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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缩量温和反弹
沪指收复3300点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张蜀君

兜底增持员工若亏损
索菱股份股东将补偿

重庆商报讯 兜底增持“升级”了。
12月26日，索菱股份（002766）发布

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董事长肖行亦倡
议全体员工买入公司股票，凡在今年12
月 27日至2018年 1月12日期间净买入
公司股票，连续持有6个月以上，且持有
期连续在职的，若因买入公司股票产生亏
损，亏损部分由其补偿，同时给予本金3%
的利息补贴。若产生收益则归员工个人
所有，产生收益不足3%的，由其对不足部
分进行补足（即保证员工净买入公司股票
的本金至少获得年化6%的收益）。

之所以进行兜底增持，肖行亦表示，
是因为“近期国内股票市场出现了一定
程度的市场调整，本人基于对公司未来
发展以及公司管理团队的信心，为维护
市场稳定。”

索菱股份一家专业从事CID系统的
研发、生产、销售、并以此为基础向客户
提供专业车联网服务的国家级高新技术
企业，属于行业内领先企业之一。

就股价表现看，今年 10月以来，索
菱股份股价大幅下跌。10月11日，索菱
股份一度为21.56元/股，而截至目前，股
价报13.63元/股，下跌近四成。

需要说明的是，在承诺兜底增持时，
索菱股份董事长还规定了增持限额。其
中，经理级别及以上员工限额500万元，
主管级别及以下员工限额50万元。而截
至目前，索菱股份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全
体在职员工总数1925人，其中行政人员
227人，财务人员54人，技术人员633人，
生产人员890人，销售人员121人，员工
平均薪酬水平每年约为8.6万元。

对于补偿具体时点，肖行亦表示将
在规定出售期结束后两个月内予以补
偿。如公司发生重大事项停牌等事宜影
响出售期结束的时间，则相关日期顺延。

截至目前，肖行亦持有本公司 1.91
亿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5.31%。其
中，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累计数为 1.53
亿 股 ，占 其 所 持 公 司 股 份 总 数 的
79.99%，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6.25%。索
菱股份表示，肖行亦具备相应履约能力，
相关补偿具备可行性。

广告

今年最红新年礼物 非启辰T90莫属
源于大自然的“风雕美学”是启辰T90外形的设计灵

感，其车身上的每一处线条都像风的力道在坚硬的岩石
上，雕琢出有形的锐度。再搭配上车头镀铬格栅，犀利的
鹰眼前大灯，19英寸切割工艺的超大轮辋，时尚动感迎
面袭来，用“惊艳”一词来形容恰如其分。

启辰T90
仅有好看的外形还谈不上实用，这年头没搭载点智

能科技都不敢出门。不过小编相信启辰T90一定能满足
你的需要，其搭载的CarLife智能手机互联，能实现手机
与车内12.3英寸高清触控大屏的连接，将手机显示画面
投影到高清大屏上，让你随心所欲听音乐、观影、搜索附
近服务、查看新闻天气等信息。

更为先进的是，启辰T90大屏远控版还搭载了远程
遥控系统，用手机就能对车进行远程控制。能实时定位
车辆，实现智能寻车；也能开启车辆空调，进行预冷或预
热等。

质感生活必备神器 当选全新启辰T70
如果你是一个时尚达人，要抓住最新款，走在潮流最

前沿，那么刚刚在12月7日上市的全新启辰T70一定很
合你口味。今年还新增了秋冬的流行色——焦糖橙，温
暖又大气，彰显着独具一格的魅力。

全新启辰T70
如果你是一个人过新年，那全新启辰T70就是你贴

心的伙伴。全新启辰T70搭载的车载互联系统能让你远
离一个人的无趣。一句“你好，启辰”即可唤醒导航、调节
空调、打电话、甚至是让它给你讲个笑话的功能。这位独
特的“AI语音助手”搭载了超强的语音识别技术，支持自
然语句，能即时响应你的需求。

