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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

“缩股”发行的中国水电
昨日披露发行结果。公告显
示，中国水电最终以4 . 5元的
区间价格下限发行，网上发行
有效申购股数为154 .71亿股，
网上冻结资金量为742 . 63亿
元，网上中签率为9 . 7%。由此
计算，网上申购的投资者只需
要申购1 . 1万股就可保中一
签，按4 . 8元/股上限价格计
算,即5 .28万元可中一签。

不仅普通散户对中国水电
打新不甚感冒，此前为中国水
电摇旗呐喊的机构投资者在申
购时同样也是“雷声大雨点
小”。公告显示，网上网下合计
冻结资金862 . 81亿元，低于之
前发行的方正证券、京运通等。

网下配售比例也创出了
近阶段的新高。公告显示，网
下获得配售的90个配售对象，

网下申购时共计冻结资金总
额120 .18亿元，有效申购资金
总额亦为120 .18亿元，网下有
效申购股数26 . 18亿股，网下
初步配售比例为57 . 30%，认
购倍数为1 . 75倍。从网下配售
结果来看，国泰君安申购9亿
股，并获配最多。国泰君安自
营账户分别以4 . 20元/股、
4 .65元/股、4 .90元/股的报价
网下申购了4亿股、4亿股和1
亿股，其中有效申购5亿股，获
配2 .86亿股。

机构认为，如果从发行市
盈率角度看，中国水电具备一
定的安全边际，但机构、散户
不买账主要还是担心市场系
统性风险。“根据我们与买方
机构交流的结果，现在大家都
很谨慎，认为‘中字头’公司绝
对价格低的也很多，甚至水利

行业可能受到国家政策扶持
这一点也不能引起大家足够
的兴趣。另外，之前公司主动

‘缩股’发行，也可能影响了部
分投资者的信心。”申万资深
研究员林瑾说道。

林瑾认为，在此背景下，
中国水电想要吸引增量资金
入场申购非常困难。事实上，
随着近期市场调整加剧，一级
市场整体打新资金量开始出
现明显萎缩。据统计，本月初
新股上市表现还不错的时候
申购资金一度回升到三四千
亿，而在中国水电前一批发行
的新股冻结资金已经急速降
至两千亿以下。而据统计，加
上同日发行的创业板新股联

建光电和中威电子，中国水电
这批新股合计冻结资金仅
1727亿元，还不到一个月前京
运通的水平。

业内人士表示，虽然受日
益低迷的A股市场影响，中国
水电此次IPO有些生不逢时，
机构申购热情不高，但由于冻
结资金有限，对市场短期资金
面冲击有限。(潘圣韬)

9.7%！水电中签率创仨月新高
散户5.28万元可中一签 网上网下冻资863亿 按区间价格下限发行

在年内最大IPO——— 中
国水电募资135亿元之后，中
国水电拉开了2011年超级
IPO序幕，未来三个月，陕煤
股份和中交股份将相继接
棒，开启新一轮的巨额融资。

据悉，刚刚过会的中国
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A
股IPO拟发行不超过35亿
股，发行后总股本不超过
183 . 25亿股，募集资金约
200亿元。以其融资计划而
言，中交股份已取代中国水
电，戴上新的最大A股IPO
桂冠。其所发行股票一部分
用于换股吸收合并路桥建
设(600263)，剩余部分向社
会公众投资者募集资金。

今年8月底，有“中国西
部煤炭航母”之称的陕西煤

业股份有限公司获得证监会
发审委通过。推招股书显示，
陕煤股份本次拟发行不超过
20亿股A股股票，发行后总
股本不超过110亿股。本次计
划募集资金约172.51亿元，也
成为A股年内第二大IPO，仅
次于中国水电。

据了解，中交股份之
后，年内最可能“突袭"A股
的超级IPO项目将是新华
人寿。“据知情人士透露，除
新华人寿的H+A发行计划
外，还有中国人保的整体上
市计划。"上述知情人士告
诉记者，但中国人保的整体
上市计划已有说法称推迟
至明年，而新华人寿在今后
三个月内降临A股的几率
颇大。 (东早)

