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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板指数盘中首次突破2000点
自诞生以来，只花了5年不到的时间就已经成功翻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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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参股基金
上市公司收红包

本报讯 记者 孙琪 伴随着

201 4年股债双牛，基金公司大资

产时代轰隆而来，截至去年年底，

基金公司管理的公募规模达到

4.54万亿元，非公募资产规模达

2.1 5万亿元，营业收入和净利润

均实现增长，令控股、参股基金公

司的上市公司多收了三五斗。

广发证券2 月1 4 日发布年

报 ， 其 称 201 4 年 营 业 收 入 为

1 33.95亿元，同比增长63.20%。其

在年报中称控股子公司（ 持股比

例为51 .1 3%）广发基金去年资产

规模合计1 71 8.21 亿元，比201 3

年末上升1 8.09%。报告期内，广发

基金实现营业收入1 7.84 亿元，

同比增长1 3.70%。净利润为6.04

亿元。

广发证券持股25%的易方达

基金去年也实现了营业收入和净

利润的双增长，广发证券年报显

示，201 4年易达基金实现营业收

入1 9.81 亿元，同比增长4.73%，净

利润为6.54亿元。年报还显示，易

方达基金向广发证券贡献了席位

佣金及尾随佣金829.25万元。

持有诺安基金20%的股权的

大恒科技2月28日公布的201 4年

年报，公司所持20%诺安基金股

权投资收益为41 71 .05万元，大

致与201 3年持平。在201 3年年报

中，大恒科技表示，持有20%诺安

基金股权投资收益为41 1 8.79万

元。这样，大恒科技从诺安基金

获得的累计股权投资收益已经

超过1 .2亿元，已经超过其当初

1 .1 6亿元的投入。

青年报资深记者 吴缵超

本报讯 羊年的第一批新股

来了，又是24只扎堆发行，沪深

交易所各半，下周起将进入申购

时间。

证监会公布的批文显示，拟

登陆上交所的1 2家公司为爱普

香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部湾

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拓普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东方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创力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

公司、安徽九华山旅游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浙江鼎力机械股份有

限公司、江苏立霸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龙韵广告传播股份有

限公司、常州腾龙汽车零部件股

份有限公司、上海全筑建筑装饰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昆明龙净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四川国光农化股份有限公

司、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

限公司、江西世龙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等4 家企业拟登陆深交

所中小板。登陆创业板的8家公

司为北京恒通创新赛木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河北四通新型金

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强

力电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暴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绵阳富临精工机械股份有限公

司、蓝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诚益通控制工程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中泰深冷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

