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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后“打新”第一波 湖南盐业发行价成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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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张蜀君

重庆商报讯 经历1个月“空窗期”，春节
后首次打新股的机会来了。根据安排，3月14
日，将有3只新股申购，分别为彩讯股份、宏川
智慧、湖南盐业，沪市主板、深市创业板、深市
中小板各1只。

需说明的是，上一次新股申购，是春节前
于2月 14日发行的华夏航空，距离本次发行
已有 1 个月。换句话说，本次发行的 3 只新
股，是春节过后发行的首批新股。

湖南盐业发行价成亮点

在这 3只新股中，湖南盐业以 3.71 元/股
的低发行价成为市场关注点。

公开资料显示，湖南盐业是由轻盐集团、
轻盐创投、湘江投资、贵州盐业、江苏盐业、广
西盐业、湖南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湖南财
信共同发起设立的股份公司，是全国盐行业
第一家产销一体、跨省联合的现代股份制公

司。
根据其招股意向书，本次湖南盐业拟发行

1.5亿股，募集资金主要用于“食用盐提质升级
技术改造项目”、“制盐系统节能增效技术改
造项目”和“新建研发中心项目”。据了解，其
预估发行价为3.71元/股。如果最后真以这一
价格发行，那么湖南盐业的发行价将创下
2018年年内新低。

低价股上市表现如何？

根据wind数据统计，在过去5年里，上市
新股共有1046只，但首发价格低于4元的新股
仅29只。其中，首发价格最低的为嘉泽新能，
其于去年7月20日上市，首发价仅为1.26元/
股；紧随其后的是海天精工，2016年11月7日
上市，首发价仅为1.5元；排名第三的是兰石重
装，2014年10月9日上市，首发价仅为1.68元。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首发价格低，但其上
市后的涨幅却相当可观。根据wind数据统
计，过去5年上市的首发价不足4元的低价股

中，除了 2017 年 12月 15日上市的华能水电
和2014年 9月30日上市的重庆燃气，未开板
涨停数量分别为4个、8个外，其余低价新股
的未开板涨停数量基本都是两位数，最高涨
停数为29个，为海天精工所创造。整体来看，
这29只低价股的平均涨停数约为14.93个。

小心！新股市场有所降温

不过，颇为尴尬的是，如今新股刚上市就
开板、新股破发的现象频频出现，新股收益有
所下降。

根据wind数据显示，2018年 3月已开板
的新股平均涨停数只有3.2 个，而去年同期，
其涨停数有 11.5 个。同时，需要注意的是，
2018 年 2月，已开板的新股平均涨停数有 4
个，1月份则有7.7个。

另外，根据wind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在
上市不足两年的次新股中，有25只个股已经
破发，其中下跌最严重的个股为天能重工，其
最新收盘价相比发行价下跌44.70%。

“种牙疼吗？种牙贵吗？种牙安全吗？”诸
多疑虑，让缺牙人对种植牙望而却步。为了让
山城市民更加了解种植牙、放心种牙、省钱种
牙，3 月第三季“关爱牙缺失援助项目”推出的

“种植牙手术开放日”受到了山城缺牙市民的强
烈关注。目前，已有 50 余人申请到了种植牙援
助补贴、种植牙观摩监督员半价种牙名额。温
馨提示：援助名额有限，凡多颗、半口/全口缺牙
市民赶紧拨打热线：68160686申请公益援助。

春季种牙正当时，
科学种牙告别缺牙，健康一生！

春季是万物复苏的季节，也是最适合种牙
的季节，因为咱们在春季把牙种好，就可以早
早的享口福，跟没有牙齿的晚年生活说：“再
见”。说起种牙，《龙门阵》导演高导有龙门阵
给大家摆：回想之前缺牙的痛苦，高导形容是
寝食难安，牙痛的时候吃不好，睡不香，整夜都
难入眠！鼓起勇气种牙后，高导成功恢复了自

己的牙齿。高导感叹：现在科学技术发达了，
让自己晚年种好了牙，而且全程无痛感，医生
技术高超，术后几乎无明显肿胀感，在牙博士
做种植牙，安全、舒适、有保障！

国际种植牙教授罗萨蒂透露，今年三月种
牙的老人数量比年前暴增了六成。“缺牙三个
月内种牙，一般情况下牙龈还没有退化萎缩，
牙槽骨也基本没有被吸收，成本和修复难度都
比长期拖着低很多，而且缺牙不补，容易让剩
余的健康邻牙加速松动和脱落。”

