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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纠结拉锯战 周振幅创九年来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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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陈颖婕 蒙草抗旱是国
家园林绿化的一级企业，公司立足于国内
干旱以及半干旱地区生态环境现状，培育
并运用蒙草进行节约型生态环境建设。近
日，蒙草抗旱举行了网上IPO路演活动，公
司董事长、总经理王召明表示，在未来三
年里，公司力争做到主营业务收入的年复
合增长率超过30%。

同行业上市公司不会影响公司地位
据了解，目前国内同行业的上市公司

包括东方园林、棕榈园林、铁汉生态、普邦
园林。在路演现场中，王召明董事长介绍
了公司与上述公司的区别所在。“ 就拿铁
汉生态来说，从业务方面来看，我们主要
是从事自然生态环境建设, 而铁汉生态则
的主营是生态修复；从客户群体来说,我们
的客户主要是分布在西北地区，包括西
藏、新疆、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山西、
陕西、河北等9个省、自治区，而铁汉生态
则为华南地区。”

王召明表示，公司凭借技术及工程经
验的优势已是本地区生态环境建设的领
先者，因此，其他同行业的上市公司不会
影响到公司的地位。”

极端自然灾害会影响业务成本
路演现场中，王召明董事长还介绍

称，目前，蒙草抗旱正在从事的科技项目
和示范项目有：生态治理工程与植物配置
技术研究、蒙草抗旱植物产业化示范项
目、转基因抗旱、抗寒及耐盐碱园林绿化
植物关键技术研究项目、逆生态树种臭
柏、铁线莲、白刺新品种选育技术研究等。

“ 我们的蒙草是引种于本地区草原、
荒漠的野生乡土植物，然后经过驯化、组
培、繁育、大规模种植等过程最终运用到
工程施工中。”王召明表示，公司已经掌握
了适应恶劣自然条件的工程施工和植物
配置技术，积累了丰富的防御自然灾害的
经验。“ 如果发生极端自然灾害，如极端干
旱、极端严寒、极端沙尘天气、暴雪等，会
持续增加公司业务成本，或对公司苗木造
成毁损，给公司造成较大不利影响。”

合同签订未来仍有稳定增长空间
蒙草抗旱的董事、财务负责人赵燕在

路演现场中表示，近年来，公司签订工程
施工合同金额保持了快速增长。“ 公司
2011年 累 计 签 订 工 程 施 工 合 同 金 额 比
2010年度增长79.33%；2010年度比2009年
度增长55.98%。如果以30%的增长率进行
估计，2012年公司将新签工程施工合同金
额6.42亿元，2012 年上半年已完成合同签
订金额5.60亿元，所以，未来公司仍有稳定
的成长空间。”

本报讯 记者 陈颖婕 日前，有媒体报
道称，安徽合肥多名婴幼儿因为感冒发烧
在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疗后，普
遍出现休克状况等不良反应。医院发现，在
发生不良反应的婴幼儿中，90%都使用了由
重庆药友制药生产的“ 炎琥宁注射剂”。

针对上述事件，复星医药于上周六发
布公告表示，公司控股孙公司重庆药友制
药生产的注射用“ 炎琥宁”第12102961批
次及第12102863批次在江苏、安徽、广西
临床使用过程中，发生了涉及共32名患者
的寒战等不良反应。公司称，上述已获知
的不良反应情况均在注射用“ 炎琥宁”产
品说明书标明范围内。

公告同时表示，药友制药高度重视此
次注射用“ 炎琥宁”产品不良反应事宜,目
前，药友制药已对该产品生产线实施停产,
并主动召回上述两个批次及与之生产日
期接近的其他批次的注射用“ 炎琥宁”产
品。同时,药友制药对该产品涉及的原料采

购、生产、过程控制、质量检测和产品评价
放行过程进行了自查自检。此外,药友制药
对库存和召回的全部批次注射用“ 炎琥
宁”进行了双人、双样检测。经检测,该产
品各批次的生产工艺、生产环境、工艺设
备、公用系统等均记录齐全,关键参数符合
要求，各批次抽检产品的关键指标均符合
标准要求。

复星医药还表示，重庆市有关药监部
门从8月31日开始, 也陆续对注射用“ 炎
琥宁”相关批次的产品进行了抽检。迄今
为止, 药友制药未曾接到相关部门对相关
批次抽检产品质量不合格的通报。未来公
司和药友制药将继续严格执行GMP标准,
确保产品安全。

昨日，记者致电复星医药相关工作人
员，其表示，注射用“ 炎琥宁”在药友制药
2011年度的销售规模占比不到2%，预计其
对公司全年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不会产
生重大影响。

QE3到来前 十大基金公司九减一增
海通证券数据显示，8月31日至9月13

日期间，股票、混合型基金股票仓位由上期
的74.33%进一步缩减至71.96%，减少了2.37
个百分点，降至2006年以来的中低水平。

前十大的基金公司本期平均仓位为
71.60%，与上期相比减少了3.83个百分点。
具体来看，十大基金公司九减一增，仅华
夏一家仓位小幅提升0.81个百分点，而汇
添富以13.57%的减仓幅度领衔减仓基金
公司。另外，目前半数以上基金公司仓位
在65%—75%之间。

海通证券基金分析师陈瑶表示，基金
公司近期操作以减仓为主，分析原因，8月
宏观经济数据整体低于预期，虽然信贷规
模超预期，但企业长期贷款占比仍然偏
低，进出口增速弱于预期，再次验证基本
面疲弱，经济数据不理想，令市场缺乏上
涨动力，信心不足，因此基金整体避险情
绪上升，继续减仓以控制风险。

