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异动股1）四机构卖出 天广消防打开涨停

4月15日复牌后连续“一”字涨停的天广消防，昨日打开涨停板。 而龙虎榜数据显示，昨日前五大卖出席位中，有四个为机构专

用席位，主力获离场迹象明显。

在停牌近8个月后， 天广消防4月15日发布重组预案， 公司拟以发行股份方式收购属于同一自然人邱茂国控制的中茂园林

100%股权和中茂生物100%股权，并拟募集配套资金，标的资产预估值合计约25.09亿元。

4月15日复牌以来，天广消防已经连续收出五个“一”字涨停。 不过，昨日天广消防以20.69元开盘，之后全天维持高位震荡，最

终收报21.20元，上涨7.23%，打破了连续涨停的格局。 该股昨日成交13.09亿元。

深交所盘后的公开信息显示，天光消防昨日前五大买入席位均为营业部席位；前五大卖出席位中，第二至五位均为机构专用席

位，卖出金额在4907.98万元至1.05亿元。

分析人士指出，重组完成后，天广消防的主营业务将拓展至园林绿化、食用菌生产和销售等，盈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大大

增强。 不过，连续涨停后，四家机构卖出该股显示主力开始获利离场。 预计短期该股将步入强势震荡格局。 （李波）

（异动股2）收购流产 内蒙发展仍涨停

停牌近4个月的内蒙发展于4月21日晚间发布终止收购公告，昨日复牌后，股价一字涨停，报收于8.01元，成交额达到6506万

元。

内蒙发展发布公告称，由于收购双方对收购方案未达成一致意见，公司拟终止收购深圳市安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尽管此次资

产收购未能成功，在股票停牌期间，内蒙发展与拟被收购方深圳市安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签订《股权收购框架协议》，公司聘请了

相关中介机构对拟收购资产进行了大量的尽职调查工作，但由于双方对收购方案未达成一致意见，深圳市安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于近日向公司发出了《合同终止函》，因此，公司决定终止本次拟收购资产的重大事项。同时，内蒙发展承诺在未来六个月内不再进

行重大资产重组等事项。

分析人士指出，公司停牌期间，市场整体上行，内蒙发展复牌后有一定的补涨需求。 但值得注意的是，收购计划流产后，复牌首

日筹码已经出现一定程度的松动，短期建议投资者保持谨慎，不要盲目追高。 （徐伟平）

（异动股3）金山开发连收“一”字涨停板

金山开发近日公布增发预期，这成为公司复牌后股价连收“一”字涨停板的关键。 截至昨日收盘，金山开发股价报收15.71元，

创出2013年三季度以来新高。

公开信息显示，金山开发将以10.91元/股向美乐投资发行4903.76万股，收购其持有的华久辐条100%股权，交易标的预估值为

5.35亿元。 收购完成后，金山开发将增加自行车辐条业务，实现自行车产业链中对中高端配件业务的向上整合。

据了解，金山开发与华久辐条的净资产收益率差距较大，近年来金山开发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在2%以下，华久辐条2014

年度加权平均收益率则为26.99%。 市场人士表示，两家公司盈利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因此此次发行完成后，随着华久辐条未来经营

业绩并入，金山开发的盈利指标将出现显著提升。 （叶涛）

4月22日部分个股大宗交易情况

代码 名称 成交价

折价率

(%)

成交量

(万股\份\张)

成交额

(万元)

