泰基金官方直

销平台等渠道发行， 为投资者把握周期性行业

中的相关机遇提供投资工具。

从资料来看， 国泰国证有色金属行业指数

分级基金直接跟踪国证有色指数。 Wind数据

显示，截至今年3月11日，国证有色指数从2009

年以来，已上涨121.10%，同期沪深300的涨幅

为93.91%。目前，该分级基金的稳健份额有色A

与投资者的约定收益为“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

（税后）+4.00%” 即6.5%，与同类分级指基相

比处于较高水平，适合稳健投资者；进取份额有

色B初始杠杆为2倍，相当于可“融资炒股” ，撬

动更高指数回报，适合高风险爱好者。

据了解， 该基金拟任基金经理徐皓有着8

年从业经验，是注册黄金投资分析师（国家一

级)，在管理有色金属相关产品方面具有较好的

行业积淀。 此外，Wind数据显示， 截至3月12

日， 其负责的国泰房地产B过去一年复权净值

增长率高达207.69%， 排名高居94只股票型分

级子基金的第4位。 徐皓表示，有色金属周期性

较强，从稀有金属来看，新能源汽车与军工等高

端装备升级，将带动新材料需求迅速增长；而贵

金属方面，全球地缘政治风险突出，市场对于黄

金等仍有避险需求。（田露）

华安物联网首募近50亿

据悉， 国内第一只物联网主题基金华安物

联网已结束募集，各类投资者认购金额将近50

亿份，远远超出今年新基金平均发行规模。

记者从有关渠道了解到，虽然该基金发行期

跨越农历新年长假，但投资者热情不改，在整个发

行期间，该基金基本上保持着每日认购2亿份左右

的规模。华安物联网主题基金经理翁启森表示，找

准物联网生态系统的关键卡位节点并进行提前布

局，分享生态系统的高速成长期红利，是该基金未

来重要的投资策略。其重点投资主线包括：围绕健

康和运动的物联网生态圈，包括服务运营、数据分

析、终端采集；以互联网金融为核心的金融服务生

态圈，包括营销、支付、金融服务等；以工业4.0和新

型自动化为核心的工业物联网等等。（田露）

陆金所称不良率5%-6%

□

本报记者 高改芳

陆金所副总经理郑锡贵16日在上海澄清了

此前有关陆金所4亿元不良贷款的消息。 他介

绍，目前出现逾期的2.5亿元贷款是平安保理正

常业务中出现的问题，已经进入司法程序。这个

项目没有进行再保理或基于该项目的进一步融

资，所以这个项目对投资者来说没有任何影响。

同时，郑锡贵也首次披露，目前平安陆金所的不

良率约为5%-6%，P2P业务是陆金所整体业务

中的一部分， 整体的市场份额在国内市场排第

一，无论是金额还是投资人数字。

关于陆金所进一步的融资情况， 郑锡贵透

露，为了公司发展，公司正在进行进一步融资，

还没有最后完成。 再加上现在是平安集团年报

披露的静默期，所以不能提供太多细节。

对于陆金所去担保的问题。 郑锡贵介绍，

基于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特定阶段，几年前陆

金所开展业务的时候采取了有担保的模式，即

通过融资担保或者通过保险公司履约保险的

模式， 这也是目前市场上比较常见的担保模

式。陆金所现在也在考虑去担保。经过3年的发

展，陆金所已经积累了借款人的不少数据。 今

后对借款人，尤其是个人要有比较完整的个人

信用评级。 未来如果投资人想要投资这个产

品，陆金所就会向投资人提供借款人的信用评

级，根据信用评级，投资人就可以判断是否投

资，投资多少。 另外一种方式是采取类似银行

拨备违约金的方式。 行业内已经有些P2P公司

采取了这种方式。 “未来几个月内我们会逐步

推出去担保的商业模式，但没有时间表。” 郑锡

贵说。

长盛添利宝收益稳定

□

本报记者 张昊

2015年以来， 在降息周期的背景下资金面

渐趋宽松，但部分货币基金收益依然保持稳定。

以长盛旗下基金为例，银河证券数据显示，长盛

添利宝A和添利宝B今年以来收益持续上涨，分

别高居所有货币基金A类第1名和B类第1名。另

一只货币基金———长盛货币也紧随其后， 位居

同类第4名。此类货基成为打新资金在闲置期间

的配置首选。

在各类“宝宝” 盛行的全民理财时代，收益

依旧是投资者选择产品时的首要因素， 而长盛

添利宝已经独领风骚近3个月， 秒杀各类 “宝

宝” 产品。 3月11日，当日添利宝B、添利宝A七

日年化收益率一举突破 “7” 字头， 分别达到

7.745%、7.480%， 同期仅有17只产品七日年化

超过7%。 而长盛旗下表现同样出色的长盛货

币，当日七日年化收益率更是突破10%。

对于现金管理来说， 货币基金的流动性和

便捷性也值得考虑。除了支持7*24小时交易、赎

回资金最快1秒到账、1元起购的低门槛外，长盛

添利宝单日快速赎回额度高达30万元， 方便客

户进行资产配置的切换， 尤其是对于参与打新

的客户来说更为便捷，兼顾了收益与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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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吉林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5年3月3日披露了《吉林森林工

业股份有限公司进入重大资产重组程序停牌公告》。 因公司控股股东拟进行资产置换，该

事项对公司构成了重大资产重组。 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

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自2015年3月3日起停牌不超过30日。

截止目前，公司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 按照《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近日公司组织相关中介机构有序开展尽职调查、

审计、评估、法律等方面工作。 有关各方对重组方案及标的资产涉及的相关事项正在进一

步协商沟通中。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董事会审议重大资

产重组预案，及时公告并复牌。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吉林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三月十七日

证券简称：金科股份 证券代码：

000656

公告编号：

2015-010

号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债券发行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公司债券事宜

的相关议案，并于2014年8月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

监会” ）申报了申请文件，于2014年8月25日及2015年2月2日取得中国证监

会141008号《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及141008号《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

馈意见通知书》。

公司于2015年3月16日收到本次发行公司债券保荐机构安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证券” ）通知，中国证监会已经下发《关于对安信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采取暂停保荐机构3个月措施的决定》（证监会行政监管措

施决定书【2015】27号），决定在2015年3月4日至2015年6月3日期间暂停安

信证券保荐机构资格。 受此影响，公司本次公司债券发行审核暂时中止。

公司将继续做好与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的相关准备工作，与安信证券充分

沟通，争取早日恢复审核，并及时公告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三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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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第四期短期融资券

兑付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14年12月12日发行

了2014年度第四期短期融资券，发行额为人民币20亿元，票面利率为5.90%，

发行期限为90天， 兑付日为2015年3月15日（遇节假日顺延至下一工作日）

（详见2015年3月9日登载于中国债券信息网www.chinabond.com.cn、上海

清算所网站www.shclearing.com、 中国货币网www.chinamoney.com.cn

上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第四期短期融资券兑付公告》）。

2015年3月16日，本公司兑付了该期短期融资券本息共计人民币2,029,

095,890.41元。

特此公告。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三月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