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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央行昨日发布第四

季度问卷调查显示，在对全国50

个城市中的2万户城镇储户问卷

调查中，66.5%的居民认为目前房

价“ 高，难以接受”，32.5%的居

民预期下季房价“ 上涨”。

报告显示，有31 .1 %的居民

认为目前房 价“ 可 以 接 受 ”，

2.4%的居民认为“ 令人满意”。

其中，一、二线城市居民的高房

价感受有所缓解，分别有73.8%

和61 .8%的居民认为房价高，较

上季分别回落3.2个和3.1 个百

分点。

对下季房价，32.5%的居民预

期“ 上涨”，47.2%的居民预期

“ 基本不变”，7.5%的居民预期

“ 下降”，未来3个月内准备出手

购房的居民占比为1 3.2%，与上季

持平，是1 999年以来的较低值。

物价方面，报告显示，居民

物价满意指数为20.5%，比上季回

落0.9个百分点。其中，61 .6%的居

民认为物价“ 高，难以接受”，比

上季上升1 .8个百分点。

报告显示，倾向于“ 更多储

蓄”的居民占47.4%，较上季提高

1 .2个百分点；倾向于“ 更多消

费”的居民占1 9.2%，较上季回

升1 .7个百分点；倾向于“ 更多

投资”的居民占33.4%，较上季回

落2.9个百分点。居民偏爱的前

三位投资方式依次为：“ 基金及

理财产品”、“ 房地产投资”和

“ 购买债券”。选择这三种投资

方式的居民占比分别为26.3%、

1 7.9%和1 5.9%。

而同时发布的四季度企业

家、银行家问卷调查报告显示，

企业家和银行家的经济信心均

有所上升。企业家信心指数为

65.9%，较上季上升3.1 个百分点，

较去年同期上升5.5个百分点。微

观来看，四季度企业家信心指数

回升了3个百分点，相比3季度有

明显的回升。市场对未来经济改

革的预期强烈，金改、国企改革

以及后续的一系列以市场化为

核心的改革措施，可能增加企业

家的兴奋度，再加上三季度企业

业绩有好转迹象，预计企业家信

心未来也可能继续好转。

银行家宏观经济信心指数

为71 .3%，也较上季提高1 0.3个

百分点。

此外，贷款供需都有小幅回

落，而需求仍然保持在高位，未

来如果约束商业银行进行表外

融资和同业业务，可能导致信

贷供需缺口扩大，引发利率回

升。贷款需求指标则保持高位。

四季度贷款需求指数小幅下降

0.3个百分点，但仍然超过二季

度的水平。其中制造业贷款需

求持续上升，大型企业贷款需

求反弹。贷款审批指数为下降。

贷款审批指数连续第三个季度

下降，商业银行表内信贷供给意

愿回落，与表外资产和同业业务

增速上升一致。

周四沪深股市开盘小幅上

涨，全天高开低走，市场弱势尽

显 。 截 至 收 盘 ， 上 证 指 数 报

21 27.79点，下跌0.95%，勉强守住

半年线；深证成指报81 47.71 点，

下跌1 .08%；中小板指数跌0.76%；

创业板指数则逆势微涨0.01 %。

消息面，美联储正式开始缩

减QE规模，这一重磅消息对全球

股市的影响不一，隔夜欧美股市

显著收涨，不过今日亚太区股市

显著分化，日本股市与澳洲股市

大涨，而韩国股市仅微涨0.05%，A

股更是下挫。

尽管两市股指大幅下挫，但

仍有个股相当活跃，两市逾1 0只

非ST股涨停。行业板块方面，绝

大多数板块下挫，公共交通、船

舶、石油、多元金融板块跌幅居

前，板块跌幅均超过2%。日用化

工、航空航天、农林牧渔、电脑设

备等板块也显著下跌，板块跌幅

均超过1 .5%。电信运营、医疗保

健、煤炭板块逆势收涨，其中电

信运营板块整体涨幅超过1 %。

概念股方面，两市多数概念

出现调整，油气改革、土地流转、

上海自贸等概念板块跌幅居前。

展望后市，中证投资认为，

伴随着股指的窄幅震荡，成交量

连续三日萎缩，市场常说地量之

后是地价，在股指经过连续的下

跌之后，其做空动能逐步衰竭，

在成交量见底之后，大盘随时酝

酿反弹的可能性。

全景

85只含AB股股票B股对A股折价率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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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只“ B转A”昨挂牌 大涨60.58%
有望提升处于高折价状态的B股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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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陈颖婕

