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头版写意图片头版写意图片

CHINA SECURITIES JOURNAL

中国保监会指定披露保险信息

中国证监会指定披露上市公司信息

中国银监会指定披露信托信息

新华网网址

: http : / /www .xinhuanet . com

新华通讯社主管主办

A�叠 /�新闻 96�版

B�叠 /�信息披露 196�版

本期 292 版 总第 6310 期

2015 年 4 月 24 日 星期五

可 信 赖 的 投 资 顾 问

更多即时资讯请登录中证网 www.cs.com.cn 更多理财信息请登录金牛理财网 www.jnlc.com

中国证券报微信号

xhszzb

中国证券报微博

http：//t.qq.com/zgzqbs

牛基金

APP

金牛理财网微信号

jinniulicai

A09A03

责任编辑：孙 涛 版式总监：毕莉雅

图片编辑：刘海洋 美 编：韩景丰

地址:北京市宣武门西大街甲 97 号

邮编:100031���电子邮件:zzb@zzb.com.cn

发行部电话:63070324

传真:63070321

本报监督电话:63072288

专用邮箱:ycjg@xinhua.cn

国内统一刊号:CN11-0207

邮发代号:1-175����国外代号:D1228

各地邮局均可订阅

北京 上海 广州 武汉 海口 成都 沈阳

西安 南京 长春 南宁 福州 长沙 重庆

深圳 济南 杭州 郑州 昆明 呼和浩特

合肥 乌鲁木齐 兰州 南昌 石家庄 哈尔滨

太原 贵阳 无锡同时印刷

地址：北京宣武门西大街甲

９７

号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３１

电话：编辑部

６３０７0３３１

发行部

６３０７0３２６

、

６３０７0３２４

广告部

６３０７２６０３

传真：编辑部

６３０７０４83

、

６３０７０480

广告部

６３０７１０２９

零售价格：

2．0０

元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

００１９

号

指数新高秀 成长再崛起

两融余额重拾快增势头助力行情上攻

□

本报记者 张怡

昨日，A股市场各主要市场指数集体再现 “新高

秀” ，其中上证综指站上4400点，与深成指一并再度创

下近七年新高；创业板指站上2700点，与中小板指双双

再度刷新历史纪录。 同时，两融余额重拾快增势头，为

行情上攻助力。

本周沪综指仅在周一弱势调整，随后连续强势上

攻。 昨日早盘指数红绿交替震荡休整，不过午后在钢

铁、有色、采掘等资源板块的助推下重拾强势格局，最

高触及了4444.41点，再度刷新本轮上涨新高。 此后，

股指快速跳水回落，最终仅微涨0.36%，收于4414.51

点。 深证成指走势类似， 最终微跌 0.04%收于

14743.22点。

成长股再度超预期强势崛起。 创业板指开盘之后

就快速强势上攻， 随后震荡走高， 盘中最高触及

2718.26点，尾盘虽受主板跳水影响涨幅回落，但最终

仍然收报2706.19点， 稳稳守住了整数关口， 涨幅为

2.70%。 中小板指类似，盘中最高触及8936.13点，创历

史新高，最终上涨1.26%收于8886.08点。

据wind数据， 昨日沪深两市成交额分别为

9630.25亿元和6877.43亿元， 接近前期刚刚创下的历

史天量水平。

钢铁行业对指数形成重要助力。申万钢铁指数大涨

4.07%，位居涨幅榜首位；传媒和有色金属行业均上涨

3%以上；通信、采掘和汽车行业涨幅也均超过了2%。相

对而言，28个申万一级行业中有8个行业逆市下跌，其

中银行和非银金融领跌，分别下跌1.48%和1.35%，国防

军工和交通运输行业的跌幅也居前列。

昨日市场的这种强势格局在两融市场已有所预

示。 周三融资融券余额环比周二大增221.52亿元，重新

回归快速通道。 其中，融资买入额达2448.31亿元，创下

历史新高，扣除偿还额后，净增长215.58亿元；融券余

额增长5.95亿元至95.07亿元， 仅次于4月9日是历史次

高值。

证监会核发25家企业IPO批文

适度加大新股供应 每月核发增至两批

□本报记者 蔡宗琦

证监会官方微博23日发布消息， 证监会按照法定

程序核准了25家企业的首发申请。 这是根据市场情况

和首发审核工作的进度，在本月内核准的第二批企业。

下一步，证监会将在按月均衡核准首发企业的基础上，

适度加大新股供应，由每月核发一批次增加到两批次。

针对今年新股发行， 证监会主席肖钢此前明确指出，

今年仍将基本按月均衡发行，并适度增加新股供给。 具体

审核进度需依据发审委的审核情况确定，不会人为确定一

个具体数字，但根据目前的审核情况看，预计总体会超过

去年。

25家企业中，上交所10家，包括：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普莱柯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新通联包装股