300107.SZ

建新股份

19.05 -3.00 1,100.00 20,955.00

600727.SH

鲁北化工

12.52 5.30 1,400.00 17,528.00

601002.SH

晋亿实业

21.86 -2.63 792.69 17,328.20

000725.SZ

京东方

A 4.63 -4.14 3,500.00 16,205.00

600520.SH

中发科技

20.39 -9.98 740.00 15,088.60

601099.SH

太平洋

14.83 2.13 1,000.00 14,830.00

000166.SZ

申万宏源

19.13 2.08 760.00 14,538.80

002638.SZ

勤上光电

16.47 -10.00 845.00 13,917.15

600307.SH

酒钢宏兴

5.30 -6.03 2,600.00 13,780.00

000166.SZ

申万宏源

19.13 2.08 640.00 12,243.20

非银金融板块强势爆发

□

本报记者 李波

昨日，市场再现全面反弹，行业板块全线飘

红。 其中，非银金融板块尾盘大幅拉升，收盘涨

逾5%，强势领跑。

据wind资讯统计，昨日申万一级行业指数

全线上涨，其中，非银金融指数小幅高开后维持

横盘震荡，下午两点以后突然爆发，快速拉升。

截至收盘，非银金融指数收报5.17%，跃居行业

指数涨幅榜榜首。 成分股中，渤海租赁、海通证

券和西部证券涨停， 华泰证券和山西证券分别

上涨8.45%和8.44%，中信证券、兴业证券和中

国太保涨逾6%，共有16只个股涨幅超过5%。

业绩向好、天量成交、持续反弹等近期利好

因素，为非银金融特别是券商股注入了强心针。

广发证券研究报告指出，“本金+杠杆” 驱动的

牛市格局依然未变， 券商作为弹性品种仍将向

上，证券行业经纪、自营等将充分受益于成交金

额增长、股指上行等，近期市场对于一人多户启

动导致佣金战的担忧， 也将逐渐在成交金额呈

几何级增长背景下逐渐淡化。 保险方面，2015

年保费有望保持高增长，投资收益中枢向上，政

策红利也将带来强劲驱动。

股市有风险，请慎重入市。 本版股市分析文章，属个人观点，仅供参考，股民据此入市操作，风险自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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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车遭沪股通抛售

□

本报记者 张怡

继周二南北车双双跌停走下神坛之后，昨

日南北车早盘一度跌停， 但随后打开跌停板成

交放量。值得关注的是，此前接盘的沪股通昨日

大肆抛售出逃。

中国南车和中国北车昨日大幅低开之后一

度快速下挫至跌停板， 随后逐步快速拉升但仍

未翻红，但随后跌幅再度逐步扩大。贵人鸟走势

也相类似， 除了沪股通还遭遇一个机构专用席

位卖出，总体呈现出逆市下跌的格局。 由此，南

车和北车在本周三个交易日分别跌去了

15.66%和17.08%。 受南北车走势拖累，中字头

个股呈现出全线下挫的颓势。

而就在4月20日南北车巨震首日， 沪股通

席位大额买入了南北车， 金额分别达到了6.66

亿元和4.07亿元。 这种凌厉的跌势使得沪股通

资金也暂时逃离。昨日，上交所龙虎榜中出现了

三次沪股通专用席位的身影， 分别卖出了中国

北车、中国南车和贵人鸟，卖出金额分别为3.53

亿元、5.62亿元和2000.42万元。 这三只个股至

收盘时分别下跌了5.79%、4.96%和4.74%。

港股通使用额激增

□

本报记者 徐伟平

此前恒生指数连续强势上攻， 港股通额度

一度告磬，随后恒生指数高位震荡，港股通使用

率回归低位常态。 不过昨日港股通使用额再度

明显提升。

据Wind资讯统计， 昨日港股通使用额为

23.82亿元，剩余额度为81.18亿元，额度使用占

比达到77.31%。与之相比，沪股通的使用额则出

现下降， 昨日使用额为8.35亿元， 剩余额度为

121.65亿元，额度使用占比为93.58%。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昨日沪综指继续强势

上攻，大涨2.44%，报收于4398.49点，距离4400

点关口仅有一步之遥。与之相比，恒生指数昨日

小幅上涨0.30%，报收于27933.85点。 这与“北

冷南热” 的沪港通并不相符。

港股通标的方面，昨日有213只股票上涨，

15只股票收平，58只股票下跌，中国粮油控股、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等11只股票涨幅超过10%。

沪股通标的方面，昨日有506只股票上涨，14只

股票收平，24只股票下跌。 五矿发展、 中国中

冶、东方明珠等22只股票涨停。

三板做市指数止跌企稳

□

本报记者 叶涛

连收两根阴线缩量下挫后， 昨日三板做市

指数小幅反弹，重回2070点上方。 截至收盘，三

板做市指数报收2074.89点， 涨幅为0.25%，全

天成交额为3.67亿元，环比继续缩量，进一步验

证交投降温迹象。

据WIND资讯统计， 昨日正常交易的做市

股票有241只， 成交金额超过1000万元的有8

只，中海阳、中磁视讯、维珍创意金额居前，分别

为7730.10万元、2128.74万元、1991.24万元；涨

幅最大的做市股票则为华电电气、瑞铃企管，单

日各自上涨1350.00%和936.67%。与此同时，跌

幅靠前的做市股票是安华智能、超宇环保、国承

瑞泰，幅度为20.53%、19.31%和14.99%。

纵观整个新三板市场， 昨日有457只股票

发生交易，九鼎投资成交额独领风骚，达到4.32

亿元， 较排位第二的中海阳多出近3.6亿元；全

天股价翻倍的股票数量则有10只。 不过总体

上，昨日出现上涨的新三板股票仅有202只，不

足交易数量的一半。

创业板指数续演“新高秀”

