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存在银行里亏钱，打新股也亏钱，还不如去买理财产品。”某银行
人士介绍，以前上市公司喜欢买新股，是因为新股肯定能赚钱，但是去年
行情不好，很多打新股的资金被套。因此，在刚刚过去的2011年，购买银行
理财产品不仅成为平常百姓对冲“负利率”的首选，也成为上市公司利用
闲置资金投资的主要方式。截至2011年12月31日，共有87家公司发布关于
利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累计投资总额高达304.7亿元。

市场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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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2月3日讯 刚刚换帅的九芝堂，
新年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出资4.2亿元投向
理财产品，这也是九芝堂继去年拟定不超
过6亿元理财后新年的第一笔投资。

引起股民注意的是：1月31日九芝堂公
告程继忠作为总经理接掌公司，当天股价几乎
涨停。今日公告启动理财项目后，股价又大
涨6个点。

【股民质疑】不务正业向房产输血？
记者研读九芝堂财务报表发现，在

公司2011年半年报中， 并无银行理财产
品的任何踪影。而三季报显示，公司持有
的银行理财产品初始投资金额为3.9976
亿元，且报告期内形成约74万元的损益。

由此看来， 九芝堂大举投资银行理
财产品实际上从去年三季度就启动了，加
上今年1月份刚投入的4.2亿元，总额超过
8亿。

什么原因导致九芝堂半年内拿出如
此多的资金投向银行短期理财产品？对
此外界表示不理解， 虽然九芝堂近日引
进了新的总经理程继忠主管营销， 这是
回归主业的一个信号， 但是这次用4.2亿
购买理财产品，却是九芝堂“不务正业”
的一个表现。也有股民质疑，九芝堂在房

地产低迷的时候， 下大本钱购买理财产
品， 其实是在间接给低迷的房地产“输
血”，因为从目前的情况看，房地产已经
“绑架” 了银行。

【公司回应】只想赚点安心钱
对上述说法， 九芝堂副董事长刘志

涛表示否认，他告诉记者，九芝堂是直接
跟银行建立关系的， 买的纯粹是理财产
品，“谁给的利率高，我们就投谁，买谁。”
刘志涛称，因为这两年新股行情不稳定，
风险大，除了买理财产品，还没有更适合
的项目可以投资。如果将钱存进银行，受
利率倒挂影响，存钱其实是亏的。而记者
发现，九芝堂2011年上半年，还曾通过打
新股获利5.85万元。

当记者转达股民对公司主业的担心
时，刘志涛表示请广大股民放心，因为闲
置资金的投资不会对公司主业产生影
响。 公司购买的都是保本保收益的无风
险理财产品， 公司的闲置资金这段时间
都不会考虑去“打新”。根据公司的议案，
公司还可能将剩下的1.8亿元用于短期投
资，诸如买好的理财产品之类。

■记者 赵伟 李庆钢
实习生 俞淇铭 闫沁波

春节假期过后， 投注站纷纷开门迎
客，不少彩民是冲着“快乐十分之动物总
动员”去的，其中一些人还特意带着亲戚
朋友来“快乐”一下，他们认为合家团聚
时玩“动物总动员”既热闹喜庆又有心跳
的感觉。

“动物总动员” 抛开略显枯燥的数
字， 独辟蹊径地采用了20种活泼可爱的
卡通动物作为投注元素， 所以在受到老

彩民欢迎的同时，也吸引了不少新彩民。
谈起“动物总动员”，业主陈女士颇有感
触，“‘动物总动员’确实不错，好玩、中奖
机会又多。现在，我的投注站里，每天都
有很多彩民前来玩‘动物总动员’。”

在“动物总动员”的10种玩法中，选
二任选、选三任选、选四任选等方式深受
彩民喜爱， 很多人采用倍投方式擒获大
奖。 新彩民张先生说：“‘动物总动员’玩
法简单，我虽然是初级彩民，但也多次中
奖 ， 真 正 让 我 体 验 了 快 乐 购 彩 。”

■马克

选三任选，中奖也疯狂
张先生（化名）在麻阳经营着一家具

有苗族特色的餐馆， 平时没事的时候喜
欢玩福利彩票。自从“快乐十分之动物总
动员”上市以来，他便被其快速开奖、趣
味性强等特点所吸引， 每天都要玩上几
期“动物”。

2月2日一大早， 他习惯性地来到麻
阳43124122号投注站购买“动物总动
员”，在当天第14期时，他看好猴、鸡、猪
三种动物， 便信心百倍地大胆倍投猴、

鸡、猪选三任选900倍。当期开出的8种动
物中，正好包括了猴、鸡、猪。张先生轻松
将21600元奖金收入囊中。 ■张红兰

《东阿营销奇才新年接掌九芝堂》后续

新春佳节，快乐动员

银行理财投入增加到8亿 九芝堂不看好其它项目

行情太差，上市公司不愿买新股

湘乡东山书院
获评4A级旅游景区

本报2月3日讯 记者从省旅游局获悉，
湘乡市东山书院作为省内保存最为完整的
清代书院， 正式获评为国家4A级旅游景
区。湘乡市市长胡海军介绍，东山书院是伟
人毛泽东同志青少年时期求学的地方，湘
乡市将其打造成湖南省红色旅游精品线
路———“毛泽东成长之路”的重要节点。

