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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现金流

平安发展投资账户

平安保证收益投资账户

平安基金投资账户

平安价值增长投资账户

平安精选权益投资账户

平安货币投资账户

3月 8 日 3月 11 日 3月 12 日 3月 13 日 3月 14 日

买入价

2.6766

1.5395

2.9291

1.8411

0.7479

1.2036

卖出价

2.6242

1.5093

2.8717

1.8050

0.7332

1.1800

买入价

2.6756

1.5400

2.9275

1.8417

0.7456

1.2038

卖出价

2.6232

1.5098

2.8701

1.8056

0.7309

1.1802

买入价

2.6544

1.5402

2.8913

1.8414

0.7338

1.2039

卖出价

2.6024

1.5100

2.8347

1.8053

0.7194

1.1803

买入价

2.6436

1.5404

2.8729

1.8407

0.7311

1.2039

卖出价

2.5918

1.5101

2.8166

1.8047

0.7167

1.1803

买入价

2.6545

1.5406

2.8948

1.8367

0.7390

1.2040

卖出价

2.6025

1.5103

2.8381

1.8007

0.7245

1.1804

2000年 10 月 23 日

2001 年 4 月 30 日

2001 年 4 月 30 日

2003 年 9 月 4 日

2007 年 9 月 13 日

2007年 11 月 22 日

投资账户设立时间

投资账户名称

中国平安人寿投资连结保险投资单位价格公告

下次评估日期为 2013 年 3 月 21 日

本次评估日期：2013 年 3 月 14 日

投资账户名称

稳健投资账户

平衡投资账户

进取投资账户

买入价

1.8192

2.7060

3.6482

卖出价

1.7836

2.6529

3.5766

投资账户设立日

2001 年 3 月 31 日

2001 年 3 月 31 日

2001 年 3 月 31 日

以上数据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说明：

1、平安团体退休金投资连结保险和平安汇盈人生团体投资连

结保险设稳健投资账户、平衡投资账户、进取投资账户，供投保平

安团体退休金投资连结保险和平安汇盈人生团体投资连结保险的

团体客户选择。

2、本次投资单位价格仅反映投资连结保险各投资账户以往的

投资业绩， 并不代表未来的投资收益。 客户可以通过本公司的全

国客户服务热线 95511、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网站： （http://www.

pingan.com）、客户服务柜面以及保险顾问查询相关的保单信息。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平安人寿投资连结保险 (团险 )投资单位价格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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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投风向

中小企业上市遇迷途

A

股市场仍是“首选”