惊艳的启辰T90、质感升级的全新启辰T70，这两款
车不仅有颜有料有智商，更有高品质。它们都是依托雷
诺-日产平台进行打造，从零件选购到整车出厂，都严格
按照与日产全球化标准一致的1697道质量检测工序进
行把关，以保证整车品质的“零缺陷”。

还在买新年限量款？
新年送TA点不一样的！

礼物漫天飞的新年，在琳琅满目的礼物中，能够脱颖而出的，必

然是舒适实用、既有设计感，又能提升生活质感的，小编千挑万选甚

至翻阅了各种新年礼物购买指南，就看上了这两样——启辰T90、全

新启辰T70，这就给大家安利一下。

靠挣“厘厘钱”过日子 这家电子生产企业大肆招人

产能过剩，人工成本猛增，曾
一度让制造企业陷入寒冬。然而，
在茶园工业园，一家电子制造企业
不仅没有“节衣缩食”，还在大肆
招人，不断扩大生产规模。

“正是对生产线进行了信息化
改造，才使我们的产品更有竞争
力。”12月26日，重庆盟讯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岳相军介绍，通
过从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转型，盟
讯科技成功搭上了互联网、智能装
备的快车，主力产品的产能以年均
200%的速度猛增，为了扩大规模，
预计明年的员工人数将翻一番。

电子产品加工，因单价低、成

本高，被看成是挣的“厘厘钱”。
如何提升生产效率、降低人工成
本、提高产品质量，成为所有电子
生产企业探索的问题。作为国有
控股企业，成立于2001年的盟讯
科技同样面对这样的难题。最终，
智能制造为其找到了破题之路。

2013年，盟讯科技开始了生
产线的信息化改造，自主设计研
发出智能管理系统、智能仓储管
理系统等智能化生产系统，并投
入到数字化车间的建设。2015
年，盟讯科技被国家工信部、财政
部选定为“国家2025智能制造新
模式”示范企业，其自主研发的智
能装备不仅帮助自己提升了生产
效率，还通过技术输出，帮助重庆

集诚汽车等制作企业承建智能数
字化车间，拓展了生产渠道。

盟讯科技数字化车间内，一
条条生产线上几乎没有什么工
人，在生产线一端的大荧幕上，所
有的生产流程，被清晰的显示出
来，一目了然。工人都去哪里
了？面对记者的疑问，岳相军微
微一笑：“都被机器替代了。”他指
着一台外形颇似数控机床的机器
介绍，“这是我们在线检测机器
人。以前电子板加工出来，需要
大量工人用仪器一一检测，现在
只需一台机器就够了。”岳相军演
示给记者看：一块汽车仪表盘电
子板，进入机器后，机器人立马开
始了工作。刹车、时速、转速……

该电子板上的所有功能同步进行
测试，并逐一显示在屏幕上，哪里
出现了问题，马上就能反馈。

这台“黑科技”真有这么神？
岳相军亲自作演示，只见他向机
器人输入一块主板的生产编号，
机器手臂立刻开始运转，不断从
后边的仓储中拿出物料盘，一小
会儿，所有物料都放到了篮子
里。“就像医院抓中药一样，如果
我们也像医生一样拿着处方到货
架上慢慢找，那效率得有多慢。
现在好了，只需输入你想治什么
病，机器人就把药给你抓好了，还
不容易出错。”

由于生产效率高，质量过硬，
订单随着而来。目前，盟讯科技的

产品已经被应用到安全监控、车联
网终端、物联网终端领域，年生产
主机1000多万套、主板2000多万
套，供应的下游企业包括长安汽
车、国家电网、海康威视等。去
年，岳相军给企业定下2017年生
产物联网产品500万套、生产车联
网电子产品150万套的目标，而据
最新统计，2017年盟讯科技实际
生产物联网产品1000万套、车联
网电子产品180万套的目标。

现在让岳相军棘手的事情不
是怎么缩减成本，而是怎么招人，
他介绍，目前盟讯科技对外的招
工数量多达 300 多人，随着明年
两条生产线的上马，预计员工人
数将翻一番。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张宇

