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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声财经A11

4月11日，2015年恒源祥中国体育劳
伦斯嘉年华活动在长沙通程商业广场 (红
星店)举行。此次活动以“我的未来·我的
梦”为主题，展示了恒源祥集团为中国体育

恒源祥让中国人民更加了解劳伦斯
2015恒源祥劳伦斯中国体育嘉年华巡展活动圆满结束

经济信息

4月13日，国美宣布将于
4月17日-19日， 在线上、线
下、 移动端全面开启大型营
销活动，携苹果、格力、海尔、
美的等国内外一线家电品
牌，低价单品足量供应，再造
一个“全民购物狂欢日”。

其中， 夏普70寸高清电
视 LCD-70LX565A 仅 售
9999元； 三星 48寸4K电视
UA48HU5900JXXZ 仅 售
4999元； 海信48寸4K电视
LED48K320U售价仅为3799
元；海尔大1.5P变频挂机仅售
2499元； 美的大1P变频挂机
仅售2999元； 容声563L风冷
对 开 门 冰 箱
BCD-563WY-C-Y34 仅 售
3599元； 美菱180L节能两门
冰箱BCD-180LC仅售1099
元;小天鹅6.2公斤360°全方
位洗涤仅售1098元； 方太烟
灶套餐仅售2999元； 美的微
波炉MM721NG1-PW，仅售
288 元 ； 佳 能 数 码 相 机
IXUS145仅售499元等。

此外，国美在线针对性的
推出“六大放肆”活动，届时将
有4180元红包放肆领、418元
大家电放肆抢、 家电全额报
销放肆免、 老牟专场“满
20000返2000” 的放肆大礼、
包括4999元60英寸合资电视
、4777元iPhone�6�等在内的
放肆单品。

活动期间，国美在线还推
出“寻找10万个幸福家”活动，
凡有家装需求的用户可登录
国美在线、百合网、新途网“国
美家”网页，即可用3D软件自
主设计样板间，享受来自家装
和家电行业价廉物美的整家
装修采购一体化服务。

国美总裁王俊洲承诺，
活动期间， 如果国美所售商
品价格高于正规电商平台
（不含秒杀、低价无货、团购、
限量等噱头营销式低价商
品），消费者可获赔500元。

■记者 杨迪

■记者 黄文成

继上周五“涨停”后，4月13日，B股再度
强势爆发，出现了历史罕见的“一字涨停”，
涨幅达9.02%，报收378.16。个股方面，86只
在交易B股仅4股未封死，其余悉数涨停。

在B股的历史上， 这种情况仅在2001
年3月5日出现过， 当时是连续4天涨停。B
股如今再现集体涨停潮之后，又将何去何
从？投资者是否应该“追高”杀入？

【现象】 B股上演疯狂涨停潮

继资金南下抢筹，港股指数突破2008
年以来的高位后，这股狂热也传到了B股。
4月10日上演未停牌的个股全部涨停的奇
观后，隔了一个周末，13日开盘疯狂继续，
个股再度集体涨停，并且多数都是直接开
盘即涨停，而B股指数更是“一字涨停”。

这意味着， 只要买入任意一只B股股
票，即可大赚。据统计，历史上B股指数涨
幅超过9%的情况，几乎都只出现在大牛市
中，连续涨停过后，仍然有较长的上涨行
情。如2001年连续四天涨幅超过9%后，走
出了一波累计涨幅超过90%的大行情。

B股乘风再涨停，跟风不？

对于B股的暴涨，市场人
士多认为是折价吸引外资涌
入所带来的， 那么这样的走
势是否具有持续性，后市B股
又将如何走， 哪些方面的个
股值得重点关注？

就目前B股走势，有业内
人士表示，B股当前三个五个
涨停还是太少， 未来的发展
空间还有3倍。

湖南资深投资人士李布
维也表示认同，连续两天“涨
停”走势后，已基本可以确立
B股的中级行情，部分价值型
个股不排除会翻倍。不过他也
提醒，B股行情往往是突然爆
发，结束也比较快。一旦牛市
行情终结，受到流动性很不好
的限制，投资者想出逃都很难
找到接盘人，因此往往是无量
阴跌。所以他建议能够承担一
定风险的投资者去参与，而且
应以快进快出为主。

而日信证券黄亮表示，
这样的走势主要还是受到目
前市场高涨的热情和疯狂入
场的资金推动， 短期应该还
有上升空间，但受A股行情影
响较大，一旦A股市场出现调
整B股也会受到波及，建议投
资者还是冷静对待。

他还指出，投资B股应关
注基本面有业绩支撑， 有国
企改革预期的蓝筹股， 关注
有A、B股价差较大的品种，以
及未来可能与A股整合或者
转H股的品种。

国美再出手，
周五见证“底价”

代表团设计、制作的奥运会服
装， 并组织了丰富的互动游
戏，向公众传递“体育，拥有改
变世界的力量”的理念。

活动现场，一件大型恒源
祥劳伦斯T恤衫吸引了观众的
眼球， 观众纷纷在T恤衫上写
下自己的梦想和对体育事业
的祝福；而最让人惊叹的是此
次由恒源祥服饰公司带来的
会发出“恒源祥、羊羊羊”声音
的语音夹克，这款语音衣服引

