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条）异动股扫描

转型升级 大通燃气一字涨停

昨日，受到员工持股计划和定增预案发布的刺激，大通燃气一字涨停，收于13.16元。

日前，大通燃气发布了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及定增预案的修订稿。 拟发行募集资金上限为61500万元（包括发行费用），扣除

发行费用后用于收购旌能天然气88%股权、罗江天然气88%股权和补充流动资金；发行对象为大通集团、李可珍、李朝波、陈蓉章、

大通燃气员工持股计划。

其中，员工持股计划设立后以全额认购公司定增股票，认购数量不超过1000万股，认购金额不超过7200万元；员工持股计划的

存续期为48个月，锁定期为36个月。

而更早之前，公司发布的一季报显示，净利润同比增长了603.08%。 分析人士指出，公司原本的主营业务是商业零售和城市管

道天然气业务，本次收购将使得公司具有两家城市管道燃气业务公司的控制权，有利于公司业务转型升级。而员工持股计划进一步

对公司员工形成激励，这些都将支撑公司股价保持强势。 （张怡）

（三条）八机构博弈腾信股份

昨日不少创业板个股大幅震荡，其中，腾信股份振幅达到19.25%，收盘大涨9.45%。 龙虎榜数据显示，昨日有8家机构围绕该股

博弈。

腾信股份昨日以165.80元低开，之后一度下探至155.00元，跌幅超过6%；随后股价快速翻红并出现拉升，维持强势震荡态势，

尾盘进一步上行，收报184.21元，上涨9.45%。 该股昨日成交5.81亿元，环比小幅放量。

深交所盘后披露的公开信息显示， 昨日前五大卖出席位均为机构专用席位， 卖出金额分别为1463.00万元、1399.61万元、

1130.93万元、1055.08万元和947.52万元；前五大买入席位中，第三、四、五席均为机构专用席位，买入金额分别为1985.16万元、

1977.74万元和1961.37万元。

公司近日通过入股“车风网” ，成功切入在线汽车电商交易的环节。 分析人士指出，公司在传统数字营销业务中储备了大量的

汽车客户，未来在汽车电商领域有望进一步拓展；公司积累了大量的互联网用户行为数据，且具备精准营销的技术优势，有助于提

高整体运作效率和流量转化率。 不过考虑到昨日多家机构获利离场的同时也有部分机构高位入驻，预计短期波动将加大。（李波）

（三条）进军IT产业 工大高新复牌涨停

停牌近半年的工大高新于5月12日晚间发布资产重组公告，昨日复牌后一字涨停，股价报收于6.68元，但成交额仅为68万元。

工大高新发布公告称，公司将发行股份购买IT企业汉柏科技全部股权，交易对价为25亿元。公司表示，其传统业务遭遇困难、面

临巨大挑战，将通过此项交易进入信息安全、基础网络、云计算等新兴领域。

分析人士指出，2014年工大高新由盈转亏，全年亏损1467.76万元；实现营业收入7.98亿元，同比减少4.55%。在东北经济整体面

临困境的情况下，其持续盈利能力和经营能力均面临巨大挑战。通过本次交易，公司将以整合为推动力，大力发展新兴产业，进一步

调整优化生产力布局，构建产业发展新格局，实现东北地区与环渤海地区的统筹规划、融合发展。 此外，考虑到公司停牌时间较长，

期间市场整体上行，短期补涨需求较强，而且从复牌首日成交额来看，投资者惜售情绪浓厚，短期该股料将延续升势。 （徐伟平）

■ 异动股扫描

创业软件（300451）

均值区间：

98.57-116.08

元

极值区间：

90.00-126.00

元

公司主营医疗卫生行业的信息化建设业

务， 包括医院信息化应用软件和公共卫生信息

化应用软件两大产品系列， 是目前国内医疗信

息化行业重要的产品提供商之一。

国泰君安：96.70-124.25元

公司从事医疗卫生行业的信息化建设业

务，主要包括医疗卫生信息化应用软件业务、基

于信息技术的系统集成业务。 公司具备领先的

行业地位和丰富的行业经验、 先进的技术水平

和持续的创新能力、 成功案例形成的示范效应

优势以及完善的营销网络和稳固的客户资源。

安信证券：90.00-98.00元

公司在医疗卫生信息化领域深耕多年，注

重研发，技术积累深厚，参与了卫生部健康档案

基本架构与数据标准、 电子病历基本架构与数

