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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首个交易日A股暂别
调整， 沪深股指双双反弹。“中
小创”表现相对强势，带动深市
三大股指同步录得约1%的涨
幅。银行、建筑工程等多个权重
板块逆势小幅收跌。

当日上证综指以3369.69
点小幅低开，早盘下探3356.53
点后开始震荡回升，午后转为红
盘。沪指最终以接近全天最高点
的3388.17点报收， 较前一交易
日涨16.43点，涨幅为0.49%。

深市表现明显强于沪市。
深证成指收报11373.74点，涨

158.55点，涨幅达1.41%。创业
板指数和中小板指数分别报收
1850.30点和7848.91点， 涨幅
也达到0.95%和1.19%。

行业板块表现分化。 家电
板块表现抢眼， 整体涨幅接近
4%。电子、钢铁、酿酒造酒、农
业、医药生物板块涨幅也在2%
以上。银行、建筑工程、券商保
险等多个权重板块逆势收跌，
不过跌幅都不足1%。

沪深两市分别成交2043亿
元和2607亿元， 总量与前一交
易日接近。 ■据新华社

为推动缓解小微企业融资
难、融资贵，财政部、国家税务
总局日前印发《关于支持小微
企业融资有关税收政策的通
知》， 明确自今年 12月 1日至
2019年12月31日，将金融机构小
额贷款取得的利息收入免征增
值税政策范围由农户扩大到小
微企业、个体工商户。

除了免征增值税政策范围扩
大以外， 享受免税的贷款额度也
由单户10万元扩大至100万元。
通知明确， 小额贷款是指单户授
信小于100万元（含本数）的农户、
小型企业、 微型企业或个体工商
户贷款；没有授信额度的，是指单
户贷款合同金额且贷款余额在
100万元（含本数）以下的贷款。

通知强调， 金融机构应将相
关免税证明材料留存备查， 单独
核算符合免税条件的小额贷款利
息收入， 按现行规定向主管税务
机构办理纳税申报； 未单独核算
的，不得免征增值税。

■据新华社
11月4日， 由湖南银监

局、 湖南省教育厅主办的
2017年湖南银行业“送金融
知识和金融服务进校园”活动
在省内各高等院校火热开展。
交通银行湖南省分行积极参
与，前往中南大学、湖南师范
大学、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等高
校普及金融知识，帮助在校学
生提升有效运用金融知识、合
理使用金融产品的能力。

在中南大学专场，两位来
自交通银行湖南省分行的主
持人， 围绕基础金融知识、金
融政策、 支付安全等内容，邀
请在场的大学生参与有奖答
题，以寓教于乐的方式向大学
生普及金融知识和服务，告诉
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学会
保护个人资金安全，提高防范
不法侵害的能力。有奖竞答活
动持续了将近两个小时，吸引

了近百位学生参与。
同时，交通银行湖南省分

行还在活动现场设置了宣传
点，向高校学生免费发放《湖
南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知
识手册》、《湖南银行业校园金
融服务手册》 等宣传读本，开
展形式多样的金融知识宣教，
受到了师生的一致好评。

为提高青年学生防范金
融欺诈的意识和能力， 增强
自我保护意识， 帮助大学生
养成良好的金融消费习惯，
远离非法金融服务，近年来，
交通银行湖南省分行积极履
行社会责任， 不定期将金融
知识与服务带进校园。 据了
解， 今年该行已开展了20余
场金融知识进校园活动，覆
盖学生近万名。

■潘显璇 蒋浩 易月
经济信息

11月3日，证监会下发新一
批IPO批文， 有5家企业获得
IPO批文， 筹资总额不超过54
亿元。另外，本周计划有8只新
股发行， 其中就包括湖南企业
株洲宏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目前湘股已达到98家，年
内突破100家希望很大。如果算
上已搬迁北京的三一重工，湖
南上市公司数量随着宏达电子
的发行上市，将达到100家。

宏达电子周五申购

9月27日，经证监会创业板
发审委2017年第79次会议审
核， 宏达电子首发申请获得通
过。10月27日，证监会核发了宏
达电子的IPO批文，宏达电子即
将登陆创业板。

据悉， 宏达电子主要专注
于钽电容器等军用电子元器件
的研发、 生产、 销售及相关服
务， 是国内军用钽电容器生产
领域的龙头企业。 此前披露的
招股书显示， 该公司计划募集
资金4.80亿元， 用于新型低
ESR有机高分子聚合物电容器
生产线建设、 高能钽混合电容
器生产线扩展建设等项目。

宏达电子此次IPO计划募
集资金4.8亿元，除0.8亿元拟用
于补充营运资金项目外，3.3亿
元将用于扩产能；另外0.5亿元
用于研发中心建设项目，0.2亿
元用于信息计划建设项目。