据新华社电 26日A股温和反弹。
上证综指收复3300点整数位。

当日上证综指以 3277.84 点小幅低
开，早盘冲高回落，午后震荡上行并成功
重返3300点整数位上方。摸高3307.30
点后，沪指以3306.12点报收，较前一交
易日涨25.66点，涨幅为0.78%。

深证成指收报11021.83点，涨16.33
点，涨幅为0.15%。

创业板指数和中小板指数分别收报
1758.82点和7550.34点，涨幅均为0.17%。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李扬帆

今年新股发行将落幕
融资规模创6年新高

重庆商报讯 随着2017年最后一只
发行的百花悦邦确定在12月 28日实施
申购，A股市场2017年的新股发行工作
即将结束，与往年相比，今年A股市场的
首发融资规模出现了明显的膨胀。

据统计，自1月 3日至纯科技、和胜
股份、泛微网络实施申购以来，今年以来
共有 433 家上市公司实现了 IPO 的梦
想，上述公司合计募资总额约2278.89亿
元，这使得 2017 年成为 A 股有史以来
IPO公司数量最多的一年，IPO募资规模
则创出2011年以来的新高，今年 IPO募
资金额超过 10亿元的新股则有中国银
河、财通证券等49家，亦为2011年以来
数量最多的一年。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2017年新股发
行规模出现大幅增长，但单个新股的募
资额度、发行市盈率以及发行价却在全
线走低，今年发行的 433只个股的平均
募资额度仅为5.44亿元，较2016年 5.97
亿元的数据下降约0.53亿元；今年发行
新股的平均发行市盈率约为23.85倍，而
2016 年发行新股的平均发行市盈率为
24.08倍；今年发行新股的平均发行价为
14.49元/股，同样低于2016年 15.19元/
股的新股发行平均价。其中嘉泽新能
1.26元/股的发行价更是创出2000年以
来A股IPO的最低纪录。

市场炒作升温
次新股指数创年内单日涨幅新高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李扬帆

专业评审“舌战”现场 十佳选手再迎挑战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
见习记者 唐小堞

重庆商报讯 12月 26日，由
重庆市经信委指导，重庆日报报
业集团主办，上游财经、重庆商报
承办的“2017 年度十佳创新人
物、创业团队”评选正式进入到专
家评审阶段。

由重庆大学 EMBA 中心主
任、九泰基金独立董事陈耿，暴风
数字科技产业基金合伙人陶重
阳，大石创投合伙人刘兴明，平衡
点资本董事舒展，重报集团都市
报党委委员、重庆商报副总编辑
代伟，市经信委科技处副处长李
涛共同组成的强大评审团，经过
两个多小时的现场评审，最终完
成了专业评审阶段的打分。

接下来，评审团队联合组委
会将对参赛企业和个人进行进一
步的综合考评，并于2018年 1月
18 日的颁奖盛典上正式公布入
选名单。

突出创新亮点
评分标准力求全面公正

组委会统计，12月 1日—12

月 17 日投票期间，甄选出的 80
多家企业累计收到票数 886986
张，共有 147831 人次参与。“十
佳”名单将通过网络投票（得分占
比 60%）+专家评审（得分占比
40%）方式产生。

组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本
次活动是重庆创新创业的一次盛
会，投票环节竞争激烈，并受到了
社会广泛关注。因此，评审环节
请到了重庆各领域的重量级的专
家，希望通过专业、全面的评分，
让创新企业和个人获得应有的荣
誉，从而推动重庆创新创业氛围
的形成。

其中，创新人物的评分标准
主要参考个人创新经历，2017年
度取得的创新成果，创造的经济
价值，社会影响力等方面。而创
业团队的评分标准主要参考企业
创新经历，2017 年取得创新成
果，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创造的
经济价值，社会影响力等方面。