□

本报记者 徐伟平

继前一个交易日大涨逾

5%

后，创业板

指数继续上冲，突破

2600

点大关，续演了此

前的“新高秀”。

创业板指数昨日跳空高开后，震荡上行，

最高上探至

2655.37

点，刷新历史新高，此后

维持在高位震荡， 尾盘报收于

2634.93

点，上

涨

2.68%

。 值得注意的是，昨日创业板的成交

额达到

1187.47

亿元，较此前出现放量。

昨日正常交易的

374

只创业板股票中，

有

338

只股票上涨，占比超

9

成。 其中

40

只股

票涨停，

88

只股票涨幅超过

5%

，

150

只股票

涨幅超过

3%

；在下跌的

34

只股票中，个股

跌幅普遍较小， 扬杰科技和上海钢联跌幅

超过

2%

，分别下跌

2.26%

和

2.02%

，其余个

股跌幅均在

2%

之下。

分析人士指出， 经历了此前的主题炒

作后，近期智能电网、三网融合、充电桩等

成长题材相继活跃， 热点再度迁徙主导了

创业板本周的反弹。此外，昨日该指数出现

放量上攻的特征， 显示创业板股票短期重

新回归到资金视野中。 短期创业板指数将

维持强势格局。

亚非合作受关注 “一带一路” 料风口起舞

□

本报记者 徐伟平

日前， 亚非领导人会议在印度尼西亚首都

雅加达举行， 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

题为《弘扬万隆精神 推进合作共赢》的重要讲

话。分析人士指出，近期中国和巴基斯坦将中巴

经济走廊打造成“一带一路”倡议重大项目，引

发A股中“一带一路” 主题投资的热潮。本次伴

随着中非合作的推进，“一带一路”料将持续在

风口起舞。

中非合作受关注

4月2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巴基

斯坦的国事访问， 前往印度尼西亚出席亚非领

导人会议和万隆会议60周年纪念活动。 4月22日

亚非领导人会议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举

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强调，新形势下，中国将坚定不移地

推进亚非合作， 将于年内对已建交的最不发达

国家97%税目产品给予零关税待遇， 并将继续

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援

助。中国愿同有关各方一道推进“一带一路”建

设，共同建设好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发挥好

丝路基金作用。 中国将继续推动南南合作及南

北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共

同发展繁荣。

1955年万隆会议的召开，拉开了南南合作

的序幕。 几十年中， 亚非国家合作关系不断发

展，经贸往来日益密切。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更趋

均衡的方向发展， 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

国家走上发展快车道。

分析人士指出，“一带一路” 开拓思维，提出

了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

心相通五大合作重点。 这些领域相辅相成、互为

支撑，将发掘沿线各国深层次的合作潜力和更广

阔的合作空间。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合作面临的

难题之一是资金不足。 为此，中国筹建亚洲基础

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 目前，亚投行进展顺

利， 已确立拥有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的首发阵

容，“一带一路”将为亚非合作注入新鲜血液。

产业转移显优势

从设计看，“一带一路” 贯穿亚欧非大陆，

涉及人口约44亿，占全球的63%，经济总量约

为22亿美元，占全球的30%，沿线以新型经济体

和发展中国家为主体。 沿线国家已建立起一些