■记者 唐能

缺陷汽车召回制度征意见
国务院法制办3日公布了《缺陷汽车产

品召回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我国拟将
扩大汽车召回内容， 汽车产品相关信息需
保留至少10年，不召回将面临严厉处罚。

公众可在3月4日前， 登录中国政府法
制信息网，或者通过信函、电子邮件方式发
表意见。 ■据新华网

分红政策推动铁公鸡拔毛
随着上市公司2011年年报和业绩预报

的逐渐披露， 上市公司分红送转情况也揭
开面纱。统计显示，截至目前已经有25家上
市公司推出了2011年度的分配预案， 分析
人士认为， 由于证监会推动上市公司分红
的政策力度加大，预计今年上市公司“铁公
鸡”的数量或较往年有所下降。

■据第一财经日报

资讯集装箱

期货日评

触屏板块周五领涨大盘。 曾经风光无
限， 给投资者留下深刻印象的触屏板块自
2010年10月的大反弹之后就“王小二过
年，一年不如一年”。但周五这个板块的突
然崛起，又引发了投资者的遐想：触屏板块
会不会借助iPhone4S的风潮卷土重来？

电信版iPhone4S激活触屏板块
随着电信版 iPhone4S即将上市 ，i-

Phone4S的热销已成定局。据报道， CDMA
版iPhone�4S终于过关斩将，通过了国内多
项上市前的认证， 中国电信也首次确认，最
快将在一季度引入iPhone�4S。

与iPhone4S关系最密切的触屏板块
上市公司自然是“春江水暖鸭先知”，提前

做出反应。当日触屏板块全线飘红，板块中
涨幅超过5%的股票数量超过一半，其中莱
宝高科、欧菲光均涨停。

利润增长吸引机构扎堆
不少券商认为， 国内上市公司的触摸

屏业务已开始贡献利润。翻阅去年三季报
就可以发现不少机构早已布局，例如华东
科技，去年三季报的前十大流通股股东中
就有新进的基金，有中国工商银行—南方
绩优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
671.64万股，中国银行—泰信优质生活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500.74万股，此外
还有两家阳光私募资金去年三季报显示
新进。

此外，南玻A、得润电子、长电科技、华
微电子等触摸屏个股去年三季度财报里的前
十大流通股股东里面均出现了基金的身影。

科技股也分得一杯羹
触屏板块的异动， 无疑对科技股中的其

他板块起到了刺激作用。周五电子器件、卫星
导航、电子信息、云计算等科技股板块纷纷乘
势而起，形成一股科技股的热潮。

浙商 证券 吕小 萍 分析 指出 ，“i-
Phone4S是一个巨大的业绩增长点， 因而
触屏板块的上涨有较坚实的基础， 这个板
块的上涨应有较强持续性。 在近期市场转
暖的情况下， 科技股有望成为市场中的亮
点。” ■记者 李庆钢

吃上一口“苹果”，触屏板块“热血沸腾”了

大盘反弹还要走一段曲折路
IF1202合约周五小幅高开， 早盘窄幅

震荡，午后大幅上涨，报收小阳线，成交环
比大幅减少，而持仓环比小幅减少。现货沪
深300指数周五小幅低开， 报收小阳线，成
交量环比放大两成。

沪深300指数技术上看，周五大盘早盘
震荡后， 股指午后在金融板块的带动下突
破60天线及整数关2500点，大盘日Ｋ线收
一根小阳线，成交量环比增加，KDJ指标金
叉向上，MACD指标红柱继续放大，因而德

盛期货研究员认为， 后市如果量能继续放
大的话，大盘的反弹有望继续。但是由于在
2500点上方的套牢盘压力， 加上近期消息
面的多变，“大盘的反弹可能会相对曲折。”
该研究员表示， 周一大盘可能回抽考验60
天线突破的有效性，关注消息面和量能的变
化及2480点附近的支撑力度。操作上，他建
议趋势投资者逢低做多，日内短线投资者在
2480-2535点间高抛低吸，注意止损。

周五国内基本金属低开， 盘中小幅震

荡，午后震荡走高。操作建议：短线交易为
主，设好止损。

棉花现货有所上涨， 周五郑棉小幅上
涨。 但实际上现货市场购销并未有实质好
转，下周美国农业部报告公布，重点关注种
植面积预估报告， 或将对期棉价格产生较
大影响。 周五郑棉1205合约开盘走弱后震
荡回升，收小阳线，期价重回5日均线之上，
上升格局依然保持良好，操作上，逢低做多
为主，轻仓交易。 ■记者 李庆钢

热点板块

都是“负利率”
惹的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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