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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三股市大跌，周四又跌，却有投资者
大喜过望，“现在是买入银行股赚红利的好
时机”。的确，根据目前银行股公布的年报来
看，不少银行股的现金分红已经超越定期存
款利息，不失为当前较好的投资品种。

银行股息率超银行利率
目前除“铁公鸡”深发展A外，其他公布

年报的银行股都有不错的现金“红包”。以3
月29日收盘价和税前分红计， 浦发股息率
为3.34%、 民生4.77%、 农行4.96%、 建行
4.99%。此外民生甚至还将实施每年两次分
红， 其2012年中期利润分配的现金分红比
例不低于同期净利润的20%。

目前1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为3.5%，这意
味着不少银行的股息率已超越定存收益。
“银行板块保持较高的可持续的现金分红率
可能是趋势，在股价表现相对低迷时期能有
效提高投资者回报。” 光大证券在一份报告
中点评称。

作为蓝筹股很难大涨
虽然银行股息率较为可观，但是银行股

价却一直未见大涨。 深发展近来下跌近
10%，华夏银行跌幅超过8%，民生银行的跌
幅也达6%以上。

针对这种情况， 不少市场人士均表示，
这主要是由于上市银行面临地方债务危机、
再融资等重重关卡。同时，机构对银行股也
是顾虑重重，瑞银证券财富管理研究部主管
兼首席中国投资策略师高挺近日表示，银行
股基本面最强势已过去。

知名私募基金经理但斌曾表示，A股
也喜欢搞两极分化，就算A股跌到1500点，
也是90%的股票仍然高估， 蓝筹极度低估
的现实。因而作为蓝筹股的重要成员，银行
股尽管能提供较为可观的股息， 但股价将
难以大涨。

■记者 李庆钢

钱存银行不如买银行股

继首航节能首日上市即破发后，3
月29日上市的裕兴股份、 鞍重股份、远
方光电和慈星股份，四只新股全线跌破
发行价。

同日上市的新股广汽集团，虽然未
破发，但也离破发仅一步之遥。新股首
日破发， 新股上市炒作之风全面降温，
无疑是“限新令”持续发酵的结果。

“限炒令”后几乎每股必停
自3月7日深交所新股临停新规后，

深市新股上市首日均被临时停牌，但尚
未出现破发的。其中，除了在上交所发
行上市的中国交建以外， 其他19只新
股，均在上市首日因触及“限炒令”而被
临时停牌， 出现了几乎每股必停的尴
尬。

不过，27日上市的新股首航节能，
打破了这一规律。对此市场认为，新一
轮的破发潮开启了。与大涨之后再破发
不同，首日上市即破发让一级市场的暴
利不再，这对于炒新者是重大打击。

德邦证券分析师张海东称，一级市

场的暴利损失的是二级市场的利益，
“去年新股发行价的平均市盈率为47
倍，比主板平均市盈率高出3倍。过高的
定价注定大部分新股在上市后短暂冲
高后便步入漫长的阴跌态势。”

炒新“余温”犹存应防风险
尽管本周来，新股破发不断，但N广

汽3月29日上市涨幅一度高至15%，说
明市场炒新的“余温”犹存。然而，临近
午盘时该股突然大幅跳水，截至收盘仅
保住了1.21%的涨幅，并且9.2元的收盘
价仅与发行价相差0.11元。

“这在提醒投资者， 若在上市首日
盲目追涨， 尤其是中小投资者跟风炒
作， 将很容易导致高位被套， 损失惨
重。”一位长期炒新股的业内人士表示。

而对于29日迎来的今年最大的IPO
中信重工，有会计人员表示，中信重工
所募集资金投向的项目周期都相当长，
一旦其间稍有差池，很容易让其财务压
力陡增，投资者需高度警惕。

■见习记者 黄文成

“限新令”持续发威，四只新股“崩溃”

今年以来多家基金公司上报了纯
债基金， 加快了固定收益产品线的布
局。记者获悉，继去年推出国内首只纯
债指数基金南方中证50债基之后，南方
基金再度发力纯债基金布局，旗下的第
二只纯债基金———南方金利定期开放
债券基金将于4月初发行， 而这也是市
场上首只不投资可转债、主动管理的中
长期纯债基金。

事实上， 南方基金在固定收益产品
方面屡为行业之先。2002年， 南方基金
推出国内首只债券型基金南方宝元；
2003年，国内首只保本基金南方避险成
立；2011年， 南方基金成立了国内首只
纯债指数基金南方中证50。南方不仅在
固定收益产品线布局完善，固定收益产
品的业绩亦整体突出。Wind数据显示，
截至3月23日， 南方中证50债A份额成
立以来累计净值增长率为6.13%。