据标准、 基于健康档案的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建

设指南及基于健康档案的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建

设技术解决方案等国家卫生信息标准和规范的

研发和编制。目前公司累计用户达

3000

余家，涉

及医院、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农村合作医疗机

构、疾控中心、药店、社保卫生管理部门等各类

医疗卫生机构。 客户黏性度高是医疗卫生信息

化领域的显著特点， 完善的营销网络和大批优

质的客户资源为公司贡献了稳定的收入来源。

银河证券：109.00-126.00元

公司核心技术、营销网络、客户规模公司各

项业务实现持续增长。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公

司凭借自身竞争优势，持续开拓新客户、老客户

的业务订单， 预计会带来毛利率较高的应用软

件收入的持续增长。 公司拥有领先的行业地位

和丰富的行业经验； 先进的技术水平和持续的

创新能力； 完善的营销网络和大批稳固优质的

客户资源； 良好的品牌形象和高等级的专业资

质优势。

耐威科技（300456）

均值区间：

35.35-39.00

元

极值区间：

24.50-50.00

元

公司长期从事惯性导航产品、 卫星导航产

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经过多年发展，公司已

具备惯性导航产品的自主研发生产能力， 同时

也是国内专业卫星导航终端核心部件———高精

度GNSS板卡的供应商。公司拥有从惯性传感器

到惯性导航系统、组合导航系统的完整产品链,

公司的惯性导航产品主要包括惯性导航系统、

组合导航系统及惯性传感器， 产品已批量运用

于国防装备、航空航海、科研教学、仪器制造等

领域。

申万宏源：24.50-28.00元

公司产业链完整，业已具备了“惯性导航

+

卫星导航

+

组合导航”全覆盖的自主研发生产能

力。 公司研发团队长期对导航技术进行深入系

统研究， 自主研发了多种惯性及卫星导航产品

的软、硬件设计核心技术及导航系统核心算法，

具备较为完整的产业链， 并承担了多项国家级

科研项目。

东北证券：46.20-50.00元

公司是国内领先的导航产品厂商，技术实

力较强。 在惯性导航产品方面，公司具备完整

的自主研发生产能力，涵盖从惯性传感器、惯

性导航系统到组合导航系统的完整产业链，

客户主要是国防装备、航空航海、科研院所等

军工领域。 公司本次拟募集资金

2.66

亿元，投

入到自主惯性导航系统及器件扩产项目、

BD-II/GPS

兼容型卫星导航定位技术研发中

心项目、高精度

MEMS

惯性器件及导航系统产

业化项目三个项目。 募投项目的建成有助于

扩充公司产能， 将公司自主掌握的核心技术

转化为较强的盈利能力， 提升公司的综合竞

争力和市场份额。

赢合科技（300457）

公司是以锂电池自动化生产设备的研发、

设计、制造、销售与服务为核心的新能源装备制

造企业。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锂电池自

动化生产设备的研发、设计、制造、销售与服务，

产品主要应用于锂离子电池制作的关键工序。

公司经过多年经营积累， 现已掌握了锂电生产

的涂布、分切、制片、卷绕、模切、叠片等关键设

备的核心技术， 可以为客户提供较全面的自动

化生产装备解决方案。目前公司以“精密、高效、

柔性、安全、可靠”的产品特点，已成为国内锂离

子电池自动化装备的主要供应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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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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沪股通遭连续净卖出