值得注意的是，本批新股中

有5家是上海本地公司，东方证

券之前曾经冲刺上市未果，本次

东方证券拟在上交所公开发行

股份1 0亿股。东方证券的参股

公司中，涉及上市公司的有不

少，包括浦东金桥、长城信息、上

海建工、上海九百等，其中浦东

金桥持股最多，为1 .66亿股，占

东 方 证 券 发 行 前 股 本 比 例

3.88%，昨天浦东金桥早盘高开，

一度上涨4%，不过之后步步下

行，收盘反而下跌1 .45%，报收

24.44元。

其他4只上海本地股中，爱

普香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营

业务为香料、香精的研发、生产

和销售，上海创力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所处行业属于煤炭机械装

备制造业，是为煤炭开采和洗选

行业提供专用生产设备的行业，

上海龙韵广告传播股份有限公

司是专业从事电视媒体广告经

营的综合型广告公司，上海全筑

建筑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

一家专业从事建筑装饰工程服

务的综合性企业集团。

今年以来，IPO批文的下发

速度已较201 4年IPO重启之后大

大加快，1 月份有两批新股获准

发行，第一批有20家，第二批有

24家，本月再有24家公司获批。

青年报资深记者 吴缵超

本报讯 昨天创业板指数盘

中历史性突破了2000点，创业板

指数自诞生以来，只花了5年不

到的时间就已经成功翻倍。

被称为十年磨一剑的创业

板自2009年创立以来便承担了

股民的太多期许，201 0年6月1

日，创业板指数正式发布，基点

为1 000点，选择在六一儿童节

发布这样一个指数，被市场另一

种解读为一个新生儿，同年1 2

月创出1 239.60点的高点后，这

个一出生就患有“ 三高”的市场

就再无表现，并且在201 2年底

创业板指数跌至585.44点。

而201 3年是创业板指数崛

起的一年，从201 2年底最低的

585.44点上涨到201 4年初最高点

1 571.40点，涨幅高达1 68%，持续

时间长约一年。而今年，谁都没想

到，在沪指踌躇不前的时候，恰恰

又是这个让人既爱又恨的创业板

指数率先发力，短短两个多月的

时间，创业板指数已经大涨了

33.29%，昨天盘中更突破2000点

大关，再次令人刮目相看。

深交所最新的数据显示，截

至今年2月28日，创业板全部

421 家公司按要求通过业绩快

报、年度报告、上市公告书等形

式披露了201 4年度主要财务数

据，近70%的公司净利润实现同

比增长，成长性突出，充分体现

了创业板市场的定位及特色。

巧合的是，创业板市场曾经

被寄予“ 中国纳斯达克”，而本周

一，美国股市收高，标普500指数

与道指再创新高，纳斯达克综合

指数上涨44.57点，报5008.1 0点，

涨幅为0.90%，纳斯达克综合指数

1 5年来首度站上5000点关口。

截至昨天收盘统计，沪深股

市百元股共有1 2只，其中竟然

有1 0只百元股被创业板股票包

揽，分别是全通教育、腾信股份、

飞天诚信、安硕信息、三六五网、

东方网力、上海钢联、浩丰科技、

京天利和卫宁软件。

不过，昨日受大盘下跌的影

响，创业板指数盘中突破2000

点，最高摸至2004.03点后也返

身向下。昨天沪深大盘表现不

佳，早盘两市双双低开，基本维

持低位震荡走势，尾盘两市持续

走低，沪指失守3300点。截至收

盘 ， 沪 指 报 3263.05 点 ， 跌 幅

2.1 9%，深成指报1 1 526.2点，跌

幅3.01 %，创业板指数报1 961 .74

点，跌幅1 .27%。

板块个股方面，环保股延续

昨日强势，菲达环保、聚光科技、

雪迪龙、科林环保、三维丝强势

封停，盛屯矿业、南山铝业涨停，

鑫科材料、贵研铂业涨逾8%，激

活有色板块。

证券、银行、房地产等板块

是做空大盘的主要力量。券商股

集体下挫，西部证券、华泰证券、

国元证券跌逾5%，海通证券、东

北证券、西南证券等跌逾4%，中

信银行跌逾4%，北京银行、宁波

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等跌

逾3%，房地产股中保利地产跌

5.58，万科跌4.46%。

羊年的第一批新股来了 沪股有5家

看好羊年钱景
基金发行频超30亿

本报讯 记者 孙琪 近日公

告成立的上投摩根安全战略股

票基金募集规模达34.2亿元，至

此，201 5前两月完成募集的新基

金共计64只，平均首发规模为

1 4.1 亿元，其中有5只新基金首

募超过30亿。

记者统计发现，在今年首发

的64只新基中，有1 7只基金首发

规模超过20亿元，5只首发超过

30亿元，其中包括中欧明睿新起

点混合、鹏华弘盛混合、工银国

企改革股票、上投摩根安全战略

股票基金以及华夏MSCI中国A股

指数ETF。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以来偏

股基金发行更为火爆，数据显

示，201 5年前两月，偏股基金发

行48只，平均募集规模达到1 6.1

亿，远超201 4年1 90只偏股基金

平均1 0.6亿的首发规模。

周培骏 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