■见习记者 黄文成

南方金利定期开放债基
4月发行

3月27日，中国民生银行的H股配售
顺利完成。 根据民生银行在香港交易所
发布的公告，民生银行此次共新增发行
1650852240股H股，相当于已发行H股
的40%，发行价格为每股6.79港元，扣除
佣金及预计费用之后的募集资金净额
达到111.128亿港元，将全部用于补充核
心资本。

此次H股配售发行对象为境外机构
投资者， 民生银行根据市场情况以及对
市场接受能力的判断决定了发行的价
格区间，获得了超额认购。

此次H股配售将提升民生银行的资
本充足率水平。完成H股配售后，以2011
年12月31日为基准测算，民生银行资本
充足率达到约11.4%， 核心资本充足率
达到约8.4%。 ■记者 梁兴 通讯员 汪秦

民生银行H股配售完成

而从分红预案来看， 目前共有13家公司的股息率超过银行一年期存款利率
3.5%。其中，盐田港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3.5元，股息率最高，达7%。其次为胜利精
密，股息率达6.13%。上海机场每10股派6元，股息率也较高，达4.45%。正泰电器、星
宇股份、中文传媒、伟星新材、星宇股份、烟台万华股息率都超过4%。创业板公司紫
光华宇不仅在目前上市公司中每股分红最高，其股息率也跑赢银行一年期存款利
率，为3.53%。浙江永强、江铃汽车股息率均为3.83%，台基股份为3.95%。

日前，“神丹1号鹌鹑” 配套系培育成
功填补了我国鹌鹑产业一直缺乏自主培
育品种的空白，对我国鹌鹑养殖的发展具
划时代意义。 据农业部发布的第1731号
公告，湖北省培育的“神丹1号鹌鹑”配套
系，正式获得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颁

发的畜禽新品种配套系证书。
鹌鹑及其蛋制品具有极高的营养价值和

药用价值，被《本草纲目》誉为“动物人参”。我
国是世界第一鹌鹑养殖大国，鹌鹑蛋产量占
世界总产量的20%左右。目前，鹌鹑养殖业
已成为我国仅次于鸡、鸭的第三大家禽产业。

然而，由于长期自繁自配，种鹌鹑性能逐步
退化，商品蛋鹑生产性能低下，严重阻碍
了鹌鹑养殖与加工发展，优良鹌鹑品种选
育与推广已成为鹌鹑养殖业持续发展的
迫切需要。“神丹1号鹌鹑”配套系是由湖
北神丹健康食品有限公司与湖北省农业
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历经8年共同培育
的蛋用鹌鹑配套系， 是1996年国家畜禽遗
传资源委员会成立以来， 湖北省通过国家

审定的第一个畜禽新品种配套系， 也是我
国通过国家审定的第一个鹌鹑新品种配套
系。

“神丹1号” 鹌鹑配套系具有体型小、耗
料少、产蛋率高、蛋品质好，适合加工、品种
性能遗传稳定、群体均匀度好等特点，其商
品代鹌鹑育雏成活率达95%。相对于市场上
同类鹌鹑，可大大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
效益，具有广阔的推广应用前景。

“神丹1号鹌鹑”填补我国自主培育空白

上周五，中国品牌折扣网商唯品会
在纽约证券交易所通过首次公开募股
的方式正式挂牌上市， 从而成为去年8
月份以来首家在美IPO的中国企业。

唯品会被委以“为中国企业赴美上
市投石问路”的重任。尽管闯关成功，但
唯品会上市首日即遭遇破发。

对此，三湘股王争霸赛选手易赛澜
表示，新股破发在发达资本市场是常见
现象，很多新股上市出现折价发行。

上海证券交易所最近指出，根据对
2010年以来沪市上市64只新股的统计
分析， 沪市新股上市首日涨幅逐年减
小，新股上市后短期内股价跌幅超过大
盘。

市场分析人士认为， 这一现象表
明，随着时间推移，新股股价逐渐回归
理性。

唯品会赴美上市
首日遭破发

股市表情

3月29日下午， 百事灌装厂员工突
然收到通知， 商务部已经批准了百事和
康师傅的战略联盟。从即日起，百事和康
师傅将成立一个战略联盟办公室， 负责
管理战略联盟的下一步工作。

喜
康师傅百事联姻获批

3月29日，中石油发布2011年年报，
至此，中石化、中石油、中海油年报悉数
出炉。 据统计发现，2011年三桶油净利
润总额达到2749亿元，日赚7.5亿元。

■见习记者 黄文成

惊
去年三桶油日赚7.5亿元

3月28日， 股市要继续大扩容的消
息冲击投资者的信心，沪深两市大幅下
跌。 有股民感叹，“晕了， 中国股市真多
板，主板、中小板、创业板、三板、新三板
和外板，都是服务大老板。”

悲
“A股N板都是服务大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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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家公司股息率超存款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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