□

本报记者 张怡

昨日沪港两市均现调整， 沪股通则连续第

二日出现净卖出，额度剩余了133.31亿元，超过

当日额度3.31亿元；港股通额度剩余了96.35亿

元，使用率也相对较低。

行情方面， 恒生指数昨日早盘先是快速上

攻，而后震荡回落翻绿，不过很快再度发起攻势

触及日内高点，但好景不长便弱势再现，尾盘跳

水，最终下跌了0.58%。 上证综指昨日早盘则先

快速下挫，随后震荡翻红，维持红绿交替的震荡

格局，尾盘也出现跳水，不过在地产股拉升下跌

幅收窄，最终也下跌了0.58%至4375.76点。 由

于大盘蓝筹股表现相对弱势， 昨日恒生AH股

溢价指数全天维持绿盘低位震荡， 尾盘跌幅收

窄，最终下跌了0.31%收于131.60点。

沪港通标的涨跌互现。昨日沪股通个股中

共有262只上涨，261只下跌， 其中中原高速、

中信重工、洛阳玻璃等26只个股涨停；港股通

个股涨少跌多，仅有93只上涨，179只下跌，阿

里影业、海螺创业和洛阳玻璃股份涨幅均超过

了10%。

创业板巨震 乐视网天量成交

□

本报记者 李波

在持续大步快跑后，创业板指数昨日盘中

现百点巨震，收盘下跌，日

K

线收出阳十字星。

创业板指数昨日以

3185.34

点低开， 之后

快速跳水，最低下探至

3123.92

点，之后震荡企

稳，午后一度翻红，最高升至

3271.18

点，但尾

盘再度跳水，最终收报

3192.15

点，下跌

1.79%

。

个股方面，

373

只正常交易的个股中，有

166

只上涨 。 其中， 新股中光防雷上涨

44.03%

，潜能恒信、上海新阳、汉邦高科、立

思辰等

42

只个股涨停，共有

78

只个股涨幅超

过

5%

。

206

只下跌个股中，上海钢联跌幅最

大，为

8.38%

，卫宁软件、万达信息和兆日科

技跌幅均在

7%

以上。 成交方面，近期热门股

乐视网现天量成交，达到

116.30

亿元；东方财

富紧随其后，成交

88.27

亿元；华谊兄弟和同

花顺的成交额超过

35

亿元。

分析人士指出，创业板指数此前三个交

易日持续高歌猛进，从

2800

点直接攻上

3200

点，消耗了大量的上涨动能，预计短期整固

需求提升，短线震荡在所难免。 不过从中长

期视角来看，经济结构转型的背景下，创业

板仍是牛股集中营和市场主角。

房地产板块尾盘爆发

□

本报记者 李波

昨日市场震荡整固，行业板块涨跌互现。其

中，房地产板块尾盘突遇拉升，领涨市场。

据Wind资讯统计， 昨日中信一级行业指

数涨多跌少。其中，房地产指数尾盘爆发，后来

居上， 以2.67%的涨幅位居行业涨幅榜榜首。

成份股中，龙头股万科A尾盘快速拉升，从跌

逾1%一度大涨接近7%，收盘上涨5.60%；世纪

星源、海航投资、苏宁环球等14只个股涨停，中

房股份和莱茵置业也分别大涨 9.75%和

8.08%。

昨日尾盘沪综指跳水， 而房地产板块则逆

势拉升。 政策利好下的行业景气回升预期以及

事件性刺激，成为地产股崛起的推动力。今年以

来楼市逐步回暖，受益降准、降息叠加公积金新

政出台等利好， 房地产上市公司的资金面得到

改善，业绩反弹在望，A股地产板块迎来上行空

间。另外，万达集团和万科集团即将在房地产相

关领域达成重要战略合作的消息， 也对相关个

股和板块带来正面刺激。

广发证券研究报告指出， 进入5月销售旺

季,宽松的信贷环境将会放大旺季效应,成交同

比增速将继续扩大。 政策面持续向好以及基本

面的边际改善将会推动主流地产股相对估值的

回升,重点推荐大龙头。

■ 新股定位

“中小创” 盘中创历史新高

反弹VS调整 A股再临敏感节点

□

本报记者 张怡

从三连跌到三连阳，A股市场从上周开始

经历了V型调整，点位从4500点回落至了4000

点，而今再度反弹至4400点附近，此时指数的

上下决定了行情是继续反弹还是回落延续调

整，在这个敏感的节点多空博弈更加剧烈。 昨

日，大盘纠结红绿震荡，中小盘成长股仍表现

较强，短期来看，指数突破可能性较低，成长与

转型主导的结构性机遇料仍是主导。

大盘纠结 创业板调整

从早盘的国防军工、到随后的传媒以及尾

盘的地产股拉升，昨日A股市场中的领涨板块

频繁切换，显示出市场资金调仓换股意愿较为

