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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杰 品 股

追 涨 杀 跌

掘金龙虎榜

来回拉锯

问：周四沪指低开，盘中
震荡走高，收盘上涨，你怎么
看？

答：两市合计成交尽管
小幅萎缩，但依然处于5000
亿水平，因此资金完全有切
换板块的可能，早盘表现较
好的次新股指数最终翻绿，
但依靠权重股的发力，市场
还是能再度收阳。截至收
盘，两市涨停 35 只，跌停 4
只。技术上看，各股指均收
出3连阳走势，沪指最强再
度刷新近期新高，且日线
MACD指标出现金叉，深成指
盘中也上摸了10日均线，显
示短期反弹第一目标位已基
本达到，创业板指数最弱仅
刚刚收复5日均线；60分钟
图显示，最弱的创业板指失
守5小时均线，不过各股指
60分钟MACD指标依然保持
金叉状态，深成指距离60小
时均线仅差不足50点；经过
连续三日反弹，各股指滞涨
已经开始，预期来回拉锯行
情将会在近几日展开，后市

仍需关注成交变化及5小时
均线的得失。期指市场，各
合约累计成交、持仓减少，各
期指合约负溢价水平整体变
化不大，上证50期指有三个
合约出现正溢价。综合来
看，次新股消息面依然没有
变化，这势必影响整体反弹
的趋势，尽管下个时间窗口
是下周四左右，但操作上仍
需多一个心眼。

资产：周四按计划以
17.36元买入东方园林4万
股，之后以17.63元卖出4万
股；王府井未达预期价格未
能低吸。目前持有广东鸿图
（002101）4.2 万股，尖峰集
团（600668）5万股，东方园林
（002310）4 万股，南山控股
（002314）6 万股，青岛海尔
（600690）3.4万股，启迪桑德
（000826）1.8万股。资金余
额 2459765.81 元 ，总 净 值
6481205.81 元 ， 盈 利
3140.6%。

周五操作计划：尖峰集
团、青岛海尔、南山控股、启
迪桑德、广东鸿图、东方园林
拟持股待涨，拟不高于15.2
元买回之前高抛的王府井
（600859）。 胡佳杰

超跌股再涨

乐心医疗（300562）：7
月 20 日涨停。乐心医疗
2016年年报推出10转22的
高送转方案，因此获得相当
的溢价，在公布方案后的两
个月内，涨幅达 70%。但除
权后一路下跌，最近更是 9
连阴，目前价格（复权后）较
最高点下挫 60%以上。5 月
19日的涨停，属超跌反弹，
同样，19日涨停板的半数，
如上海天洋等均是超跌股反
弹。近日市场呈现一个规
律，热点板块（涨价概念股）
和超跌股轮流涨。需要注意
的是，这种超跌股可以打首
板，但是次日介入往往风险
蛮大的。

鄂尔多斯（600295）：截
至7月20日连续3天涨停。
公司主要产品硅锰、锰铁价格

2017年以来持续快速上涨，
而后续螺纹钢有望改用合金
工艺，将明显带动硅铁、硅锰
需求、从而促使价格进一步上
涨。公司业绩将充分受益于
产品价格上涨。受益于此，鄂
尔多斯已连续三天涨停。不
过，最近的强势股三个板到
头，21日切忌追高了。

九有股份（600462）：截
至7月20日连续2天跌停。
20日，有4只个股跌停，其中
就有3只是停牌一段时间后
复牌补跌。其中，万盛股份
拟以37.5亿元收购匠芯知本
100%股权。新日恒力拟以
10 亿元转让金属制品业
务。九有股份则是拟以1.58
亿元收购供应链管理公司润
泰供应链51%的股权。这类
个股如果跌幅过深，在底端
明显放量，还是有交易性机
会的。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朱雷

房地产业资金净流入

20日，行业资金流向方
面，18个行业资金净流入，
其中房地产、家电行业、酿酒
行业等行业资金净流入居
前。43个行业资金净流出，
其中券商信托、有色金属、银
行等行业资金净流出。

龙虎榜显示，2 只个股
获机构净买入。

个股提示
大元泵业（603757）公

司主要从事各类泵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公司产品主要
分为两个大类：小型潜水电
泵、井用潜水电泵、陆上泵等
农用水泵和应用于热水循
环、制冷、化工等领域的屏蔽
泵。20日获机构净买入566
万元。

东晶电子（002199）公

司专业从事石英晶体元器
件、LED 蓝宝石等领域相关
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目
前已形成石英晶体元器件、
蓝宝石两大业务板块。20日
获机构净买入110万元。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赵雅儒

