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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讯

本报讯 记者 陈颖婕 此前刚刚宣布
《 十二生肖》票房突破8亿元的华谊兄弟，

昨日晚间又发布了2012年度业绩预告，预
计2012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同比增长20%-35%，公司同时透露
2012年7部电影在大陆地区的票房合计约
为21亿元。

昨日晚间，华谊兄弟2012年业绩预告
数据新鲜出炉。公司表示，预计2012年实
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43亿元
至2.74亿元，同比增长20%-35%。2012 年
公司非经常性损益净额6198.15万元，上年
同期非经常性损益净额为2179.33万元，主
要为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及奖励和
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对于报告期内业绩同比上升的主要

原因，华谊兄弟解释称，公司电影、电视剧
以及艺人经纪等核心业务稳健发展，产能
扩大，是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保持增长的
重要原因。此外，由于参股公司北京掌趣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报告期内在创业板
首发上市，这也导致公司对外投资收益大
幅增加。

华谊兄弟在公告中同时表示，2012年
共上映7部影片，包括《 LOVE》、《 逆战》、

《 画皮II》、《 太极1 从零开始》、《 太极2
英雄崛起》、《 一九四二》、《 十二生肖》，
报告期内公司电影在大陆地区的票房合
计约为人民币21亿元。资料显示，华谊兄
弟2012年前三季度净利润为1.34亿元，同
比增长31.18%。昨日，华谊兄弟收盘报
14.25元，下跌3.00%。

本报讯 市场分歧加大，昨A股市场放
量下跌。上证指数收于2302.6点，跌0.79%;
深圳成指收于9444.08点，跌1.09%。两市A
股271只股票上涨，2098只股票下跌。成交
金额上海市场从上一交易日的969.6亿元
上升至1356亿元；深圳市场从上一交易日
的917.7亿元上升至1184亿元。

据汇丰银行周四公布的数据显示，中
国 2013 年 1 月 制 造 业 采 购 经 理 人 指 数
(PMI)预览值为51.9，去年12月终值为51.5。
继去年11月重返50这一荣枯分水岭上方，
该指数较上月的51.5进一步回升，创24个
月新高。PMI是一个以单一数值概括制造
业经济运行状况的综合(行情专区)指标。
若该指数高于50，表示制造业活动在扩

张；若低于50，则表明制造业活动在萎缩。
从昨日盘面的行业跟踪情况来看。航

天军工股近日表现抢眼，无论从轮涨范围
还是拉升高度来看都非常强烈。借此，航
空航天板块继续强势，收盘涨2.37%，涨幅
领衔沪深两市。全球船舶新接订单价格仍
处于低位,但12月订单量已出现小幅上涨，
船东询价情况增多。受此提振，船舶行业
涨幅居前，收盘涨0.27%，涨幅排名第二。
银行行业继续强势，多数个股上涨，收盘
涨0.16%。

此外，证券行业、保险行业和化纤行
业等板块强于大盘;运输设备、环境保护和
家居用品等板块弱于大盘。

全景供稿

本报讯 见习记者 陈晓彬 香港证券及
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副行政总裁张灼华女
士, 前天于香港证券及投资学会的研讨会上
发表演说时透露，中国证监会和香港证监会
已经派员成立了工作小组，共同研究基金互
认安排的建议，方案一旦成行，内地投资者
将可以购买符合资格的香港基金产品。

根据互认安排，预期在香港注册成立
及营运的证监会认可基金将可享有“ 获认
可香港基金”的地位，而符合资格的内地
基金则可享有“ 获认可内地基金” 的地
位，获认可基金将可获准并直接在对方的
市场发售。张灼华表示，RQFII的成功已经
显示了人民币及内地市场的强大吸引力，

如果内地与香港两地的基金能够直接在
对方的市场出售，便可以集结力量构建一
个极具规模的平台。

那么共同构建平台对内地市场和投
资者有什么积极作用呢？张灼华认为，首
先内地的基金经理可以直接接触有意挖
掘内地市场商机的国际投资者，通过土生
土长的先天优势吸纳国际资金；同时，让
内地基金经理与国际市场参与者一同竞
争学习，以及在国际上巩固自身品牌。而
内地投资者也能够享有更多投资选择。获
认可的香港基金将会给内地资产管理市
场带来新的竞争，令内地投资者的投资成
本下降，并获得更好的服务。

本报讯 记者 孙琪 1月23日，国务院
在中央政府门户网站正式公布《 能源发展

“ 十二五”规划》，规划提到将“ 安全高效
发展核电”，到2015年，运行核电装机达到
4000万千瓦，在建规模1800万千瓦。对此，
券商认为在产业政策层面等利好刺激下，
板块或具备主题投资机会。

《 能源发展“ 十二五”规划》的“ 安全
高效发展核电”部分，要求严格实施核电
安全规划和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 调
整），把“ 安全第一”方针落实到核电规
划、建设、运行、退役全过程及所有相关产
业。科学布局项目，对新建厂址进行全面
复核，“ 十二五”时期只安排沿海厂址；提
高技术准入门槛，新建机组必须符合三代
安全标准。加快建设现代核电产业体系，
打造核电强国。到2015年，运行核电装机
达到4000万千瓦，在建规模1800万千瓦。

“ 跟《 能源发展“ 十二五”规划》同
期，经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的《 核电
安全规划（ 2011-2020年）》和《 核电中长
期发展规划（ 2011-2020年）》有望随后正
式印发，并对核电设备板块产生积极影
响。” 海通证券机械行业首席分析师龙华
如此判断。