□

本报记者 张昊

目前

A

股市场有

859

家公司

排队等待上市， 但至今未见

IPO

重启迹象。 对于那些正在筹划上

市融资的中小企业而言，

A

股

IPO

窘境为其上市梦想蒙上一层阴

霾。除

A

股上市之外，中小企业还

有多种选择，新三板、香港及境

外资本市场以及各地兴起的股

权交易所都为其提供了新思路。

但由于种种原因，中小企业对于

A

股市场的“崇拜症”短期内难以

消失。

A股之外的选择

海外上市可能是中小企业

A

股上市受阻后的首选。 从今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12

年的《关于企业

申请境外上市有关问题的通知》

正式废除，取而代之的是《关于

股份有限公司境外发行股票和

上市申报文件及审核程序的监

管指引》。 这意味着此前由证监

会规定的 “净资产不少于

4

亿元

人民币，过去一年税后利润不少

于

6000

万元人民币，并有增长潜

力，按合理市盈率计算，筹资额

不少于

5000

万美元” 的限制

（“

456

限制”）将不复存在，只要

境内股份公司符合境外上市条

件，就可以向中国证监会提出境

外发行股票和上市申请。

“境外的上市标准比较低，目

前在证监会排队上市的

800

多家

企业基本都符合境外上市条件，

因此这一改革能够分流一部分欲

在

A

股上市的企业， 缓解

A

股上市

压力。 取消限制后，中小企业可以

直接上市，不必再采用‘红筹’方

式曲线上市， 大大满足了中小企

业的融资需求。 ”立信会计师事务

所合伙人唐艺表示，取消门槛后，

监管部门准备将境外间接上市公

司纳入监管，逐步完善监管规则，

加强与境外监管机构的合作，为

企业境外上市创造良好的监管范

围。 对于

H

股公司的再融资，监管

部门也将着眼于合规性的审核，

大大提高审核效率。

除此之外，新兴的交易所也

在帮助中小企业上市融资寻求

新的突破。 “这是一个投资者和

企业之间可以公开讨论、知根知

底的网上部落，而现有的交易所

交易规则是将投资者和企业进

行分离。 ”前海股权交易中心董

事长胡继之说。 他将前海股权交

易所定位为，现有交易所和商业

银行体系之外的，面向中小企业

的新型融资平台。

胡继之表示， 在他的规划

中， 前海股权交易所的职能是：

中小企业私募产品登记托管中

心、 中小企业的挂牌展示中心、

中小企业债权和其他融资产品

的设计中心、中小企业培训咨询

中心。 “中小企业创办过程比较

艰难， 前海股权交易所的目标

是，为中小企业提供发展过程中

需要的资金和智力支持。 ”

前不久，深圳市金融办宣布

前海将率先对外商投资股权投

资企业开放，前海股权交易中心

似乎为外资

PE

提供了与珠三角

中小企业接触的合适平台。

A股崇拜症

虽然胡继之对于他执掌的

前海股权交易中心信心满满，但

他也能理解目前等待上市的中

小企业对于登陆

A

股的渴望。“现

在的中小企业都有一股 ‘

A

股崇

拜症’，为了在

A

股上市，中小企

业往往付出巨大的代价。 ”虽然

中国的资本市场有很多亟待完

善之处， 但是至少目前为止，它

还是中小企业最适合的融资平

台之一。

“虽然目前越来越多的中小

企业开始将目光投向境外，但境

外上市还是中小企业不得已而

为之的渠道。 ”深圳市体制改革

研究会秘书长石玉宝表示。 在很

多中小企业看来， 境外

IPO

的市

盈率较低，语言、文化、会计制度

也和国内存在很大差异，都令他

们境外上市存在顾虑。 尤其是浑

水公司等做空机构屡屡得手之

后，中小企业赴海外上市更是多

了几分忌惮。

“国内外的文化差异， 确实

是中小企业在海外上市的过程

中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 ”前海

股权交易中心副总裁吴昊表示，

很多被国外做空机构利用的事

件， 在国内看来是很平常的，而

在国外投资者看来却是难以接

受。 与此同时，境外资本市场相

对成熟，在以机构投资者为主的

市场中，遵循与国内资本市场不

同的游戏规则。 他举例说，很多

人知道，境外机构投资者调研公

司时专门检查卫生间，以观察公

司的管理能力，这正说明境外机

构投资者的精明与独到。

因此，对于等待上市的中小

企业而言， 短时间内

A

股依然是

他们最佳的选择之一。 八马茶业

是一家成立

16

年的茶叶经销企

业， 虽然目前看来登陆

A

股还遥

遥无期，但是八马茶业还没有找

到更合适的上市路径。 这家启动

上市工作

3

年的公司计划将募集

资金用来开设更多的旗舰店和

收购更多的茶园，这对于公司未

来能否进一步保持优势至关重

要。 在此之前，八马茶业的目标

是登陆

A

股中小板。

“我们目前还在评估境外

上市可能带来的风险，登陆

A

股

中小板依然是我们最希望的结

果。 ” 八马茶业的相关人士表

示。 对于挂牌产权交易所等新

兴的融资方式， 该人士表示，

“我们还是头一次听到这种模

式， 目前还难以对其可行性做

出判断。 虽然在产权交易所挂

牌与在境内外交易所上市并不

矛盾，但至少从目前来看，这种

模式还缺少先例。 ”