参与C919零部件加工
川企爱乐达过会

爱乐达的实际控制人有4位，分别
是冉光文、范庆新、丁洪涛和谢鹏，他们
直接或间接合计持有公司75.71%的股
份，其中冉光文为第一大股东，这4人
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

从招股说明书看，公司前身在2004
年成立，注册资本100万元，其中冉光文
出资30万元、范庆新出资 23万元、丁洪
涛出资 24万元、谢鹏出资 23 万元。
2015年11月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

简历显示，爱乐达的4位实际控制
人都是飞机制造业的专业人士。有趣
的是，他们是同学，均于1986年毕业于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其中，冉光文、丁洪

涛和谢鹏还毕业于同一个专业——机
械制造工程专业。

毕业后，范庆新曾在成都发动机公
司工作；冉光文曾在成都飞机工业公司
工作；丁洪涛和谢鹏则曾在成都飞机设
计研究所工作过。

2015年12月，公司实施了员工持
股计划，参与对象合计为39名，均为公
司在职员工，由参与对象出资设立成都
天合创富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并由天合创富增资爱乐达。其中
包括了大量的经营和技术人员。一旦
爱乐达成功上市，这些员工们也将分享
创业回报。

爱乐达成今年第2家上市川企，川企上市总数增至113家

据证监会网站披露，创业板发审委于7月19日召开的会议上，成都爱乐达航空制造股份有限公司（首发）获
通过。这样，爱乐达有望成为今年第2家IPO的川股，以及第113家川股。

公开资料显示，成立于2004年的爱乐达立足航空领域，主要从事军用飞机和民用客机零部件的精密加工
业务。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冉光文、范庆新、丁洪涛和谢鹏等4人。

在证监会所公布的审核结果公告
中，对爱乐达提出的询问，主要集中与
中航工业之间业务可持续性。

招股说明书披露，2005年，由于国
际转包业务发展，中航工业承接了空客
A320、波音B737等机型的部分转包业
务，其将承接的部分零件转包，爱乐达逐
渐承接了部分民机转包业务。报告期内
发行人来自第一大客户中航工业下属单
位的收入占比分别为96.02%、97.94%、
98.11%。

爱乐达需说明，来料加工业务中是
否能明确区分属于民机转包业务，中航
工业承接空客A320、波音B737等机型
的部分转包业务后再转包给发行人，是
否存在法律诉讼风险。爱乐达航空目
前主要生产模式为来料加工，业务收入
几乎全部来自于中航工业。公司需说
明，如何保证与中航工业之间承接业务
的可持续性与稳定性，相关业务运作风
险是否已充分披露。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朱雷

据招股说明书，公司成立10余年
来，累积参与了多种型号涉及3000余
项航空零部件的配套研制及生产，积累
了丰富的精密加工技术和经验，并形成
了一批广泛应用于公司主营业务的核
心技术和专利。至2015年底，公司已
获授予6项实用新型专利，2项发明专
利正在审核中。”

此次，公司拟募集资金43804.80
万元，用于建设三轴、五轴数控加工
中心扩能建设（24841.68 万元）、热表
处理和无损检测生产线建设（6048.47
万 元）、研 发 中 心 升 级 建 设 项 目
（4914.66 万 元）以及补充运营资金
（8000万元）。

爱乐达现有产品主要包括飞机登

机门、应急门、扰流片、副翼、机轮舱、地
板梁、方向舵等部件的肋、梁、接头、支
座、框等1200余项零件，涉及多个军机
机型以及波音 B737、B747-8、B767、
空客 A320、A340、中国商飞 C919、
ARJ21 等民机机型。

招股说明书显示，爱乐达2014年
度、2015年度和2016年度主营业务毛
利 率 分 别 为 70.52% 、78.44% 和
79.40%，毛利率相对较高。

业内人士指出，今年5月，成都天
府国际机场正式开建，这不仅给四川本
土的基建、配套、服务等公司带来利好，
类似爱乐达、四川九洲、川大智胜等这
样的飞机零部件制造、飞机维修、空管
业务公司也将从中受益。

4位60后同学携手创业

主营飞机零部件制造

发审委问业务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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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紧急补充质押
7月20午间，中能电气发布公告，

控 股 股 东 CHEN MANHONG 于
2017年7月18日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150万股补充质押给长江证券。截至
目前，CHEN MANHONG2622 万股
已被质押，占总股本的8.51%。

无独有偶，财信发展20日午间公
告称，财信地产向太平洋证券补充质押
155003股。此外，科信技术也于20日
午间发布补充质押公告。公司称，因股

份质押经办证券公司计算出现差错，为
提高股份质押的安全度，控制人之一陈
登志将所持有公司的5万股进行了补
充质押。公告中还特别提示，质押比例
较低，不存在强制平仓或过户的风险。