合作机制，并开展合作项目。 “一带一路” 将在

已有基础上， 促进沿线国家战略对接和优势互

补，放大合作效果。近期中国和巴基斯坦将中巴

经济走廊打造成“一带一路”倡议重大项目，引

发A股中“一带一路” 主题投资的热潮。本次伴

随着中非合作的推进，“一带一路”料将持续在

风口起舞。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正逢其时，将

推动亚非合作进入2.0时代。

从目前来看， 在帮助非洲发展中国家发展

方面，中国还拥有一个重要的优势，即巨大的劳

动密集型产业。由于国内工资上涨，中国在这方

面的比较优势逐渐消失， 大量的劳动力密集产

业将逐渐转移出去。 自工业革命以来类似的转

移已有多次，为承接国创造了工业化、现代化的

窗口机遇期。 这次转移的新特点在于中国劳动

密集型产业规模庞大。 按照2014年公布的第三

次工业普查， 中国制造业的就业人员是1.24亿

人，相当于在1960年代日本劳动密集产业向外

转移时的12倍。 世界上能够承接这么大规模劳

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地方只有非洲。 非洲有10

亿人，大量剩余劳动力在农村，年轻人比例高，

工资水平只有中国的十分之一至五分之一。 在

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到非洲方面，已有2012年

华坚鞋业集团在埃塞俄比亚投资设厂， 当年创

造2000个就业，使埃塞俄比亚鞋业出口翻一番

成为埃塞最大出口企业的成功的案例。

“一带一路”以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互联互通

为主，以经贸合作为辅。 在非洲，可以是产业转移

为主，基础设施建设为辅。就像车子的两个轮子一

样，它们可以成为对外发展合作的两个支撑点。

券商大举吸金“中字头” 显著降温

□

本报记者 李波

昨日，沪深两市资金净流出66.89亿元。 相

较此前百亿级别的净流出规模， 近两个交易日

资金离场脚步明显放缓。 其中，沪深300昨日净

流入47.41亿元，为3月31日以来首次净流入，也

是近三个月第二大单日净流入规模； 创业板和

中小板则重回资金净流出格局。品种方面，非银

金融板块获得资金大举进驻， 机械板块则遭遇

资金明显回撤，“中” 字头股票占据了净流出额

度前十名的七席。

沪深300实现资金净流入

昨日沪深股指大幅反弹， 沪综指再现百点

长阳，刷新近7年新高，创业板指数高开后强势

震荡。 截至收盘， 沪综指报4398.49点， 上涨

2.44%；深成指报14749.13点，上涨2.15%；创业

板指和中小板指分别上涨2.68%和2.85%。

据Wind资讯统计，昨日沪深两市资金净流

出66.89亿元， 环比周二56.56亿元的净流出额

度小幅提升。不过，相较此前百亿级别的净流出

规模，近两个交易日的资金离场脚步明显放缓，

显示投资者进场意愿再度提升。

昨日主板和中小创联袂大涨，不过，资金流

向方面则整体出现抓大弃小的分化格局。 沪深

300板块实现资金净流入， 创业板和中小板则

重回净流出格局。

具体来看 ， 沪深 300板块昨日净流入

47.41亿元， 为3月31日以来首次实现单日资

金净流入。 同时，47.41亿元也是近三个月以

来沪深300第二大单日净流入规模， 仅次于3

月12日的57.08亿元。 另外， 特大单净买入

89.62亿元， 为4月13日以来首次实现净买入

格局。 个股方面，净流入家数从周二的133家

升至144家。

创业板和中小板均未能延续周二的净流入

格局，双双遭遇净流出。 其中，创业板昨日净流

出资金25.62亿元；获得资金净流入的个股家数

从周二的267只降至162只。 中小企业板昨日净

流出23.47亿元； 获得资金净流入的个股有295

家，环比周二的373家有所下降。

在大盘蓝筹股和小盘成长股各领风骚之

后， 市场风格趋于均衡。 而从昨日资金流向来

看，沪深300获得大规模净流入，显示蓝筹股的

吸引力短期提升。

券商获追捧 机械电子遭弃

从行业和个股来看， 昨日非银金融板块获

得资金大举进驻，净流入规模遥遥领先。而多只

“中”字头品种则遭遇资金大举回撤。

据Wind资讯统计， 昨日28个申万一级行

业板块中，有10个板块实现资金净流入。 其中，

非银金融板块的净流入额度最大，达到57.85亿

元，成为昨日的“吸金王” ，银行和有色金属板