受益“还债”行为

环保业受风投青睐

□

吴晗瑄

在建设“美丽中国”大背景下，必

然会出现某些行业崛起、某些行业衰

落的景象。

2012

年， 受经济增速下滑影响，

风险投资交易数量和投资额纷纷下

滑，然而清洁技术行业却逆势冲入全

年

VC/PE

投资行业前三位之列。

清科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 ，

2012

年，清洁技术行业共有

131

起投

资事件， 涉及总额达

10.17

亿美元。

其中，环保产业的投资案例数

61

起，

投资总额

5.26

亿美元， 占比超过全

行业的

1/2

。 仅按“十一五”期间环保

产业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15%

保守估

算，

2015

年，环保产业的总产值将超

过

8

亿美元。

受雾霾天气影响， 首先获利的

肯定是环保设备板块，如脱硫脱硝、

除尘装备， 市场空间会大幅扩展。

2012

年， 环保部联合发改委完成对

全国重点地区火电厂脱硫脱硝进展

的摸底调查， 明确火电脱硝电价补

贴调整的现实紧迫性， 脱硝电价补

贴有望提高到

1

分

/

度， 将直接为火

电厂增收， 获得相关订单的企业将

率先受益。

2012

年，五大发电集团也

与环保部签订了减排责任书， 确定

重点脱硝改造火电机组装机将达到

6800

万千瓦。 以全国火电机组

2100

小时的利用时间计算， 可带动脱硝

装机投资近

15

亿元。另外，污水处理

和固废回收及再利用也会随着近期

水污染问题凸显，进入快速增长期。

同时， 重金属治理和环境监测对民

众及环境的影响较大， 相信未来都

是环保主题延伸的主要方向。

随着环保部新推出“最严”产业

政策，高消耗、高污染的工业行业将

被重点治理，意味着这些行业将备受

挑战。 火电、钢铁行业会率先受到制

约，立即开始执行污染物特别排放限

值；石化行业、燃煤工业锅炉项目尚

有缓冲机会， 待修订完善的排放标

准，并按照标准设定在现有项目过渡

期满后，再执行特别排放限值。

其实， 对火电行业的排放约束

早已开始。

2012

年

1

月

1

日开始实施

的 《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就对火电厂的污染物排放限值进行

了从严修订，大幅收紧氮氧化物、二

氧化硫和烟尘的排放限值。 但此次

出台的二氧化硫特别排放限值在国

标限制值基础上又收紧一半， 对企

业来说， 难度大大提高。 需要对脱

硫、脱硝、脱汞等装置进行全面技术

改造才有可能达标。同时，企业需要

重新控制和规划运营成本， 在增加

了空前治污成本的基础上削减其余

部分开支才可能回归盈利， 从而在

困境中突围。

目前，我国的工业化进程仍处于

中后期阶段，重工业、资本品工业（或

生产资料工业）比重显著上升，需要

消耗大量资源，产生污染，以换取人

民生产、生活的必需品。 由传统工业

向新型工业转型需要时间去完成，当

工业化进程结束后，我国转入发达经

济阶段。 届时，工业比重将转入稳定

或有所下降，有望转变为从“末端治

理”向“前端综合防治”的阶段。

肯德基进京市场调查术

□

崔键

《市场营销实例与评析》 一书中记述了

这样一件事。

1986

年暑假，我们一行三人旅游来到北

京城。 一天，骄阳似火，几乎快将整个京城烤

焦。 在北海公园的树荫下，我们准备休息片

刻。 不一会儿，一位衣着典雅脱俗，看上去文

静、清秀的小姐微笑着朝我们走来：“今天好

热，女士们想喝点、吃点什么？ ”

“谢谢！ ”我们中有两人同时回话。

那位小姐紧接着说：“我是北京商学院

的学生，暑假里被美国肯德基炸鸡公司聘为

临时职员，公司为了征求中国顾客对肯德基

炸鸡的意见， 在公园里设置了免费品尝点，

还准备了一些免费饮料。 ”那小姐指着公园

东南边的小餐厅说：“各位能否帮助我的工

作？ 谢谢。 ”

我们随着这位小姐走进了餐厅。 餐厅

内，大理石地面、奶白色的墙纸、粉红色的窗

帘，两边墙上各有一排古铜色、方形的鸿运

扇， 正面墙上挂着巨大的迎客松图，

20

多张

大圆桌上铺着洁白的桌布，宽大明亮的窗户

外是翠绿婆娑的修竹……这儿的一切使人

仿佛身处春天。

待我们盥洗完毕， 一位衣冠楚楚的男士

彬彬有礼地请我们就座， 并在每个人面前摆

放好以塑料袋盛装的白毛巾， 随之送上苏打

饼干和白开水，以消除口中异味，片刻又送上

油亮嫩黄的鸡块。

稍事品尝后， 一位女士开始发问：“您觉

得这鸡块做得老了还是嫩了？ ”“鸡块外表是

否酥软？”“鸡块水分多了还是少了？”“胡椒味

重了还是轻了？”“是否应加点辣椒？”“味精用

量如何？”“还应加点什么佐料？”“鸡块大小是

否合适？ ”“这块鸡卖

0.9

元是贵还是便宜？ ”