强烈。 伴随着这种资金进出的，是指数的红绿

纠结走势，这以上证综指的表现尤为典型。

至收盘， 上证综指下跌25.46点至4375.76

点， 跌幅为0.58%； 深证成指上涨0.71%至

15173.09点；相对而言，中小板指昨日表现最

佳，上涨1.33%至9725.19点，其在盘中创出历

史新高点9839.40点。 创业板则高位调整，昨日

下跌1.79%至3192.15点，不过其在盘中再度创

出新高———3271.18点。 昨日沪深两市的成交

额分别为7807.55亿元和7318.23亿元。

至收盘，28个申万一级行业中有18个行业

红盘报收。 其中，商业贸易、房地产和传媒指数

涨幅居前， 分别上涨2.36%、2.35%和1.93%；与

之相比，申万国防军工、非银金融和公用事业指

数跌幅居前， 分别下跌2.20%、2.19%和1.74%。

概念方面，智能汽车、生物识别和智慧医疗指数

涨幅居前，分别上涨7.36%、6.86%和6.79%。 与

之相比，大央企重组、核能核电和航母指数跌幅

居前，分别下跌2.25%、2.05%和1.39%。

个股方面， 昨日有1336只个股实现上涨，

1000只个股下跌。 其中，昨日上市的三只新股

全部触及最高涨幅，此外，179只个股封住了涨

停板，可见市场整体赚钱效应依旧较为显著。

多空争夺指数敏感区

上周，A股经历了本轮牛市以来最为凌厉

的三连阴，三日沪综指从4480点附近下挫至了

4100点；而经过连续三日的反弹之后，上证综

指已经再度从4099点一带上涨至了4400点附

近，大涨逾300点。 这种V型反转走势目前再度

来到了敏感点位，到底是突破前高还是转而继

续调整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 分析人士认为，

总体来看，当前突破压力仍然较大，因而投资

者仍要谨慎乐观，警惕风险。

实际上，昨日盘中诸多信号值得投资者警

惕。 一方面，此前连续新高秀的创业板昨日尽

管盘中再度创出新高，但是整体回落，在主要

市场指数中表现最弱，在快速上攻的“天量天

价”之后，这种休整态势尤为值得警惕；另一方

面，昨日上证综指盘中红绿交替，始终难以形

成突破，而且经历了尾盘跳水，在4400点一线

的压力已经充分显现。

不仅如此， 昨日盘中热点进行了几度切

换，显示出多空争夺激烈。 早盘指数下挫之时，

建筑装饰行业表现突出，维持红盘震荡，涨幅

一度超过了1%；随后国防军工、钢铁和食品饮

料等行业率先反弹并一度上涨超过了2.8%，对

指数形成较大提振，不过随后该行业逐步震荡

回落；此后，传媒、通信和计算机等板块在午后

崛起，再度成为了领涨者。 不过随着指数的跳

水，上述板块悉数回落，而房地产行业则异军

突起，尾盘快速拉升带动大盘跌幅收窄，行业

最终位居涨幅榜第二位。

分析人士指出，昨日的行情实际上显示出

攻势趋弱，且资金面也将面临考验。 尽管周末

有降息利好，但市场调整的内在规律暂难被扭

转，而且新股即将来袭，预计冻结资金将超过

三万亿元， 这将对市场形成较大的资金压力，

而资金正是反弹的主动力。 因此，短线资金匮

乏的情况下， 预计仍将围绕成长与转型股展

开，建议投资者优选成长、波段操作。

三板做市指数

窄幅震荡

□

本报记者 徐伟平

经过了4月份的大幅调整，步入5月份三板

做市指数和三板成指维持窄幅震荡格局。 三板

做市指数昨日上涨0.66%， 报收于1934.03点；

三板成指昨日微涨0.01%， 报收于1719.23点。

昨日新三板有455只股票出现成交， 其中仅14

只股票的成交额突破千万元， 市场的活跃度较

前有所下降。

据Wind资讯统计，昨日正常交易的455只

新三板股票中，九鼎投资的成交额最大，达1.59

亿元，紧随其后的九恒星的成交额为1.38亿元，

排在第三位的威门药业的成交额为4847.68万

元。 与之相比，锦棉种业、森瑞新材和黄国粮业

的成交额较低， 分别为0.51万元、0.50万元和

0.50万元。

从新三板股票的市场表现来看，有13只股

票涨幅超过100%，鸿辉光通、宝特龙和军工智

能涨幅居前， 分别上涨459%、400%和400%；

与之相比，赛亿科技、大汉三通和壹玖壹玖跌幅

居前，分别下跌98.47%、92.13%和91.47%。

■ 两融看台

两融余额

重回1.9万亿元