中交股份接班最大IPO
新华人寿年内降临A股几率大

选手 市值 现金 总资产 初始资产 收益率 排名

规矩守信 0元 91769元 9 . 17万 8 . 99万 2 . 00%

选手 市值 现金 总资产 初始资产 收益率 排名

音乐 0元 51613元 5 . 16万 5 . 16万 0 . 00%

选手 市值 现金 总资产 初始资产 收益率 排名

李苹 19065元 67181元 8 . 62万 8 . 73万 -1 . 26%

操作 4 . 73元卖出ST珠江4000股

持仓
代码 简称 数量 买入日期 买入均价 收盘价

000505 ST珠江 4100股 赛前买入 5. 27元 4 . 65元

选手 市值 现金 总资产 初始资产 收益率 排名

三人行 25866元 29371元 5 . 52万 5 . 71万 -3 . 33%

操作 14 . 45元买入天威保变900股。

持仓
代码 简称 数量 买入日期 买入均价 收盘价

600550 天威保变 1800股 9月21日 14 . 69元 14 . 37元

其他选手战况：第5名夏天-3 . 36%；第6名宁静-7 . 39%；第7名阳光-
7 . 41%；第8名满仓红-7 . 88%；第9名海河-7 . 90%；第10名说到做到-8 . 90%；第
11名涨停板-9 . 67%；第12名中国股民-9 . 97%；第13名大雁-13 . 59%；第14名快
乐理财-15 . 47%；第15名专一-15 . 92%；第16名半闲散人-20 . 30%。

9月29日上证综指
开盘2378.42 最高2387 .54
最低2358.57 收盘2365.34
下跌26 .72点 成交581.39亿

沪股(600000-600050)
代 码 简 称 收盘 涨幅% 简 评

600000 浦发银行 8.45 0.24 空头行情,坚决离场
600004 白云机场 7.14 -0.28 有风险,应谨慎
600005 武钢股份 3.31 0.30 仍有大幅回调空间
600006 东风汽车 3.58 -1.92 多方无招架之力
600007 中国国贸 8.80 0.92 上下无量，维持盘踞
600008 首创股份 4.93 -1.60 下跌趋势明显,观望
600009 上海机场 11.79 -2.00 调整趋势明显
600010 包钢股份 5.62 -6.49 空头行情,坚决离场
600011 华能国际 4.21 -1.86 空头行情,坚决离场
600012 皖通高速 4.30 -1.83 多方无招架之力
600015 华夏银行 9.91 1.02 仍将继续调整
600016 民生银行 5.61 0.54 仍应看淡

600017 日照港 3.19 -2.74 仍有可能大幅下跌
600018 上港集团 3.00 -1.32 仍有较大回落空间
600019 宝钢股份 5.08 -0.20 减仓,不介入
600020 中原高速 2.76 -2.13 调整趋势明显
600021 上海电力 4.14 -6.33 仍有可能大幅下跌
600022 济南钢铁 3.55 -1.66 调整趋势明显
600026 中海发展 6.79 -0.59 调整仍将延续
600027 华电国际 2.74 -2.84 仍有较大回落空间
600028 中国石化 6.93 0.14 后市难有机会
600029 南方航空 6.44 -2.28 空方占主动,不乐观
600030 中信证券 11.36 -1.39 下跌趋势明显,观望
600031 三一重工 14.79 -1.07 仍有可能大幅下跌

600033 福建高速 2.74 -1.79 仍有大幅回调空间
600035 楚天高速 3.85 -2.04 仍有较大回落空间
600036 招商银行 11.04 0.64 仍有回落空间
600037 歌华有线 8.99 -1.64 回调空间较大
600038 哈飞股份 22.58 -2.59 仍有可能大幅下跌
600039 四川路桥 7.61 -6.74 回调空间较大
600048 保利地产 9.22 2.44 可以看空
600050 中国联通 5.17 -0.58 有望维持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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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北京银
行与济南市人民政府举行战
略合作协议签字仪式。标志
双方将正式展开战略合作，
北京银行将全力支持“实力
济南、魅力济南、宜居济南”
建设。