面对QE3 基金依旧谨慎
由于预料，未来一段时期国内经济基

本面、财政和货币政策取向都不会发生大
的变化，基金经理担忧和谨慎情绪依然占

据上风。
“ 就市场层面而言，QE3的推出在短

期利好A股市场。至少在短期内，外汇占款
可能出现恢复，从而缓解国内的流动性环
境。但值得注意的是，QE3出台后，风险资
产短期将受益，尤其是资源性行业和高周
期性行业在短期内应该有较强的走势，但
是待市场消化掉QE3预期后，若短期内央
行不出台大幅宽松的举措，则反弹行情向
上大幅超市场预期的可能性较小，一旦对
经济下滑风险和政策不确定性的担忧再
次占领上风，则风险资产或将出现回调压
力。”建信基金表示。

上投摩根认为QE3推出方式超出市场
预期，继欧洲推出无上限OMT购债计划，美
国QE3也采用了无限期政策，美欧货币政策
在明年还会维持宽松，这有利于全球风险
资产包括大宗商品和股票上行，未来超预
期因素可能来自中国经济及货币政策。

上投摩根消费服务指数基金拟任基
金经理黄栋表示，展望后市，A股市场走势
仍有待后面一季度经济企稳信号的明确；
但从长期来看，目前市场已处于底部区
域，当前正是指数投资的理想区域，建议
投资者关注消费主题如中证消费服务领
先指数对应的理财产品。

本报讯 见习记者 陈晓彬 短期理
财基金最近掀起了一波短期理财热，大
型券商也终于按捺不住加入战局。日前，
由申银万国证券报批的14天集合理财计
划“ 申银万国灵通快利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已经获得了中国证监会正式批准，将
于近期发行。

据了解，该集合计划投资于具有良好
流动性的货币市场工具，投资周期固定为
14日，投资者的最低参与金额（ 含申购
费） 为5万元，追加参与金额最低为1000
元。相关市场人士认为，申万“ 灵通快利”
满足了投资者的多种需求，既保障了资金
本金安全，又可以让闲置资金快速获利。

》路演现场

蒙草抗旱力争三年内
主营业务收入年复合增长率超30%

券商首只14天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获批

美国QE3不期而至
A股反弹前基金再度减仓

9月13日，美
国联邦储备委员会
宣布推出第三轮量
化宽松政策(QE3)，
时隔一年多后再次
对全球金融市场产
生深远影响，受此
刺 激 ，A 股 在 上 周
五小幅反弹。但记
者 从 海 通 证 券 获
悉 ， 基 金 在 美 国
QE3到来之前依旧
选择了减仓，因此
错过这波反弹。

本报记者 孙琪

“ 炎琥宁”发生不良反应

复星医药旗下公司主动召回
今日新股申购

蒙草抗旱
申购代码：300355
申购价格：11.80元
申购市盈率20.34倍(摊薄)
申购上限：1.65万股
上网发行1696万股

本报讯 丁艳芳 9月7日旱地拔葱式
的一根长阳后，无论是多头还是空头，都
陷入了最纠结的拉锯战之中。上周，上证
指数围绕着9月7日的收盘水平呈现极其
狭窄的波动，没有方向，虽然成交量较此
前一周增加了四分之一，多头和空头却都
引而不发，上证指数全周振幅仅1.55%，创
出2003年9月之后的九年来最低纪录。

上周的沪深股指可谓没有方向到了
极点，尤其是上证指数，虽然在上周一的
小阳线后连收四根小阴线，但一周下来累
计 跌 幅 仅 0.18% ， 而 当 周 振 幅 也 只 有
1.55%。深证成指全周则是微涨0.36%，周
振幅也只有2.61%。两市全周总成交量达
到7541亿元，较此前一周增加逾两成。

全周A股最大的特点是谨慎，这从上
证指数小到罕有的周振幅中就可看出。向
前追溯，尽管2010年9月第四周的周振幅
小于1.55%，但当周因假期休市只有两个
交易日，因而不具有可比性；再往前看，
2006 年 的 1 月 第 四 周 的 周 振 幅 也 只 有
1.42%，但也由于春节假期，当周只有三个
交易日。

若以一周完整的五个交易日标准来
看，只有2003年9月8日至12日这一周的纠
结程度可以与上周相提并论，那时的A股
已走熊两年半，股指正在接近前期低点的
过程中，当周上证指数周振幅仅1.52%。

从个股来看，行业板块也出现了明显

的结构性特征。涨幅最大的是有色金属、
交运设备、黑色金属、采掘等周期性行业，
而公用事业、房地产、交通运输、金融服务
和消费类行业则表现不佳。有色金属和煤
炭涨幅居前，显然是受QE3预期发酵、美
元指数下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刺
激所致。

目前的时间点比较敏感，一些基本面
的重大事件可能会在10月明朗，管理层的
维稳意图也十分明显。对于即将到来的四
季度，广发基金倒是持谨慎乐观的态度，其
认为“ 下半年市场机会大于上半年，而四
季度机会大于三季度”，并且提出如果市
场进一步调整，可以适度增配权益类资产。

中金公司研究部的副总经理侯振海
认为，目前市场的谨慎，很大程度上反映
了投资者对政策放松能力和效果的怀疑
和不信任，可能导致最终推出“ 稳增长”
的力度越强，所以，当前对于市场进一步
悲观看空的风险要大于收益。

广发证券的观点与侯振海比较相似，
其提出A股市场向来牛短熊长，在熊市时，
聪明的投资者可以利用基金定投机制持
续买入，震荡市持续时间越长，在低位拿
到的筹码越多，反而对定投者越有利。因
而，在当前A股处于转型低迷期的时候，增
加定投金额是降低买入成本的较好选择，
待到上涨周期来临时，就能获得更多的超
额收益。

余儒文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