□

本报记者 张怡

5月12日，融资融券余额为19033.88亿元，

较上个交易日增长了134.97亿元， 重新站上了

1.9万亿元上方，但是并未能超过5月7日创下的

历史新高点位。

具体来看，当日融资余额为18951.65亿元，

环比上升了128.58亿元。 其中， 融资买入额为

2148.18亿元，较5月7日至5月11日1407亿元至

1950亿元之间的融资买入额明显大增。 当日的

融券余额为82.24亿元，环比提升了6.4亿元。

行业方面，12日28个申万一级行业中，有

19个行业获得了融资净买入；其中，非银金融

行业的融资净买入额最高， 达到了22.15亿元，

计算机、 银行和医药生物行业的净买入额也位

居前列，分别为17.18亿元、15.38亿元和14.53亿

元。 相反，还有9个行业遭遇了融资净偿还，商

业贸易、 交通运输和建筑装饰行业的净偿还额

居前。

个股来看，12日国电电力的融资净买入额

最高，为10.31亿元，国金证券、东软集团、上海

电气等个股的净买入额也均超过了6亿元；相

反，苏宁云商、乐视网、小商品城等个股的净偿

还额均超过了4亿元。

重庆“借道” PPP模式助力棚改

政府推广+地方尝试 PPP概念惹关注

□

本报记者 徐伟平

昨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推广政府和社会

资本合作（PPP）模式，汇聚社会力量增加公共

产品和服务供给。 日前，重庆市在推行棚改时表

示将以PPP模式化解融资问题，这标志着PPP将

助力棚改，重庆市或尝鲜。 分析人士指出，在新

型城镇化背景下， 基础设施依然存在较为迫切

的、进一步换代升级的需求。在稳增长的压力之

下， 地方政府基建投资与融资受限的矛盾愈发

突出， 而PPP模式的推出有助于缓和这一矛盾。

建议投资者从已参与PPP项目的龙头公司和

PPP重点涉及领域的细分龙头两个方向来布局。

重庆棚改尝试PPP模式

2013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加

快棚户区改造工作的意见》 中提出，2013年至

2017年5年共计划改造各类棚户区1000万户，

要求5年改造城市棚户区800万户。 而根据《重

庆市2013―2017年城市棚户区改造专项规

划》， 重庆市城市棚户区改造总任务为1233.59

万平方米、142701户， 规划共涉及323个片区，

分布于重庆35个区县。

近期国家开发银行受国务院委托在全国范

围内授信2万亿，以4到5年为执行期限，为旧城

改造提供融资贷款。重庆市此前获得授信271亿

元，涉及6个区县，此次又有11个区县完成了前

期准备工作，申请贷款总额为286亿元。

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在重庆城市棚户区改造

工作推进会上指出，重庆拆迁1200万平方米，每

平米如果需要5000多元， 总共需要近700亿资

金，国开行已经授信的资金为271亿元，计划授

信的有286亿元， 剩余资金可以通过商业银行、

PPP来化解，总体资金总量平衡。由此来看，重庆

棚改将尝试PPP模式。

业内人士指出， 从近年来工程趋势可以看

出，传统进度款工程竞争日趋激烈，垫资、BT、

BOT项目已成常态，目前在政府对BT等垫资项

目监管趋严且政府缺钱大背景下，PPP模式将迎

来快速发展期， 替代传统业务承接模式。 据测

算， 未来需要采用PPP模式项目体量超过1万

亿。同时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5年2月，省级地

方政府已披露的2015年PPP项目计划投资总额

已超过1万亿元。

两主线掘金PPP模式

PPP模式是多方共赢的制度设计， 破解资

金、项目、政府之间的信息与管理隔阂。PPP模式

的推出将使得私人部门有机会进入到垄断部

门，并推动相关领域的市场化改革。 对于私人部

门来讲，PPP模式的推广更利于获取低成本资

金。由于资质等方面的原因，私人部门融资成本

较高， 而PPP模式通过和公共部门的合作组建

PPP项目公司，由公共部门的信誉和资质可获得

银行部门基准利率或更低的贷款。此外，对于银

行来讲，也可通过PPP项目获得资质优良的信贷