块分别净流入13.90亿元和10.03亿元， 其余板

块的净流入规模都在10亿元以下。 相比之下，

机械设备、 电子和计算机板块的净流出金额居

前， 分别为26.15亿元、21.26亿元和16.02亿元，

钢铁、交通运输、建筑装饰和通信板块的净流出

额度都在10亿元以上。

个股方面， 昨日海通证券和中信证券的

资金净流入额突破10亿元，分别为16.54亿元

和11.95亿元；中国太保、中国中冶、兴业银行

和华泰证券等个股的资金净流入规模也较

大。 而在资金净流出前十位股票中，“中” 字

头股票占多数， 京东方A的资金净流出额最

高，达到12.22亿元；中国北车、包钢股份、中

国南车和上港集团的资金净流出额也均超过

了5亿元。

受市场成交放大和持续反弹的刺激， 券商

股重获资金追捧。相比之下，此前受益“一带一

路” 的机械设备，以及前期大涨的电子、计算机

类品种则受到资金抛弃。目前，市场热点轮动提

速，资金大肆炒作之后也往往伴随着果断撤退。

在此背景下，操作上应敢于低吸，舍得高抛，以

波段操作应对可能的新高和巨震。

慢牛奋蹄 热点轮换

□

本报记者 叶涛

以4月20日A股天量巨震为分水岭， 上周

一直持续的大小盘分化格局被迅速打破，承接

本周二两市普涨，昨日沪综指加速冲刺盘中触

及4400点； 创业板指则突破前高， 跳空站上

2600点。 分析人士认为，在近期央行超预期降

准打开资金“钱袋子” 的背景下，前期累计的

指数调整压力将由于流动性支撑而暂时收敛，

短期市场风格将转向大小盘均衡上涨，但应规

避前期涨幅已高的品种。

慢牛奋蹄 指数创新高

昨日市场全线飘红并不令人感到意外，毕

竟在近期央行降准以及打新资金返场抄底

“双轮” 驱动下，本周二A股已经显露出加速

的种种端倪，食品饮料等牛市前半场的低估值

“洼地” 有效启动，题材热点升温复燃，激发市

场财富效应再度欣欣向荣。

昨日，慢牛奋蹄的特征进一步凸显，沪综

指全天高开高走， 盘中触及4400.19点七年新

高， 为此轮牛市以来首次， 收盘时亦报收

4398.49点；深成指、沪深300、中小板指也莫

不如是，联袂改写阶段纪录；创业板指上涨表

现的尤为坚决，在前一日“疯涨” 5.82%收复

一周失地后， 马不停蹄于昨日开盘即站上

2600点，最终收盘报2634.93点，单日涨幅为

2.68%。

作为验证牛市成色的重要指标之一，昨

日场内主要板块成交悉数放量， 沪市和深市

成交分别达到9768.77亿元、6517.13亿元，同

期28个申万一级行业中成交额环比增长的板

块有25个之多。受资金力量助推，昨日正常交

易的2328只个股中， 全天有2214只实现上

涨，占比达到95.10%；包括N广生堂、N航新

等10只新股在内， 昨日两市涨停股数量达到

156只。

而且，近两日A股连续普涨还显著打破了

一周前大小盘延续分化的盘面逻辑。伴随年初

以来成长股的高歌猛进，至4月中旬创业板PE

已经逼近90倍关口， 媲美1999年纳斯达克高

估值泡沫水平，调整压力导致指数展开长达一

周的深度调整，区间跌幅达到152.93点。 同期

由于4月新股申购原因，场内资金转战蓝筹意

愿升温，一出一进共同促成大小票走势分道扬

镳。不过考虑到本周一市场天量下跌一定程度

上起到了快速释放调整压力作用，预计伴随降

准带来的丰沛流动性，场内大小票大概率受到

投资风险偏好上行提振，水涨船高形成普涨趋

势，这也意味着均衡化大概率成为短期市场主

要风格。

牛市续演 板块轮换

展望后市，流动性持续宽松还将贯穿二季

度A股始终，水涨船高行情可期。 国泰君安证

券发布的调查数据也显示，当下有七成投资者

持“牛市还在中期”观点。

但是，A股重心下移被封死并不意味着市

场风险全无，流动性宽松反而加剧了资金获取

超额受益欲望，在个股层面，高估值泡沫依然

是引发局部分化的“触发器” 。

首先，即便近两日创业板指高调演绎“王

者归来” 大戏，不少成分股估值水平过高的事

实也不能就此被掩盖， 仅从资金安全的角度

来看，难保那些安全边际过低、成长预期模糊

的品种不会借普涨出货，以昨日为例，创业板

内部依然有34只股票逆势下跌， 且这些个股

年初以来涨幅大多在80%以上， 最高的天泽

信息和顺网科技高达209.09%和195.98%，则

说明部分投资者已经心生锁定利润、 出局避

险苗头。

其次，板块估值差异及资金调仓也可能导

致热点轮换。年初以来，随着“一带一路” 主题

和稳增长政策促使交通运输和机械设备板块

风生水起，迄今累计涨幅也极为可观。 与之相