……其项目十分详细，令人赞叹。“那么，您对

餐厅设计有什么建议？”她边说边拿出一大本

彩色画册，显示了各种风格、色调和座位布置

的店堂设计。她一边翻着画册，一边比划着这

个餐厅的设计问我们一些问题，诸如：墙壁、

室内光线明暗等。

为了使气氛更加轻松愉快， 她聊起北京

的天气和名胜古迹， 尔后谈话很自然地又引

入她的话题。“您认为快餐店设在北京哪儿最

好？ ”“像您这样经济状况的人每周可能光顾

几次？ ”“您是否愿意携带家人一起来？ ”……

最后，她询问了我们的地址、职业、收入、婚姻

和家庭状况等。

整个询问过程不到

20

分钟。 那位女士几

乎收集到了我们能够给予的全部信息。 临行

前， 引我们入座的那位男士又给我们每人送

上一袋热腾腾的炸鸡， 纸袋上 “肯德基

KendagyCo

”的字样分外醒目。“带给您的家人

品尝，谢谢您的帮助。 ”他轻声说着。

1987

年，我们听说美国肯德基炸鸡公司在

北京前门开业，他们靠着鲜嫩香酥的炸鸡，纤尘

不染的餐具，纯朴洁雅的美国乡村风格的店容，

加上悦耳动听的钢琴曲， 赢得了来往客人的声

声赞许。 这时我们才意识到当初肯德基公司设

置品尝点的良苦用心及其价值。

从案例中可以看出，肯德基在切入北京

市场前采用了访谈调查法。他们将这一方法

运用得娴熟得当。 具体表现为，随机抽取调

查对象，保证调查的真实性与可靠性；调查

内容非常广泛深入， 足以保证调查的收益；

访谈调查中间或有些闲话，起到调节气氛的

作用，是调查人员经验老到的表现；馈赠小

礼物既是一种感情沟通， 也是一种宣传手

段。 整个调查过程流畅自然，既获得了大量

的资料，又为塑造企业、产品形象做出不可

低估的努力。

4S

店资金告急 典当行成救星

□

本报记者 殷鹏

春节过后， 汽车销售业紧

锣密鼓， 许多

4S

店准备引进大

量商品车，以紧追市场脚步，满

足消费者的购车需求。 但由于

资金链紧张， 让有些

4S

店备感

无奈。 不少汽车经销者看上了

“批量车典当”这一新鲜的融资

工具。

3

月的北京车市呈现两边

倒景象：一边是锣鼓喧天，吸引

潜在客户购买新车， 另一边则

是销售商倒闭跑路吓坏客户。

一位业内人士给中国证券

报记者算了一笔账， 拿经销商

投资一家中端汽车品牌

4S

店来

说， 前期资金需要

1500

万元左

右。而在运营管理中，以平均一

辆新车占用

15

万元计算，

100

辆

库存车占用

4S

店的资金就达到

1500

万元，再加上工资、后勤等

支出， 一家

4S

店的运营需要数

千万元流动资金。

每年

3

月，

4S

店的融资需

求更加明显。 一方面，银行贷

款从申请到放款会有一段时

间差，难以满足

4S

店的实际需

求；另一方面，公司内部存在

着保证周期刚性标准的业务

冲量压力。

无论是日常运营还是拓

展业务，手头留足资金，才有

把握打好企业角逐的胜仗。

4S

店周期性融资需求多为“时效

性强、融资周期短、无其他抵

押物”等特点，所以大部分

4S

店多以公司内部批量商品车

为融资工具，到典当行寻求短

期融资支持。

据宝瑞通业务人员介绍，

近日， 某

4S

店准备将公司的

200

余辆宝马车抵押融资，该

4S

店急需引进多批新型、热销

车辆以充实库存，但苦于临时

流动资金紧缺。 业务人员进行

评估， 当天即放款

5000

万元。

该业务人员表示，这家

4S

店是

其“老客户”，而且同类情况已

屡见不鲜。

宝瑞通典当行汽车经营中

心总经理徐硕表示，

4S

店扎堆

到典当行办理“批量商品车”融

资业务， 一方面是冲着典当行

借款方便，放款迅速的时效性；

另一方面， 大多

4S

店有着良好

的资金运作计划， 出现资金缺

口多为临时性、短期性。 “不少

典当行推出符合

4S

店需求的融

资产品，例如‘动态库存’典当，

4S

店的融资不影响正常的车辆

销售。 ”徐硕说。

� � � �如此一来，后市结构潮的主角或

仍在中小盘股，只是市场风格需要经

过小盘股大幅调整、周期股温和调整

来达到再平衡。 届时，结构潮将再掀

波澜，年报一季报业绩、科技升级、产

业政策是重要的投资主线。

需要指出的是，经济弱复苏依然

是“复苏”，这就为

A

股形成了“兜底”