首届种植牙手术开放日，缺牙市民
可报名观摩种植牙手术
进口种植体半价援助

种植牙因具有真牙咀嚼力是目前缺牙修
复的最佳方式，但是没有切身体验、没有眼见
为实，不少人还是对种植牙心有余悸。为解决
缺牙市民的各种担心，牙博士口腔值3·15消

费者权益日来临之际，推出“种植手术开放日”
科普活动，全城招募种植牙观摩监督员仅剩最
后几天；凡半口、全口、多颗缺牙市民可拨打
68160686报名，现场直观种植牙手术过程、参
观种植手术室、种牙设备等，还可享受半价种
牙，十项惠民福利。

项目名称 原价 公益价
口腔全景片拍摄 100元/次 0元/次
全口CBCT 260元/次 0元/次
隐形牙套一副（试戴） 800元/副 0元/副
进口树脂补牙（成人） 400元/颗 280元/颗
舒适拔除前牙 380元/颗 50元/颗
韩国奥齿泰种植体 定额援助3100元/颗
美国HIOSSEN种植体 定额援助4000元/颗
传统矫正 4999元起
半隐形矫正 充200抵2000元
全隐形矫正 充500抵5000元

“种植手术”开放季，美牙项目公益援助限量抢购

为提升山城中老年人生命质量，由《天天630》联
合牙博士口腔机构，开展了“种植牙手术开放日”活
动，目前正在火热报名中，缺牙市民，莫错过。限量抢
购，详询68160686。

《天天630》·牙博士联合主办：“第三季关爱牙缺失援助项目”启动

全城招募缺牙人观摩全透明式种牙，公益种牙半价
半口、全口、多颗缺牙市民可拨打68160686报名参与，申请种牙援助，名额有限！

国际种植牙专家亲诊国际种植牙专家亲诊

过去5年的前10只低价新股上市表现

相比发行价下跌严重的前五只次新股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谢聘

重庆商报讯 资管新规将至，按照征求意
见版本，核心将是打破刚兑和去杠杆。新规一
旦落地，未来资管产品包括银行理财产品将不
得再许下保本保收益承诺。近期，并不属于资
管产品范畴，因此，并不受资管新规的影响的
券商收益凭证，就因其独特的保本的特性在理
财市场上受到热捧。除了保本付息，收益凭证
还具有起投金额门槛低、投资期限可供选择
多、灵活定制等特点。

定闹钟抢购收益凭证产品

12日上午8点50分，家住两江新区的陈先
生手机闹钟响起，提醒他打开华安证券APP，
抢购每周一上午9点开售的一款本金保障性收
益凭证产品。

这款名为“华安证券收益凭证慧赢新手专
享理财14天16号”的产品，发行人为华安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方式为非公开发行，募集
方式为现金，募集资金用途为用于补充发行人
流动资金。

该产品类型为保本型固定收益凭证，固定
收益率为6.60%。起购金额为5万元，当期发
行规模不超过 200万人民币。该产品投资期
限为 14天，认购期为 2018 年 3月 12日，起息

期为3月14日，到期日是3月27日，兑付日是
3 月 29 日。产品到期前，投资人不可提前赎
回，同时产品也不提供转让安排。

“我买股票是在这家证券公司开的户，最
近券商凭证收益很火，投顾也推荐我买。”陈先
生告诉记者，以前他对券商收益凭证这个产品
完全不了解，最近自己手上正好有一笔流动资
金，上次和投顾聊到理财的问题，对方就推荐
了他购买这款产品。

陈先生介绍，这款新手专享的券商收益凭
证产品因为收益率很高、风险很低，所以卖得
很火爆，上周他没抢到，这周他专门定了闹钟，
提醒自己9点钟开售就抢。“我大概算了一下，
5 万块钱买了 14 天，收益有 120 多元，很不
错。”对于这款产品的时长和收益，陈先生都十
分满意，他表示自己以后会多关注收益凭证产
品。

不受资管新规影响受热捧

“从去年开始收益凭证卖得还不错，因为
大多数产品都是固定收益，能够保本，稳健型
投资者比较喜欢。”华安证券重庆分公司张巍
崴介绍，就像华安那款新手专享的产品就卖得
特别好。

张巍崴介绍，所谓收益凭证就是指由证券
公司发行，约定本金和收益的偿付与特定标的

挂钩的有价证券。特定标的包括但不限于股
权、债权、信用、利率、汇率、指数、金融衍生品、
基金及基础商品等。

而从去年开始收益凭证受热捧，与资管新
规不无关系。2017年 11月份，一行三会发布
《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
（征求意见稿）》不无关系。其中明确提到“金
融机构开展资产管理业务时不得承诺保本保
收益。出现兑付困难时，金融机构不得以任何
形式垫资兑付”。