龙华表示《 能源发展“ 十二五”规
划》首次公开明确的核电“ 十二五”期间

“ 装机4000万千瓦、在建1800万千瓦”的
建设目标，他判断“ 十二五”后面3年内还
将审核开工至少1200万千瓦（ 12台左右）
机组、年均4台以上。虽然核电设备相关上
市公司整体估值偏高，但在产业政策层面
两大利好刺激下，板块或具备主题投资机
会，建议关注江苏神通（ 002438）、中国一
重（ 601106）、自仪股份（ 600848）等相关
核电设备上市公司。

本报讯 见习记者 陈晓彬 农历新年
渐行渐近，随着公司年终奖发放，许多投
资者的“ 钱包”也渐渐鼓起来，如何支配
这笔“ 闲钱”也成为人们关心的问题。1月
24日起发行的农银汇理7天理财债基就为
这笔资金提供了一个好去处，该产品能够
满足投资者对于流动性、安全性和收益性
多方面需求，让闲钱理财“ 既快又稳又
准”，投资者可前往各大银行、券商及农银

汇理基金直销平台认购，发行期至2013年
1月31日。

一般来说，年底老百姓手握闲钱，但
即将到来的春节消费支出也较多，如果将
资金存在银行，仅能享受0.35%的活期储
蓄利率，进行其他投资，运作周期又较长，
影响春节期间的消费支出。而农银汇理7
天理财债基恰好能够解开这一矛盾，成为
现金管理的好帮手。

本报讯 见习记者 陈晓彬 万家基金
即将发行一只1年期限、每年开放一次的
全新产品———万家岁得利定期开放发起
式债券基金，以绝对收益考核指引投资，
以杠杆策略放大收益，认购门槛低至100
元，将成为银行一年定存和同期理财产品
的最佳替代，是新春红包与年终奖的理财
新去处。

据悉，万家岁得利基金每季度至少分
红一次，每年最多可分红12次，实实在在
地不断将正收益落入投资者手中，将“ 浮
盈”转化为“ 实盈”。万家岁得利基金在一
年的封闭期内，无需应对资金进出，稳定
的规模使得该基金可长期灵活运用放大
杠杆的策略以增厚收益，可投范围也比普
通债券基金更广。

本报讯 记者 陈颖婕 债券持有人会
议现场争吵声不断、会场内屏蔽手机信
号、会上未形成任何决议、公司受到证监
会稽查局立案调查⋯⋯近日，因董事长

“ 跑路门”事件而一度受到市场关注的超
日太阳，再度被推向风口浪尖。

倪开禄称按时还息没有问题
1月23日，正忙于催债的超日太阳董

事长倪开禄，现身11超日债2013年第一次
债券持有人会议现场。然而，会上激烈的
争吵声以及场内手机信号被屏蔽的现象，
成了当日会议的一大“ 亮点”。

据了解，11超日债将于3月7日迎来首
个付息日。按其10亿元人民币发行规模，以
及8.98%的票面利率计算，此次超日太阳的
付息金额为8980万元。在债券持有人会议
大会上，倪开禄表示，公司将如期支付所发
公司债———11超日债首期利息，并承诺存
续期的付息还本。不过，对于本息资金来源
如何保障、公司股票及债券何时复牌等问
题，倪开禄在会上并未给出明确答复。

虽然倪开禄承诺公司债还本付息未
来都将如期兑付，但会上公司债券多数持
有人，尤其是大量个人投资者，普遍都难
以接受。这也导致在债券持有人会议现
场，公司的两项议案未投票就被直接宣布

“ 未获通过”。
昨日，超日太阳也发布相关公告称，

当日参会的债券持有人及代理人共计108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债券152.4741万
张，占本期债券总张数的15.25%。根据《 会
议规则》规定，当日会议的议案无法获得
持有本期债券的50%以上(不含50%)未偿
还债券面值的债券持有人同意，因此大会
未形成有效决议。

公司遭到证监会稽查局立案调查
正所谓“ 屋漏偏逢连夜雨”，昨日，超

日太阳还另行发布公告称，公司于2013年
1月22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
海稽查局《 调查通知书》，因公司涉嫌未
按规定披露信息，根据有关规定，决定立
案调查。不过，超日太阳在此份公告中并
未透露具体哪方面的披露涉嫌违规，但不
少业内人士认为，公司此次遭遇证监会调
查，与其2012年的业绩大变脸有着相当紧
密的联系。

1月17日，超日太阳发布2012全年业
绩预告修正公告，修正后公司预计净利
润为亏损9亿元-11亿元，上年同期为亏
损5478.88万元。而就在不久前发布的三
季报内容中，超日太阳还曾预计，2012年
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00万
元至3500万元，公司当时称将实现扭亏
为盈。

然而，时隔不久，原本还自称盈利的
超日太阳，转眼间就改口称亏损数十亿
元，如此巨大的业绩变脸幅度让投资者大
呼吃不消。对此，超日太阳解释称，2012年
度，光伏市场环境依然延续着2011年的复
杂格局，欧债危机进一步加剧，光伏行业
的发展尚未走出“ 寒冬”，产能过剩现象
依然严重，光伏行业的经营形势依然十分
严峻。

2012年下半年，银行开展对公司的收
贷，导致公司四季度出货量远低于预期，
经营状况的严重下滑导致公司2012年度
正常经营损失数额巨大。

超日太阳股票及债券已于2012年12
月20日开市起停牌。停牌前，超日太阳收
报5.11元。

超日太阳承诺付息还本
债券持有人仍不买账

香港内地商讨基金互认制度

市场分歧加大 周四市场放量下跌

2015年装机 4000 万千瓦

券商：核电短期或现主题投资机会

万家岁得利即将首发

农银汇理7天理财债基昨起发行

本报讯 记者 孙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