份有限公司、南通醋酸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红蜻蜓鞋业

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海利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浙江金海

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莱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广信

农化股份有限公司、新疆雪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深交所中小板3家，包括：永兴特种不锈钢股份有限公

司、山西永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东方新星石化工程股

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12家，包括：浙江金科过氧化物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中光防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赢合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康拓红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创业软件股份有

限公司、珠海全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耐威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江西三鑫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惠伦晶体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先导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安徽

山河药用辅料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田中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上述企业及其承销商将分别与沪深交易所协商确定发

行日程，并陆续刊登招股说明书。

小憩一下也不错

□

本报记者 张怡

老百姓在形容生活幸福时有一句俗话，

叫“睡觉睡到自然醒，数钱数到手抽筋”。 受制

于现实工作，前半句不是人人都能畅享，但

3

月以来

A

股市场行情使得大多数股民都享受

到了后半句。 不过，近期看着账户浮盈上下波

动，却发现稳定增长正变得越来越困难，不少

人也开始心慌慌。

实际上， 行情走到现在累计涨幅已是不

小。 去年

11

月到今年

1

月那一波，上证综指从

2450

点附近涨到

3350

点；短暂休整之后，从

3

月到现在，市场又是大涨

1400

点。 而且，市场

在冲

4000

点大关之时的领涨板块诸如 “走出

去”和“一带一路”概念股等，其走势的凌厉程

度一点不输于去年行情启动时的券商股。

而今，该涨的板块几乎轮了一遍，估值洼

地也越“挖”越少。 面对不再那么稳定增长的

账户数字，投资者想要调仓换股，却发现物有

所值的安全品种越来越少了。 而沪综指偏偏

又在冲高时走出高位十字星， 调整的脚步临

近了。

在春夏之交迷茫之时， 打个盹儿小憩一

下也不错。

产业资本净减持额创历史新高

今年以来A股上市公司遭重要股东净减持金额达1783亿元

□本报记者 万晶

牛市氛围之下， 股价暴涨， 上市公司股东赚得盆满钵

满。与此同时，以重要股东为代表的产业资本净减持金额创

历史新高。 同花顺统计显示，截至4月23日，今年以来，A股

上市公司遭到重要股东净减持股份数量为156亿股， 净减

持金额达1783亿元，其中不乏国企股东减持、民营企业大

股东及家族减持， 以及上市公司之间交叉持股的减持。

2006年以来，全年净减持金额最高的为2013年，上市公司

遭到重要股东净减持金额为1108亿元，其余年份净减持金

额均低于1000亿元。

创业板重要股东减持凶猛

今年前四个月已有211家创业板上市公司遭到重要股

东减持，累计减持股份10亿股，套现金额265亿元。

创业板指数3月大涨21.12%，创最大月涨幅，随着创

业板上市公司股价飙涨， 重要股东减持也创出今年的新

高。 3月有117家创业板公司遭到重要股东减持，减持股

份2.7亿股， 套现金额89亿元；4月目前有44家创业板上

市公司遭到重要股东减持，减持股份2.3亿股，套现金额

87亿元。

同花顺统计显示，今年以来，共有54家创业板上市公

司遭到重要股东减持套现金额超过1亿元。 创业板上市公

司中，今年以来遭到重要股东减持金额最大的为万邦达，遭

到5名重要股东减持， 累计减持股份1.2亿股， 套现金额

49.47亿元。上海钢联遭到6名重要股东减持，累计减持股份

1165万股，套现金额12.59亿元。 乐视网遭到2名重要股东

减持共计2399万股，套现金额12.29亿元。 沃森生物遭到4

名重要股东减持， 共计减持1845万股， 套现金额10.17亿

元。 此外，长信科技、博腾股份、掌趣科技等10家创业板公

司遭到重要股东减持套现超过5亿元。

在这54家遭减持套现超过1亿元的创业板上市公司

中，有17家公司今年以来涨幅超过一倍，还有25家公司今

年以来涨幅超过50%。 其中，安硕信息涨幅近4倍，迪安诊

断、天泽信息、乐视网今年以来涨幅超过2倍，宝莱特、万邦

达的涨幅也接近1.5倍。

万邦达4月22日公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王氏

家族成员胡安君于4月21日通过深交所大宗交易系统减持

3675.92万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5%。 本次减持后，胡安

君的持股比例从11%降至6%。4月，王氏家族另一位成员王

婷婷已经通过四次减持，累计减持股份6176万股，清空了

所有持股。 此次减持后， 王氏家族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26372.46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5.87%，王氏家族仍为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二级市场上， 万邦达在过去的一个多月时间股价飙