助力重庆经济
评选活动获得一致好评

在评审环节，专家对参赛企
业的创新性进行了激烈的讨论，

对企业发展规划、社会影响力等
方面做了细致的评分，力求让最
具潜力和社会引领性的个人和企
业脱颖而出。

市经信委科技处副处长李涛
表示：“本次活动从重庆特色出
发，挖掘了各行各业的创新人物
和团队，对社会有积极的引导作
用，是一次有意义的比赛。和去
年的双创活动相比，今年涌现了
更多优秀的创新人物、创业团队，
重庆市经信委将继续支持该活动

的举办。希望今后活动的宣传力
度能够更大，覆盖更多重庆具有代
表性的企业，促进重庆创新氛围的
形成以及助力经济的健康发展。”

对 于 本 次 双 创 活 动 的 举
办，重庆大学 EMBA 中心主任、
九泰基金独立董事陈耿告诉记
者：“重庆商报—上游财经举办
的双创活动，涌现了很多在先
进制造、互联网、文化等领域具
有特点的企业。当前的经济形
势，各行各业竞争非常激烈，如

何通过创新让企业脱颖而出，
获得生存和壮大的机会，是每
个创业者都必须思考的问题。
而本次活动对重庆企业有引导
作用，不仅能引起社会的广泛
关注，并且在商业模式、布局等
方面可以帮助企业开阔眼界，
助力创新创业的突破，是一次
有积极推动作用的活动。希望
今后有更多创新性的团队和个
人参与，扩大影响和规模，让重
庆的经济更具活力。”

专家评审现场 见习记者 唐小堞 摄

重庆商报讯 12月 26日A股
市场迎来普涨，其中次新股板块涨
幅最为突出，业内人士指出，目前次
新股板块具备短线反弹的有利条
件，但是否已经迎来一波反转行情
则尚待进一步的观察。

次新股板块掀个股涨停潮

12月26日，蛰伏多时的次新股
板块成为引领大盘反弹的开路先
锋，当天次新股指数报收25099.37
点，全天暴涨5.44%，创年内单日最
大涨幅，此前今年次新股指数涨幅
超过5%的交易日仅在8月28日出
现过一次，涨幅为5.19%，第三大涨
幅出现在8月31日为4.62%。

光大证券投资顾问周明认为，
从目前的市场情况看，次新股具备
四大走强因素。首先，相对于老股
票，次新股在下半年以来的震荡行
情中产生的套牢盘相对较小，流通
市值较小，其股价更容易在行情反
弹初期被多方资金撬动。第二，次
新股普遍存在机构投资者控盘比例

较高、筹码较集中的现象，较适合主
力资金运作。第三，次新股向来是
大比例分红的温床，随着年底的临
近，对利润分配的炒作逐渐升温，这
也刺激了市场对次新股的炒作。最
后，从次新股指数整体估值来看，经
过一个多月的下跌，次新股指数估
值已从前期的55倍左右，跌至当前
的40倍左右，估值水平与8月底的
估值基本相当，而当时也是次新股
由跌转升的时间窗口。

次新股反弹空间尚待观察

虽然12月26日次新股板块表
现出色，但对于次新股板块能否保
持这波强势反弹，业内人士认为还
需观察。

国泰君安投资顾问张涛认为，
目前次新股板块的估值已经有较为
明显的回程，但相对当前市场整体
估值水平而言，40多倍的市盈率仍
不算低。同时从全年角度看，次新
股板块仍承受着大约40%的年内整
体跌幅，整体熊市的格局尚未改
变。此外，从年报预告透露的业绩
数据看，目前次新股的年报业绩预

喜率虽略高于A股市场整体水平，
但整体业绩预增速却没有优势，其
业绩对估值的支撑存在变数。故
而，本轮次新股反弹行情短期看仍
属于超跌反弹，是否能够延续还有
待观察。