“资管产品是指证券公司、基金等金融机
构向特定客户募集资金或者接受特定客户财
产委托担任资产管理人，为资产委托人的利
益，运用委托财产进行投资的一种标准化金
融产品。”张巍崴介绍，而收益凭证是券商作
为发行主体的债务性融资工具，为结构化债
务工具，产品是依靠证券公司自身的信用做
背书的。资管产品是表外业务，收益凭证是
表内业务。

因为并不属于资管产品范畴，所以收益凭
证并不受资管新规的影响。保本的特性，无疑
让其在理财市场上受到了热捧。

可灵活定制吸引公司购买

除了保本付息之外，收益凭证还具有认购
起点较低、封闭时间可以灵活选择等特点。据

了解，相比一些理财产品需要100万起的认购
门槛，很多的收益凭证类产品起购金额都是5
万。此外，可以选择的投资期限也很多，短则7
天、14天、半个月，长则364天、546天、728天
等，期限短的产品收益率在3%~4%，长期限的
预期收益率可达到5%以上。

此外，这种产品还具有为客户提供灵活定
制服务的优势。许多证券公司会对认购千万
元以上的上市公司，结合其实际需求进行定制
化设计。2018年，就有多家公司发出公告，宣
布购买券商旗下收益凭证产品。

浙商证券于1月25日发布公告称，浙江省
交通投资集团财务有限公司1月 29日以 4亿
元人民币认购浙商证券汇银128号固定收益凭
证，该凭证于2018年3月15日到期，年化收益
率5.30%，到期一次性还本付息。

翔港科技分别于今年 2 月 10 日及 3 月 1
日发布公告称，公司计划分别以 3000 万人
民币和 7000 万人民币的份额购买国金证券
保本型固定收益凭证。每次的产品时间跨
度 为 九 个 月 ，年 化 收 益 率 分 别 为 5.3% 和
5.4%。

“投资收益凭证需要充分考虑券商的资
质，是否经营正常并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
张巍崴也提醒广大投资者，不管如何稳健，投
资始终存在风险，投资者在选择发行主体时一
定要擦亮双眼。

收益保本起购门槛低 券商收益凭证火了

重庆商报讯 继上周五大幅上涨后，本周
第一个交易日，A股市场继续放量上涨，呈现普
涨格局。创业板指数一度突破1900点大关。

当日，上证综指以3319.21点小幅高开，一
路高位震荡盘整，最终收报3326.70点，较前一
交易日涨19.53点，涨幅为0.59%。

深证成指收报11326.27点，涨131.36点，涨
幅为1.17%。

“中小创”涨幅也逾1%。创业板指数当日
收报1882.41点，涨幅为1.40%。中小板指数涨

1.52%，收盘报7781.58点。
沪深两市个股涨多跌少，上涨品种为2853

只，下跌品种为401只。不计算ST股和未股改
股，两市逾60只个股涨停。

从板块概念来看，小金属、无人零售、储能
涨幅居前，涨幅均逾2%；雄安地产、特色小镇、
房屋租赁跌幅居前，跌幅都在1%以上。

当日，沪深B指涨幅也逾1%。上证B指涨
1.83% 至 336.78 点 ，深 证 B 指 涨 1.17% 至
1189.41点。

伴随股市上涨，沪深两市成交量有所放大，分
别成交2478亿元和3592亿元，总计逾6000亿元。

A股继续放量上涨 创业板指数一度突破1900点大关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王也

申万宏源重庆分公司首席投顾何武指出，创
业板处于行情刚刚启动不久，没有触及到上方最
密集的套牢盘区域，那么，就此形成中长期顶部
的概率为零，换句话说，创业板这波春季行情在
上涨空间方面将非同凡响。对于投资者在操作
上而言，一是对持股的投资者来讲，要坚定信心，
特别是拥有估值优势的创业板100家成分股中
的行业龙头股，不能被洗出去了。二是对踏空投
资者来讲，随着创业板蓝筹股冲关任务即将完

成，创业板低价股群体有望成为后起之秀。
银河证券南坪营业部总经理唐贺文，创业

板市场冲高回落，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创业板综
120 天线（半年线）和前期高点存在一定的压
力，加之此轮行情以来已经留下了 3 个跳空缺
口，因此造成了全天的天量震荡。本周三是创
业板这波上涨第 21 个交易日，短期或有回调
蓄势的可能。操作上，继续关注受政策扶持的
板块和个股，以及一季报预增的创业板个股。

创业板前景可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