上市公司停牌“自救”
7月20日，欣龙控股停牌。公司

质押的4545万股警戒线为5.72元，公
司股票价格已触及警戒线。

同样，因质押的公司股票触及平
仓线，7月18日，银河生物、欢瑞世纪

停牌。同天午间，科林环保临时停牌。
来自同花顺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

两市共有1527家上市公司进行了股权
质押，累计质押参考市值高达3.92万亿
元。其中，42只个股质押股权比例超过
60%，11只个股质押股权比例超过70%。

长城证券投资顾问龚科认为，大量
高比例股权被大股东质押出去甚至冻结
的背后，存在着这些股权被拍卖的可能，
进而导致上市公司控股权转移的风险。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白兰

“爆仓”危机再现 多公司紧急补充质押
7月20日午间，中能电气、
科信技术、财信发展纷纷

发布补充质押公告。本周以来，已
经有 38 家公司发布了此类公告。
面对“爆仓”危机，不少公司也选择
了停牌“自救”。19日晚间，欣龙控
股公告称，因质押的4545万股已触
及警戒线，公司股票自7月20日起
停牌。

更多药品纳入医保目录，是最实在的民生福利
◎李晓亮

“共享书店”的价值不妨交由市场判断
◎朱昌俊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19日宣
布，36种药品经谈判成功正式纳入国家
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
品目录乙类范围。这36种药品多为高
价刚需药，谈判后的医保支付标准与
2016年平均零售价相比平均降幅达到
44%，最高的达到70%。这是我国首次
开展药品目录准入谈判。（人民日报）

做得好，就是要支持肯定。政府行
为，也都由人完成。人的理性总是有限
的，在公共政策有瑕疵欠考虑时，该批
评建言就别留情面，但像这种惠及民生
的举动，该肯定时，也不用不好意思。

长足长效的制度进步，有时就是

那些看似细微的点滴累进中堆砌而
成。何况，这次并非是纳入前两块钱
的感冒药，纳入后优惠个三四成，你一
次省了个块儿八毛的。报道中，新闻
图虽只列举了部分药品，但其中最便
宜也是降幅最大的厄洛替尼，还非整
盒整瓶整支，而是论片卖，之前一片单
价就近七百，现是近两百元。列出的
最贵的硼替佐米，此前一万三一瓶，纳
入后降五成，还有六千出头。

纳入后高价药降价只是一方面，扩
大了纳入范围才更根本。难能可贵正
在于，这次过半是治疗肿瘤的“救命
药”。36个药品中18个是肿瘤治疗药，

覆盖了肺癌、胃癌、乳腺癌、结直肠癌、
淋巴瘤、骨髓瘤等癌种；还包括治疗心
血管病、肾病、眼病、精神病、抗感染、糖
尿病等药物。政策层面一举直接推动
重大疾病或慢性病药价降价过程。

谈癌色变，因病返贫，相比头疼脑热
常规药，此前需患者自费的治疗肿瘤等
重大或慢性疾病的高价救命药，才是最
大负担。而这些社会比较关注、参保人
员需求迫切的肿瘤靶向药物，成为拟谈
判首选，也是民意被倾听被重视的体现。

不过美中不足也有：药价谈判试
点时只有5个，此次直接扩至44个，值
得肯定，但只谈成 36 个说明 8 个失

败。其中药企坚持不肯降价的最主要
心理因素，就是觉得自己的药市场需
求刚性，且短期难以替代。

而这则直指新药引进和审批速
度、程序痛点。日前相关会议上也明
确要求加快药品上市审评审批。想必
大家都记得过去类似的特效药、救命
药，国内难求，辗转境外求药的尴尬。
现在药价谈判在加速，但更刚性的需
求同样也体现在药品审批速度上。如
果双管齐下，谈判审批同步加速，药企
自然不敢托大，谈判更有力度和筹码，
市场上有更多廉价特效救命药可选，
这绝对是最实实在在的民生福利。

只需缴纳99元押金,便
可免费把书从书店带回家；
10天内归还可享免费借阅,
押金随时退换；三个月内读
完12本可享返还押金的8%
作为“阅读奖学金”……近
日，安徽合肥出现了新形式
的共享书店。（新华网）

共享概念盛行的年代，再稀
奇的共享模式，恐都难以让人感
到意外，正如有人所调侃的：还有
什么东西是不能共享的？在此
背景下，共享书店的诞生，似乎就
有某种大势所趋下的必然性了。