今年上半年， 宏达电子实
现营业收入2.40亿元， 净利润
9107.61万元；2014至2016年，分
别实现营业收入3.29亿元、3.95亿
元和4.49亿元，净利润分别为1.45
亿元、0.76亿元和1.97亿元。

沪市迎来年内最高价新股

在本周计划发行的8只新
股中，有一只特别受市场关注，
那就是发行价高达56.88元的
恒林股份。

恒林股份于周四(11月9日)
申购，56.88元发行价位列今年
沪市第一高价新股， 此前沪市
发行价最高的新股是步长制
药，发行价55.88元。根据计算，

恒林股份上市首日中签者即可
赚2.5万元。若以近期新股10个
涨停计算， 中签者可大赚13.6
万元。

据招股说明书显示， 恒林
股份是一家集办公椅、 沙发、按
摩椅及配件的研发、生产与销售
为一体的企业，是国内领先的健
康坐具开发商和目前国内最大
的办公椅制造商及出口商之一。

虽然发行价格高居今年新
股第一， 但其公司业绩确实非
常 靓 丽 。2014� 年 、2015� 年 、
2016�年、2017�年1�至6�月，公
司的净利润分别为12373.79万
元 、19426.91� 万 元 、26876.35�
万元和10545.59�万元，报告期
内净利润持续增加。

A股即将迎来IPO巨无霸

除了恒林股份高发行价吸
引了市场眼球以外， 另外一只
等待发行的“巨无霸”也引起了
大家关注。11月3日， 证监会核
发了5家IPO批文，筹资总额不
超过54亿元。这5家中就包括巨
无霸企业华能澜沧江水电股份
有限公司。

根据预披露信息， 它的发
行股数将超过22亿股， 如果以
此规模发行， 这将是恢复市值
申购以来规模(发行股数)最大
的公司， 发行后其总股本达到
184亿股左右，与中国平安总股
本相当， 大致排在两市总股本
的30名左右。

本周华能水电即将展开网
下询价，初步询价时间为2017年
11月8日（T-4日）和2017年11月
9日（T-3日）（T日为网上网下发
行申购日，即11月14�日）。

招股书显示， 公司2015年
营业利润19.67亿元，同比下降
56.0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净利润22.86亿元，同比下降近
五成。 而2016年公司业绩进一
步下滑，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净利润5.07亿元， 同比下降
77.84%。

不过华能水电今年一季度
业绩有所回升， 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净利润8.04亿元， 同比
上涨近六成。 ■记者 黄文成

本报11月6日讯 商品
消费转化为证券投资， 像月
饼券、 购物券等等。 日前，
“2017长沙园区工业地产招
商展示大会” 在湖南国际会
展中心举行。 此次大会是由
长沙市政府首倡举行的引全
国企业入长入湘、 落实产业
扶持政策、 精准招商引资的
园企盛会。大会期间，同时举
办了“2017湖南商品证券化
高峰论坛”。

中国财商之父、 湖南商
品证券化高峰论坛发起人贺
善德在致辞中表示：“最近商
务部、财政部联合发布的《关
于开展供应链体系建设工作
的通知》指出，要提高流通标
准化、信息化、集约化水平，
支持建设商品现货交易类平
台，聚集供需信息，提供信息
服务，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降

低交易和物流成本。”
湖南大学金融研究所所

长何平平表示，“商品证券化
对于企业而言， 可以降低运
营成本，增强商品流通，而对
于消费者来说则可以增强体
验感， 自由进行消费或者转
让。 它是未来消费发展的趋
势，商业前景以及市场潜力都
是不可估量的。”

据了解， 所谓商品证券
化， 就是将用于消费的商品
通过金融化包装， 赋予金融
属性后直接转变成有价证券
形式。商品证券化把投资者对
商品的直接物权转变为持有
证券性质的权益凭证，即将直
接商品消费转化为证券投资。
不过， 有业内人士也提醒，由
于商品证券化门槛较低，产品
会参差不齐， 投资者要注意
潜在风险。 ■记者 黄文成

近年来， 以精准医疗为代表
的医药行业重大革新成果， 在临
床应用和科技不断进步的大环境
下，焕发新的活力。据了解，目前
富国精准医疗灵活配置基金即将
结束发行。在此之前，投资者还可
通过建设银行等代销渠道， 以及
富国基金官方指定直销平台进行
认购。

巨大的发展空间使得精准医
疗板块已经成为A股市场的明星
板块。 目前富国精准医疗已进入
募集倒计时， 希望分享精准医疗
发展红利的投资者不妨抓紧时间
认购。 经济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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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暂别调整，多个权重板块表现不佳
分享医药行业革新成果
富国精准医疗募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