根据协议内容，北京银
行将把资金主要投向济南市
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生
物制药、高端装备制造、节能
减排、高新技术、文化创意、
农业产业化建设、产业集群
推动、政府重点扶持的中小
企业等。

在签约仪式上，北京银

行济南分行还分别与大陆机
电、万博科技两公司签署了
济南市2011年第一期高新技
术中小企业集合票据主承销
协议。北京银行董事长闫冰
竹表示，北京银行将以此次
签约为契机，充分发挥体制
机制的创新优势，通过与济
南市人民政府的诚信合作，
进一步加大对济南市乃至山
东省的金融支持力度，为当
地经济结构调整、发展方式
转变、和谐社会构建，以及济
南区域金融中心建设不断做
出新的贡献。

北京银行去年9月12日

正式登陆济南。成立一年来，
济南分行继承北京银行十五
年发展的精髓，迅速融入当
地经济发展，加大业务拓展
力度，将“财富1+1”、“短贷
宝”、“创意贷”等特色业务带
到山东。今年前8个月，北京
银行济南分行贷款增加额高
居济南28家同业之首，有效
满足了当地企业和居民的金
融服务需求。截至2011年9
月12日，济南分行总资产超
过100亿元，各项贷款突破
60亿元，业务发展取得了良
好开局。

(财金记者 薛志涛)

助推“实力济南、魅力济南、宜居济南”建设

北京银行与济南市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近期对民间借贷市场资
金链断裂风险的讨论，令投
资者忧虑情绪蔓延；欧美股
市在欧债危机升温的打击下
重拾跌势，也冲击投资者信
心，两市股指弱势寻找支撑，
上证指数收市报2365 . 34点，
跌1 . 12%，创自去年7月初以
来的新低。

虽然大盘跌幅相对较
浅，但个股风险仍在加速释
放中。8月份抗跌的中小盘个
股的杀跌意愿较为浓厚，创
业板指数、中小板综合指数
跌幅均在1%以上，明显超越
大盘。跌停股家数增多，ST板
块跌停个股达到50余只，云
南旅游、国兴地产、珠江实业
等近40只非ST个股跌停。两
市成交1053亿元，较周三略

为放大。
权重指标股护盘迹象有

所显现。民生银行、浦发银
行、兴业银行、建设银行以及
中国石化、贵州茅台等对股
指重心起到很好的稳定作
用。虽然沪指在逼近2350点
时不排除有一部分激进资金
杀入，但在随后的回升过程
中成交迅速萎缩，且在股指
试图拉升过程中成交依旧无
法放出，市场谨慎心态显露
无疑。整体来看，因中小盘个
股的大幅杀跌严重影响市场
的做多热情，如果这种状况
得不到改善，大盘技术反弹
也难以有效展开。

进入9月份以来，中小盘
股连续大幅杀跌，创业板指
跌幅超过12%，距离创业板指

历史性低点，即783点仅有10
点左右的价差，中小板综合
指数跌幅也在11%以上，逼近
调整通道的下轨支撑线。

结合上述情况可以看
出，未来随着中小盘个股阶
段性企稳，市场做多热情的
修复，大盘技术反弹值得期
待。

今天是节前最后一个交
易日，预计在欧债危机未出
现再度恶化的情况下，大盘
在2350点附近或阶段性企
稳。操作上，虽然我们预计国
庆后市场发动一轮阶段性反
弹的概率较大，但欧债危机
仍未化解且与长假叠加的情
况下，建议投资者仍需谨慎
操作，仓位不宜超过五成。

(中证投资 张索清)

截至昨日，沪指已经在12
个交易日内创出6次新低，市场
信心也已降到冰点。随着指数
低位的不断刷新，市场做空动
能也在不断衰竭。

从历史经验来看，节后出
现技术性反弹是大概率时间；
但反弹的高度以及之后的走势
还有待观察国庆节期间外围市
场的变化，尤其是欧债问题的
演变。另外，节后将马上进入9
月经济数据的密集披露期，密
切关注经济数据的走势对于判
断A股趋势也至关重要。因此，
短期市场风险较大，建议投资
者持币观望为主。