只能现场翻阅或购买，不
能借阅带走，这是书店与图书馆
的一个重要区别。在某种程度
上，合肥这一书店的共享规则，
则是打通了书店与图书馆的区
隔：只要下载APP，交99元押金，
即可把书带回家阅读，然后在规
定的时间内还回就行。从使用
权与所有权分离的角度，这种规
则，倒确实是契合了“共享理念”
的实质。同时，看完即还，无需
为囤书而烦恼，也满足了时下不
少人的“断舍离”态度。

目前大部分城市的公共图
书馆，办卡和借阅，其实也都比
较方便了。但相对来说，共享
书店，因为其属于商业性质，在
书的更新效率和服务等方面，
都有着优势，相信能给人与一
般图书馆不一样的借阅体验。

为了鼓励阅读、传播阅
读，共享书店还推出“阅读奖
学金”制度，只要根据规则完
成阅读任务，即可获得充值押
金的返还。此外，读者还可以
通过书店的APP将自己拥有
的书籍在“智慧书房”的虚拟
空间内进行管理，通过写书
评、晒书拍等方式进行评论和
交流，实现“以书会友”。这些
延伸服务，是致力于增加书店
与读者的互动频率，并扩大阅
读的社交功能，这与时下一些
民营书店所主打的社交体验，
其实有着殊途同归之效。

其实，对真正热爱阅读
的人而言，书店具体的经营
模式到底是怎样并不重要，
关键还是店内所提供的书的
质量到底如何，是否能满足
特定群体的阅读口味，能否
引领一种有质量的阅读观
念。在这个意义上，共享书
店也好，传统书店也罢，只要
能够给人带来良好的阅读和
消费体验，都值得肯定。

事实上，书店作为一种市
场化机构，它不同于一般的公
共图书馆，还有一个最大的不
同，即是经营的好坏，评判权
最终还是在市场和消费者手
上。明晰这一点，其实不必要
太在意书店的形式，市场自然
会给出最客观的答案。

7月 11日下午，河北邯郸市滏东
大街联防路斑马线上，红灯亮起时几
名孩子和穿着交警制服的民警随着音
乐起舞，并在绿灯亮起前退出。邯郸
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渚河大队一名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为了让市民遵守
交通规则，渚河大队和当地一所舞蹈
学校共同创作了上述“等灯舞”，跳舞
时有民警在一旁保障孩子的安全。由
于天气炎热，目前已暂停了跳“等灯
舞”活动。（北京青年报）

为了宣传交通规则，当地交管部
门颇费苦心地设计出了这套等灯舞。
然而，在一般围观者看来，这却成了脑
洞大开的“神创意”。

按理来说，在长久的执法实践过
程中，交管部门对于交规的宣传，业已
形成了一套成熟的工作范式。而跳

“等灯舞”，显然不属于其惯用选项。
如果非要说，等灯舞能立竿见影引导
市民遵守交通规则，那么多多少少显
得有些牵强；然而不容否认的是，等灯
舞因其自带的话题性，已然成功吸引
了大量的舆论聚焦和公共讨论——由
此间接强化了公众对交规的关注，也
算是有所收获。

尽管从客观后果来看，跳“等灯
舞”起到了类似事件营销的传播效
果。但几乎可以断定，就主观意愿来
说，当地交警此举的本意绝不在于

此。从等灯舞所用的伴奏音乐“斑马
线上亮红灯，请您等一等，红灯一会儿
变绿灯……”可知，这整套歌舞原本还
是基于“直接说教”的思路来设计的。
相关部门之所以会认为它有用，很可
能并不是出于严谨的论证，而仅仅是
因其“形式活泼”“内容生动”云云。

“等灯舞”究竟能不能让市民遵守
交规？对此，谁也无法给出明确的实
证论述，即便是作为当事方的邯郸交
警，也仅仅只能给出一套模糊的、或然
性推想。唯一可以确定的是，炎炎夏
日让一群孩子在街头跳舞宣教，这种
做法本身就是有欠考虑的：从过程来
看，这一做法让学生们额外承受了本

不属于他们的责任和辛苦；而从程序
上看，早有规定“组织中小学师生参加
与教育教学无关的社会活动，必须报
请教育行政部门批准”，不知当地有没
有走这道流程？

引导小学生合理适度地参加社会
公益活动，自然值得鼓励，但这同样也
是有前提的。至少，应该确保他们的
付出是有价值的、所承受的“代价”是
适当的……倘若以此量之，交通管理
部门组织跳“等灯舞”之类的活动，实
在未必能说对得起这群孩子们。将宣
传公共规则的重任，过早、过多地转移
到孩子身上，终究还是难免予人口实、
引人非议。

普及交通规则，有好创意也要有好效果
◎蒋璟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