本报讯 曾经的东电B，如今

摇身一变成为浙能电力，并以A

股的身份进入投资者视线。作为

国内资本市场上的首只“ B转A”

案例，浙能电力昨日亮相A股市

场，并以60.58%的巨大涨幅抢尽

风头，其也被市场人士视为IPO

正式启动前的一场预演。

首日大涨 60%
游资表现活跃

在浙能电力正式进入投资

者视线前，市场各方曾猜测浙能

电力可能将受到上证所刚刚祭

出的“ 最严限炒令”限制。不过，

在浙能电力上市前一日，上证所

在其微博上表示，1 2月1 3日发

布的《 关于进一步加强新股上

市初期交易监管的通知》 仅适

用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IPO）

上市交易的情形。浙能电力上市

首日适用《 实时监控细则》中无

价格涨跌幅限制股票盘中临时

停牌的规定，不适用前述《 通

知》的规定。

昨日，首日上市的浙能电力

集合竞价报8.50元/股，较5.53元

/股发行价大幅高开53.71 %。开

盘后放量大涨，开盘不足2分钟

大涨68.1 7%。盘中触及9.30元/

股，遭临时停牌。复牌后股价仍

处于高位运行。收盘报8.88元，

涨幅60.58%，换手率达45.62%。

全天成交量为2.77亿手，全天成

交金额为24.39亿元。

昨日晚间上交所披露的龙

虎榜数据来看，浙能电力买入方

和卖出方的前五大席位均显示

为游资，并无机构的身影。但从

买卖双方的资金量来看，游资抛

售更为积极。卖出方前五大席位

的抛售资金合计达5.69亿元，而

买入方累计资金仅为1 .05亿元。

涨幅高于 B 股平均折价率
2013 年高分红可期

根 据 同 花 顺 i Fi nd 软 件 统

计，目前二级市场上，共有85只

个股同时拥有A股和B股。从目前

85只个股的AB股折价率来看，其

平均折价率约为41 %。因此，业

内人士认为，昨日成功从B股变

身而来的浙能电力，其全天的涨

幅也好于市场的平均折价率。

分析浙能电力首日大涨原

因，分析人士认为，浙能电力集

多项概念于一身，具备多个投资

亮点。除了公司本身业务具有亮

点，作为沪深两市“ 核电第一

股”，具有稀缺性，填补了市场

空白，使得公司拥有较高估值。

此外，浙能电力还是第一家成功

由B股转为A股的个股，公司具有

一定的示范效应，其走势可能会

为后续的B股转A股提供样本意

义。浙能电力的大股东此前还有

1 5亿元的增持承诺、1 0转增3的

转增股本的承诺等，这些承诺也

在一定程度上为公司的未来股

价做保障。

业内分析人士还指出，浙能

集团主要资产集中于浙能电力，

且浙能集团未来数年在新疆准东

等地新建煤制天然气等项目，需

要大量资金，因此推测公司每年

的分红比例将在80%左右，因此，

公司201 3年的高分红值得期待。

B股高折价率现象频现
上海板块为密集区

从目前二级市场上同时拥有

A、B股的85只股票来看，尽管近阶

段A股市场持续低迷，且当下的A

股市场仍远远“ 贵”过B股市场，

但截至上个交易日，仍有三只B股

表现不俗，包括海航B，万科B和长

安B在内的三只B股股票，其目前

的B股股价均在A股之上，其B股的

折价率分别为-26.93%、-1 8.47%

和-1.07%。

此外，B股折价率在30%以内

的个股共有1 7只，其分别为江

铃B、友谊B股、鲁泰B、鄂资B股、

招商局B、小天鹅B、华新B股、张

裕B等。而目前AB股折价率排名

较高的五只个股分别是中纺B

股、*ST中华B、金山B股、天海B和

上工B 股，截至上个交易日，上

述 个 股 的 B股 折 价 率 分 别 为

80.93%、70.62%、69.53%、67.70%

和67.65%。

从板块上来看，目前B股折

价率较高的个股主要分布在铁

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

设备制造业、房地产业，以及计

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业。再从地域板块来看，上海板

块的个股也成为B股折价率较高

的密集区，其中包括中纺B股、金

山B股、上工B 股、中路B股、外高

B股、市北B股、大江B股、物贸B

股、上柴B股、沪普天B、氯碱B股、

开开B股、双钱B股、大名城B等，

截至上个交易日，其B股的折价

率均逾54%。

A股 价格 B股 B股折价
简称 （ 元） 简称 率(%)