资产。

国泰君安证券指出，PPP模式的推广正契合

了稳增长和管制放松的要义， 其核心是政府和

社会资本共担风险、分享收益。 PPP模式将是未

来城镇化建设的主流投融资渠道之一， 投资者

可以从两条主线去掘金PPP主题。主线一是已参

与PPP项目的龙头公司，这类公司积累了较多的

经验，未来有望继续通过PPP模式异地扩张。 主

线二是我国PPP重点涉及领域的细分行业或区

域龙头。 公用事业重点关注供水、供暖、供气以

及环保等；房地产重点关注保障房建设；建筑建

材重点关注城市地下管网建设； 交通运输行业

重点关注轨道交通领域； 医疗行业重点关注医

疗服务和养老服务设施领域；TMT行业重点关

注智慧城市和在线教育领域； 军工行业重点关

注军工企业民品领域。

转型升级 大通燃气一字涨停

昨日， 受到员工持股计划和定增预案发布

的刺激，大通燃气一字涨停，收于13.16元。

日前， 大通燃气发布了第一期员工持股计

划及定增预案的修订稿。 拟发行募集资金上限

为61500万元（包括发行费用），扣除发行费用

后用于收购旌能天然气88%股权、 罗江天然气

88%股权和补充流动资金； 发行对象为大通集

团、李可珍、李朝波、陈蓉章、大通燃气员工持股

计划。

其中， 员工持股计划设立后以全额认购公

司定增股票，认购数量不超过1000万股，认购金

额不超过7200万元； 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为

48个月，锁定期为36个月。

而更早之前，公司发布的一季报显示，净利

润同比增长了603.08%。 分析人士指出，公司原

本的主营业务是商业零售和城市管道天然气业

务， 本次收购将使得公司具有两家城市管道燃

气业务公司的控制权， 有利于公司业务转型升

级。 而员工持股计划进一步对公司员工形成激

励，这些都将支撑公司股价保持强势。 （张怡）

八机构博弈腾信股份

昨日不少创业板个股大幅震荡，其中，腾信

股份振幅达到19.25%，收盘大涨9.45%。 龙虎榜

数据显示，昨日有8家机构围绕该股博弈。

腾信股份昨日以165.80元低开， 之后一度

下探至155.00元，跌幅超过6%；随后股价快速

翻红并出现拉升，维持强势震荡态势，尾盘进一

步上行，收报184.21元，上涨9.45%。该股昨日成

交5.81亿元，环比小幅放量。

深交所盘后披露的公开信息显示， 昨日前

五大卖出席位均为机构专用席位， 卖出金额分

别为1463.00万元、1399.61万元、1130.93万元、

1055.08万元和947.52万元；前五大买入席位中，

第三、四、五席均为机构专用席位，买入金额分

别为1985.16万元、1977.74万元和1961.37万元。

公司近日通过入股“车风网” ，成功切入在

线汽车电商交易的环节。 分析人士指出，公司在

传统数字营销业务中储备了大量的汽车客户，

未来在汽车电商领域有望进一步拓展； 公司积

累了大量的互联网用户行为数据， 且具备精准

营销的技术优势， 有助于提高整体运作效率和

流量转化率。 不过考虑到昨日多家机构获利离

场的同时也有部分机构高位入驻， 预计短期波

动将加大。 （李波）

进军IT产业 工大高新复牌涨停

停牌近半年的工大高新于5月12日晚间发

布资产重组公告，昨日复牌后一字涨停，股价报

收于6.68元，但成交额仅为68万元。

工大高新发布公告称， 公司将发行股份购

买IT企业汉柏科技全部股权， 交易对价为25亿

元。 公司表示，其传统业务遭遇困难、面临巨大

挑战， 将通过此项交易进入信息安全、 基础网

络、云计算等新兴领域。

分析人士指出，2014年工大高新由盈转亏，

全年亏损1467.76万元； 实现营业收入7.98亿元，

同比减少4.55%。 在东北经济整体面临困境的情

况下，其持续盈利能力和经营能力均面临巨大挑

战。通过本次交易，公司将以整合为推动力，大力

发展新兴产业， 进一步调整优化生产力布局，构

建产业发展新格局，实现东北地区与环渤海地区

的统筹规划、融合发展。此外，考虑到公司停牌时

间较长，期间市场整体上行，短期补涨需求较强，

而且从复牌首日成交额来看，投资者惜售情绪浓

厚，短期该股料将延续升势。（徐伟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