在具体操作方面，周明建议投
资者从三个角度把握次新股的潜
在机会。首先重点关注中小板市
场的次新股。其次，根据经验，上
市时间越短的个股其短线的弹性
可能会更强一些。最后，按照总股
本不超过2亿股、三季报每股收益
超过1元、每股公积金及每股未分
配利润均超过2元、年中未进行过
利润分配、年报业绩预增幅不低于
50%的标准，挑选年报大比例分红
预期较强的次新股。

“金融奥斯卡”网络投票落幕
专家评审会昨日举行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郭欣欣

实力专家团
确保评审公正公开

此次评选自 12月 18 日启动
投票，银行、金融科技机构、保险
等金融机构都踊跃参与，共计收
到有效票数 931197 票。按照评
选规则，整个过程实行百分制，大
众投票占30%，专家评审占70%。

评审会于 26 日下午在人民
银行重庆营管部举行，重庆日报
报业集团财经事业部总经理李石
昆、人民银行金融研究处副处长
张赶、市经信委经济运行局副局
长吴涛、南岸区金融办上市办主
任罗鑫、重庆社科院产业经济与
企业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秀模、重
庆大学EMBA项目主任陈耿、西
南大学金融系主任王定祥，组成
了专家评审团，围绕多个维度进
行综合打分。

评选的维度包括：服务实体

经济、发展普惠金融、对行业痛点
的解决及贡献度、前沿技术的研
发及应用、消费者保护及社会责
任担当等。

评选过程
人物奖项竞逐激烈

评审会现场，按照评审规则，
评委们依次对人物、企业、产品不
同的评选标准进行综合打分。

竞争最为激烈的当属人物类
评选。就统计的票数看，人物类的
奖项受到的关注度最高，已突破45
万张票。入围者有来自农行、招
行、交行等传统机构的“掌舵者”，
也有像蚂蚁金服、京东金融等国内
知名新金融业态的“探索者”。

“每一个参选金融人物都有
鲜明的特点。”一名评委评价，如
农业银行重庆分行今年加大了对
区县的投放贷款，服务实体经济

有较大的动作，涉农方面路径清
晰；交通银行重庆分行则在重大
项目上动作频频，参与到市内轨
道交通建设，成立了重庆自贸试
验区售价分行。

评委点赞
营造氛围服务实体

本次“金融奥斯卡”评选不仅
获得了 7位评委的认可，也获得
了业界一致好评。

“这次评选让我们看到一大
批优秀金融机构所作出的努力和

探索，很有意义，值得继续办下
去！”重庆大学 EMBA 项目主任
陈耿说，这既是对金融机构一年
来的盘点，也是对新的一年的展
望，同时，还将引领未来金融的发
展趋势，鼓励企业加强技术创新，
更好地服务消费者。

市经信委经济运行局副局长
吴涛表示，今年金融机构服务实体
经济的能力在增强，纷纷加大力度
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业、商贸、物
流等领域实实在在迎来资金“血
液”，在促进经济转型升级方面，
进行了富有成效的积极探索。“这

次评选一个重要的意义在于引导、
营造出金融服务实体的氛围。”

西南大学金融系主任王定祥
表示，通过全景扫描、盘点、甄选
2017 年度重庆金融行业表现卓
越、贡献突出的人物、机构、产品，
对于金融机构是一次找差距、寻合
作的机会，能够发现新的增长价值
和潜在的成长动力。新的一年里，
期待金融机构在业务范围内推出
更多符合重庆发展的金融产品。

本次活动得到龙湖地产与香
港置地共同打造的新江与城·天
奕的特别支持。

评审现场 记者 郭欣欣 摄

由《当代金融研究》杂志社、重庆都市报传媒集团、上游财经，共同
打造的年度评鉴盛典——“重庆金融奥斯卡2017年度评选”，自12月
18日启动大众投票通道，受到金融界的广泛关注。截至12月 24日
23：59，共计收到有效票数931197票，累计参与103467人次。其中，
企业类332320票、产品类143785票、人物类455092票。

12月26日下午，按照网络投票得分情况，由人民银行、市经信委、
重庆社科院、重庆大学、西南大学的财经界学者专家组成的专业评审团
进行评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