S中纺机 24.19 中纺B股 80.93
*ST中华A 4.19 *ST中华B 70.62
金山开发 12.23 金山B股 69.53
天津海运 6.46 天海B 67.70
上工申贝 10.42 上工B股 67.65
鼎立股份 10.38 鼎立B股 62.63
中路股份 13.18 中路B股 62.03
*ST中冠A 8.62 *ST中冠B 61.18
外高桥 34.41 外高B股 60.95
市北高新 9.37 市北B股 59.65
大江股份 5.62 大江B股 59.07
上海物贸 9.77 物贸B股 59.04
上柴股份 11.58 上柴B股 58.84
上海普天 9.11 沪普天B 58.02
方大集团 5.55 方大B 57.48
氯碱化工 6.70 氯碱B股 57.17
深华发A 6.72 深华发B 57.14
开开实业 10.22 开开B股 56.06
海欣股份 7.26 海欣B股 55.17
双钱股份 9.60 双钱B股 54.56
宝石A 17.10 宝石B 54.31
深赛格 5.05 深赛格B 53.90
*ST国商 21.36 *ST国商B 53.45
丹化科技 7.92 丹科B股 53.34
大名城 5.31 大名城B 52.99
宝信软件 23.33 宝信B 51.64
海立股份 7.16 海立B股 51.29
东方通信 5.79 东信B股 50.65
ST轻骑 3.80 ST轻骑B 50.41

A股 价格 B股 B股折价
简称 （ 元） 简称 率(%)

*ST联华 20.60 *ST联华B 50.40
特力A 8.95 特力B 48.86
仪电电子 5.37 仪电B股 48.62
深南电A 3.98 深南电B 47.85
神奇制药 13.81 神奇B股 47.46
沙隆达A 10.55 沙隆达B 45.02
浦东金桥 11.76 金桥B股 44.59
锦江投资 9.76 锦投B股 44.58
大冷股份 9.68 大冷B 44.56
自仪股份 6.98 自仪B股 44.34
耀皮玻璃 6.07 耀皮B股 44.26
深康佳A 3.86 深康佳B 44.18
*ST珠江 3.55 *ST珠江B 43.98
陆家嘴 17.40 陆家B股 42.61
深纺织A 8.02 深纺织B 42.14
*ST九龙 3.21 *ST九龙B 41.49
深深房A 3.98 深深房B 41.31
南玻A 8.39 南玻B 41.12
上海三毛 8.43 三毛B股 40.41
苏常柴A 6.04 苏常柴B 39.90
锦江股份 15.80 锦江B股 38.74
上海机电 15.72 机电B股 38.08
深深宝A 7.58 深深宝B 38.05
古井贡酒 21.80 古井贡B 36.90
锦州港 3.79 锦港B股 36.23
大众交通 6.33 大众B股 36.01
老凤祥 22.76 老凤祥B 35.86
晨鸣纸业 4.77 晨鸣B 35.81
大东海A 4.79 大东海B 35.42

A股 价格 B股 B股折价
简称 （ 元） 简称 率(%)

本钢板材 3.04 本钢板B 34.58
国药一致 39.94 一致B 34.26
深物业A 7.82 深物业B 34.10
粤高速A 2.98 粤高速B 32.73
富奥股份 6.39 富奥B 32.57
佛山照明 6.31 粤照明B 32.09
飞亚达A 7.71 飞亚达B 31.42
京东方A 2.08 京东方B 29.43
黄山旅游 10.49 黄山B股 28.90
威孚高科 29.43 苏威孚B 27.87
华电能源 2.54 华电B股 27.50
振华重工 3.51 振华B股 26.09
深赤湾A 15.35 深赤湾B 25.91
美菱电器 4.84 皖美菱B 25.65
丽珠集团 38.88 丽珠B 25.59
粤电力A 4.82 粤电力B 24.52
张裕A 27.57 张裕B 24.20
华新水泥 12.21 华新B股 23.38
小天鹅A 9.47 小天鹅B 22.42
招商地产 20.54 招商局B 21.85
鄂尔多斯 7.12 鄂资B股 21.29
鲁泰A 10.03 鲁泰B 18.01
友谊股份 9.67 友谊B股 14.52
江铃汽车 25.64 江铃B 12.00
长安汽车 11.65 长安B -1.07
万科A 8.14 万科B -18.47
海南航空 2.01 海航B股 -26.93

央行第四季度问卷调查显示

居民投资意愿减少

随时酝酿反弹的可能性

业主：新别墅交房两年漏水两年
富力湾是否“ 粉饰”太平打太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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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盘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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