(联讯证券)

格指点迷津

过节：

持币还是持股

沪指日K线

中小板指日K线

创业板指日K线

A股即将迎来长达9天的
国庆假期休市，投资者或许
在长假之前“无心恋战”，但
对于节后行情如何演绎，却
少不了几分猜测。

从历史数据来看，在过
去四年的国庆假期A股休市
期间，除了2009年外围股市
表现参差之外，其余三年外
围股市均呈现普涨或普跌的
态势。而A股在假期后的表现
也与外围股市在假期休市期
间表现一致。

目前A股市场仍然低迷，
大多数投资者对于节后的行
情，并不抱太乐观的态度。不
过，根据历史经验来看，关注

假期期间外围股市的表现，
对于A股短线走势把握，是相
当有益参考。

(周蓓)

外围股市影响节后股指方向

格市场声音

本报讯 日前，证监
会前主席周正庆在成都表
示，股市短期的调整是可
以理解的，但近日国内股
市持续低迷，这种一投进
去就长期被套的局面，相
关决策层应该高度重视。

周正庆在会上用了“股
灾”来形容前日沪指跌破
2400点的股市行情。他指出，
股市本应该是投资者通过直
接投资方式，支持国家经济
建设、享受经济增长成果的

渠道，目前国内股市这种一
投进去就长期被套的局面，
相关决策层应该高度重视。

他呼吁央行在制定货
币政策的同时，应兼顾资本
市场的关联反应，尤其要考
虑到股票市场的复杂性、敏
感性和脆弱性。

他同时提到，要特别管
紧管严高利贷市场，警惕再
次出现上世纪80年代出现
的“乱拆借，乱集资”的现
象。 (辛朗)

证监会前主席周正庆：

股市持续低迷应高度重视

网下获配机构前五名
配售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

国泰君安证券 28649万股

海尔财务公司 11460万股

海通证券 11460万股

光大证券 8595万股

方正证券 5730万股

聚焦A股巨额IPO融资

中小盘溃败 A股涌现跌停潮

格数据说市

过去四年国庆期间主要市场涨幅
市场 指数 2010年 2009年 2008年 2007年

美国 道琼斯 1. 49% 0 . 14% -12 . 94% 0 . 57%

英国 富时100 2 . 05% -0 . 49% -6 . 06% 1 . 69%

德国 DAX 0 . 38% -0 . 61% -8 . 65% 1 . 44%

日本 日经225 3 . 37% -2 . 97% -9 . 80% 1 . 83%

香港 恒生 2. 35% 1 . 37% -6 . 73% 2 . 54%

A股 沪综指 3. 13% 4 . 76% -5 . 23% 2 . 53%

9月官方PMI周六发布

经济学家预测为51 .5
本报讯 道琼斯通讯社

周四发布调查结果显示，接
受道琼斯调查的7位经济学
家预计9月份中国官方制造
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为
51.5，高于8月份的50.9。

汇丰控股上周发布的

数据显示，9月份其编制的
中国制造业PMI初值从8月
份的49 . 9下滑至49 . 4。9月
份官方PMI将于周六(10月
1日)发布；9月份汇丰中国
PMI终值将于周五发布。

(何碧玉)

市场赶底信号已现
一般来说，在一波上升

行情的顶端的时候，都会出
现平时不涨权重疯狂加速
上涨；而一波下跌行情的末
端的时候，都会出现一向逆
势上涨的强势股出现大幅
补跌。

昨日盘中前期强势品
种出现大面积的跌停，下跌
家数急剧增多，这个中期加
速赶底的信号已经出现。但
短期市场整体下行趋势仍

旧没有改变。
经过昨日恐慌性暴跌

之后，短期随时有报复性反
弹的可能。短线投资者可适
当轻仓吸纳一些具有超跌
反弹概念类股，但不可轻易
追高，特别近期最大的风险
就是前期强势品种出现大
幅补跌。中线投资者可以逢
低分批吸纳具有估值优势
类个股，仓位依旧控制在六
成即可。 (国诚投资)

冷 眼
看 市

主力动向 扎B0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