效应，调整空间并不会太大。 与去年

相比， 当前的经济环境无疑显著改

善，市场中枢必然提升。 而在经济弱

复苏格局下，股市依然是大类资产配

置中更具价值的品种。后市需要关注

3

月经济数据，由于剔除了春节扰动，

且施工旺季到来，因此更能客观反映

经济复苏态势。

“之前曾有公司的印章前后不一， 前面

是圆的，后面是方的。 ”某会计师称，有的公

司舞弊现象明显， 比如明细账与总账不平、

同一客户名称多次出现、存货的废料大量增

加、验证某事时当事人辞职或不在、单据有

替换痕迹、长时间“休眠”的账户突然出现交

易等。

“因为有几个省出现几单造假案例，这

几个省排队

IPO

的公司高管非常担心。 ”某省

拟上市公司的董秘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圈

内流传证监会肯定会加大对出现造假案例

省份的抽查。

在不少拟上市公司董秘看来，完全按照

投行的要求来执行不太现实。王富称，“投行

担心我们提供虚假信息， 但很多商业机密，

我们很难完全讲清楚、说明白，商业合作之

间互相留一手是正常的。 ”

机构反而很淡定

“

A

股有史以来经历

7

次

IPO

重启的过程，

多数情况下未导致当时股指暴跌， 投资者应

该淡定。”广东晟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

监黎仕禹认为， 投资和融资本是资本市场的

基本功能，但曾经因融资而“失血过多”的

A

股市场如今“提

IPO

色变”。

市场担忧新股发行冲击股市走势不无

道理。 在股市跌至“

1

”时代，并开始大幅上

涨后，

2009

年

7

月， 暂停许久的

IPO

正式启

动，桂林三金正是那时第一家上市的公司，

而正是在当年

7

月下旬，股市进入了漫长的

震荡下跌阶段，时至今日，都未能重回

2009

年

7

月的高点。

但有市场人士认为， 在今年上半年

IPO

获得重启对市场而言或许是个利好。 这将大

大缓解市场的担忧， 再加上管理层严挤 “水

分”，以及其他市场的分流，

IPO

“堰塞湖”会得

以合理疏导。

IPO

重启带给市场的压力或没

有想像中那么大。

多位基金经理认为，

IPO

重启虽然在心

理层面会对市场造成一定影响， 但决定市

场中长期走势的仍是经济基本面。 重启一

事已被市场解读， 只要发售规模不超过市

场预期，此次

IPO

重启基本上不会对市场产

生明显冲击。

上海某私募人士说，“去年

IPO

募资千

亿元左右， 两三天市场交易量就能消化全

年的融资。 市场预测今年

IPO

募资总额为

1800

亿元，一年

200

个交易日，每天才上市

9

亿元。 限售股解禁才是市场失血的真正根

源。 一个月解禁几百亿元、上千亿元，这与

一年

IPO

募集的

1800

亿元相比，根本不在一

个数量级。 ”

经济弱复苏

框定

A

股格局

IPO

重启疑云

陈新：欧洲经济今年会企稳

中国证券报： 如何看待今

年欧债危机问题？

陈新：今年“欧债危机”进

一步恶化的可能性较小。 至少

从制度建设的角度上讲， 各项

措施正在不断推进。 要衡量欧

债危机是否得到解决， 主要看

四项指标。

一是看危机国家能否重新

回到资本市场上独立发债。

二是看赤字和债务水平

是否回落。 能否重新回到欧

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的

赤字

3%

和债务

60%

的红线

以内。

三是看经济增长率能否

回升。

四是看经济增长有无持续

性。 目前欧洲各国要想渡过难

关，不仅要“节衣缩食”，根本上

还是要进行适应全球化形势的

产业结构调整和市场经营环境

的调整， 为经济的持续发展提

供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