对，食品饮料、家用电器等板块则在牛市两轮

上涨中均处于上涨后列，是名副其实的“价值

洼地” ，补涨需求日益突出。 考虑到此类品种

未来上涨潜力大、估值安全边际高，获取超额

收益可能性强， 料后市势必成为资金阻击重

点。而南北车及中字头个股的大跌也意味着资

金调仓正在进行。

再次， 昨日盘中非银金融指数大斜率拉

涨，作为牛市第一轮领涨品种，沉寂几个月后

也大有复出之势。多项利好使得券商基本面表

现抢眼，叠加相对较低的市盈率，赋予券商股

强烈上涨可能。这从近两日两融资金变化可见

一斑， 映射在昨日盘面， 非银金融指数大涨

5.17%，位居行业第一。 作为场内“洼地” 之

一，该品种也有望吸引资金流入。

四机构卖出 天广消防打开涨停

4月15日复牌后连续“一” 字涨停的天广

消防，昨日打开涨停板。 而龙虎榜数据显示，昨

日前五大卖出席位中，有四个为机构专用席位，

主力获利离场迹象明显。

在停牌近8个月后，天广消防4月15日发布

重组预案， 公司拟以发行股份方式收购属于同

一自然人邱茂国控制的中茂园林100%股权和

中茂生物100%股权，并拟募集配套资金，标的

资产预估值合计约25.09亿元。

4月15日复牌以来， 天广消防已经连续收

出五个“一” 字涨停。 不过，昨日天广消防以

20.69元开盘，之后全天维持高位震荡，最终收

报21.20元， 上涨7.23%， 打破了连续涨停的格

局。 该股昨日成交13.09亿元。

深交所盘后的公开信息显示， 天光消防昨

日前五大买入席位均为营业部席位； 前五大卖

出席位中，第二至五位均为机构专用席位，卖出

金额在4907.98万元至1.05亿元。

分析人士指出，重组完成后，天广消防的主

营业务将拓展至园林绿化、 食用菌生产和销售

等， 盈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大大增强。 不

过，连续涨停后，四家机构卖出该股显示主力开

始获利离场。 预计短期该股将步入强势震荡格

局。 （李波）

收购流产 内蒙发展仍涨停

停牌近4个月的内蒙发展于4月21日晚间

发布终止收购公告， 昨日复牌后， 股价一字涨

停，报收于8.01元，成交额达到6506万元。

内蒙发展发布公告称， 由于收购双方对收

购方案未达成一致意见， 公司拟终止收购深圳

市安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尽管此次资产收购

未能成功，在股票停牌期间，内蒙发展与拟被收

购方深圳市安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签订《股权

收购框架协议》， 公司聘请了相关中介机构对

拟收购资产进行了大量的尽职调查工作， 但由

于双方对收购方案未达成一致意见， 深圳市安

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于近日向公司发出了《合

同终止函》，因此，公司决定终止本次拟收购资

产的重大事项。同时，内蒙发展承诺在未来六个

月内不再进行重大资产重组等事项。

分析人士指出，公司停牌期间，市场整体上

行，内蒙发展复牌后有一定的补涨需求。但值得

注意的是，收购计划流产后，复牌首日筹码已经

出现一定程度的松动， 短期建议投资者保持谨

慎，不要盲目追高。（徐伟平）

金山开发连收“一”字涨停板

金山开发近日公布增发预期， 这成为公司

复牌后股价连收“一”字涨停板的关键。截至昨

日收盘，金山开发股价报收15.71元，创出2013

年三季度以来新高。

公开信息显示， 金山开发将以10.91元/股

向美乐投资发行4903.76万股，收购其持有的华

久辐条100%股权， 交易标的预估值为5.35亿

元。收购完成后，金山开发将增加自行车辐条业

务， 实现自行车产业链中对中高端配件业务的

向上整合。

据了解， 金山开发与华久辐条的净资产

收益率差距较大， 近年来金山开发的加权平

均净资产收益率在2%以下， 华久辐条2014

年度加权平均收益率则为26.99%。 市场人士

表示， 两家公司盈利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因

此此次发行完成后， 随着华久辐条未来经营

业绩并入， 金山开发的盈利指标将出现显著

提升。 （叶涛）

■ 异动股扫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