升， 从2月末的52.12元拉升到4月3日最高收盘价144.39

元，不过，在王氏家族成员巨量减持下，公司股价除权后持

续走低。

3月2日，掌趣科技被高管邓攀、宋海波减持，减持股份

数分别为409万股与1007.85万股， 减持金额分别为1.13亿

元和2.78亿元。 3月6日和3月10日，邓攀又先后两次减持公

司股票，减持股份数量分别为92万股和418.5万股，减持金

额分别为2598.34万元和1.24亿元。 3月16日，掌趣科技又遭

到机构股东华谊兄弟减持，减持股份数量为830万股，减持

金额约为2.45亿元， 华谊兄弟此次投资收益初步计算约为

1.3亿元。

在重要股东大量减持之前的2月， 掌趣科技曾发布多

项重大利好。 2月16日复牌公告收购三家游戏公司，此后又

在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中称公司会逐步从内容性公司向平

台属性转型，未来将在营销、O2O、移动医疗等方面布局。

掌趣科技股价2月从16元启动，最高探至36元以上，走出了

翻倍行情。

国企股东减持区间较长

今年一季度，兴业银行、中信证券和中国重工分别被减

持9.53亿股、3.52亿股和9.18亿股，遭套现127.4亿元、115.1

亿元及83.5亿元。

中国重工公告称，自2014年12月26日至2015年3月27

日， 控股股东中船重工及其一致行动人已累计减持公司无

限售条件流通股9.18亿股，已达到公司总股本的5%。

江西铜业近期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江铜集团从2014

年12月8日至2015年4月17日减持了公司部分A股股份，减

持数量合计为4608.36万股， 占江西铜业股份总额的

1.33%。减持之前江铜集团持有江西铜业股份13.99亿股，占

总股本的40.41%。截至4月17日，江铜集团对公司的持股数

量变更为13.53亿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39.08%。

中海发展公告， 控股股东中国海运集团于4月17日通

过上交所竞价系统出售公司股份5000万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1.24%。 此次减持后， 中国海运集团尚持有中海发展

15.54亿股，持股比例为38.54%。 中海发展H股近期也遭遇

了外资的连续减持套现。

分析人士指出，国有股东的减持比例较小，减持区间总

体拉得较长，并非急功近利式的套现行为，对上市公司股价

不会造成明显影响。

上市公司之间交叉持股的也出现减持情况。 2014年年

报显示，共有337家上市公司持有1336只股票。其中，263家

上市公司投资金额高达1841亿元。 如果剔除金融类公司，

则共有15家上市公司投资金额超10亿元，77家上市公司投

资金额超过亿元。

股市的暴涨使得持股上市公司利润丰厚， 纷纷落袋为

安。 今年一季度共有28家上市公司对所持证券进行减持，

合计减持金额约58.4亿元。如华茂股份出售所持证券后，一

季度业绩大幅增长，股价已有不俗表现。

2190家公司去年净利增长5.79%

截至23日记者发稿时，2190家上市公司已披露2014年年报。 这些公司去

年实现营业收入26.1万亿元，同比增长6.48%；实现净利润2.23万亿元，同比

增长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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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魔咒+IPO提速

强势行情需整固

沪深300期指：

留一半醉 留一半醒

杠杆牛市

再度引爆分级B投资热

A12

A06

制图/苏振

化工上市公司并购转型潮涌

经过三年多的去库存周期后，化工行业整体基本面仍未有实质好转，继续

依靠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进行扩张的发展模式难以持续， 行业面临转型升级压

力，资产重组和跨界并购成为提升估值的重要途径。

人民币汇率

持稳是主基调

经济降速、出口下滑、外汇占款减

少、银行结售汇逆差，尽管不利数据接

踵而至，近段时间人民币汇率依旧不改

稳中偏强的运行态势。 23日，人民币兑

美元汇率中间价小升，在岸即期汇价亦

继续坚挺于6.20元一线。 分析人士表

示，尽管当前中国宏观经济的复苏力度

相对有限，但人民币国际化战略与资本

项目开放的进程仍在有条不紊地推进，

正反两方面的力量使得人民币汇率难

贬难升，保持总体稳定是大概率事件。

A11�货币债券

外汇局：资本流出是意料之中有序调整

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司长管涛23日在国新办发布会上

表示，一季度外汇呈现外流趋势，但当前资本流出是意料之中的有序

调整，并非违法违规的资本外逃。

A02�财经要闻

产业资本夺权 造小票市梦率

近日中小板、创业板指数创出新高，市场对小票市盈率高企的

担忧再度加重。 不过，一些分析师称，对小票的估值不再用市盈率指

标，原因在于市场定价权已从公募等投资机构转移至产业资本。

明日《金牛理财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