发了现场观展观众的极大兴
趣，大家纷纷要求试穿这款语
音夹克，亲身体验会发声夹克
的独特魅力；现场主办方还通
过指压板跳绳、 趣味足球、有
奖竞猜等丰富多样的互动游
戏让观众更好地了解劳伦斯
这一世界体坛最具影响力的
大奖，观众反响热烈。

2015年的劳伦斯世界体
育奖颁奖典礼将于4月15日在
上海举行， 这是这一被誉为
“体坛奥斯卡” 的颁奖典礼首
次来到中国，由恒源祥集团担
任赞助商和主办方。 一路走

来，恒源祥赞助甲A，结缘奥
运，主办劳伦斯，从“跟着玩”
到“参与玩”再到“做主人”，恒
源祥集团总经理陈忠伟感慨良
多，“人们对体育的观念有了重
大改变。以前，老百姓更注重竞
技体育，只看金牌数，而现在重
在参与。 通过运动， 同自然亲
近，这样的理念逐渐被人们所
接受。”而这次，通过市场化运
作方式，引进全球高级别的颁
奖典礼， 这在中国还是第一
次。“恒源祥主办劳伦斯，将是
中国未来体育产业化道路上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事。”

自去年牛市起步以
来，沪指、深成指几乎都
实现翻倍，创业板指数更
不用说， 然而B股指数累
计涨幅尚不足50%，由此
可见B股滞涨非常严重。
因而有机构分析认为，B
股集体暴涨的原因在于
估值洼地吸引了大量外
资涌入。

目前 共 计 103 家 B
股，包括上海B股53家和
深圳B股50家，其中不少
优质公司市盈率不足15
倍。中证投资参考分析认
为，近年来随着资本市场
发展和开放程度不断提
高，B股市场融资、 价值
发现、 资源配置逐步弱
化，因此导致当前B股市
场相对A股大幅折价。但
就长期趋势而言，这种折
价将随着B股市场改革而

逐渐收窄。
除了估值低以外，B

股数量较少，目前在交易
的不过86只，即使加上停
牌的总共才103只， 还不
及沪深A股房地产板块的
个股数量。因而只需要少
量资金，即可以实现集体
涨停。

当然， 能够受到市
场资金青睐， 自然也少
不了一些预期的概念来
推动。 日信证券黄亮表
示，B股上涨主要原因是
估值优势，目前B股整体
估 值 都 只 有 A 股 的 一
半，特别是在A股大涨之
后B股的投资价值就凸
显出来了；另外B股里面
老牌上市公司比较多 ，
未来也存在很强的国企
改革、AB股整合、B转H
股的预期。

【探因】 估值低，成价值洼地

操作提醒
B股行情来去匆匆
最好快进快出

台湾百岁老兵离乡 60载 病床上用百度地图圆“还乡梦”
“绕地一周只需两天， 跨越海峡

却要整整三十八年。不是人人都能有
两个三十八年，多少人用了半生的时
间才跨过海峡这道天险……”1987
年，当时正值宝岛台湾开放民众到祖
国大陆探亲访友不久，诗人适民先生
用这些感人的诗句，书写着那个时代
特殊人群的乡愁。而台湾百岁老人王
应林，则正是诗歌中描写的这群人之
一。如今虽然台湾和大陆往来十分通
畅，但反复多年的病情却让王应林老
人无法一还乡愿。

王应林老先生祖籍湖南长沙，系
国民党退伍老兵。 老人历经八年抗
战、国共内战，在五十年代随战败的
国民党军队来到宝岛台湾。 从此，再
未回过长沙。 老人家个子不高，满头
花白，饱经风霜的脸上，刻满了岁月
留下的皱纹。那双温和的眼睛闪烁着

慈祥的光芒。 由于是退伍老兵，在战
斗中右腿负过伤，随着年龄的增大行
动有所不便，始终由人搀扶。 近些年
又因病卧床，离不开家人照顾了。

“长沙现在什么样子了？”这是老
人来到台湾之后最关心的问题，一直
在照顾老人的大女儿对笔者说，但凡
小一辈去大陆回来，或是有来自大陆
的亲戚或客人，老人都会问出这个问
题。“一步两搭桥，三公里，四方坪，五
家岭，六沟垅，七里庙，八角亭，九家

湾，十间头……”王老先生聊起长沙
城时， 这位离乡背井 60年的百岁老
人， 对故乡长沙的地名依旧如数家
珍。

清明节放假期间，王应林老人的
儿孙前来探望，在病床前大家都禁不
住哭泣着问老人还有什么愿望未了。

“就想回家看一眼， 喝一口白沙井的
井水。 也只能是想想了，现在这把老
骨头，怕是再也回不去了”，老人对着
满堂儿孙这么说。 考虑到身体状况，

王应林和家人都清楚地知道回大陆
并不现实，但每次老人提起故乡的时
候全家还是难以抑制的陷入伤感的
情绪当中。

前些天，老人的孙女从中国大陆
回来，想起曾被推荐过的百度地图就
有中国各个城市的全景地图。 她立即
赶到医院，在病床前拿出手机，安装
好百度地图， 切换到长沙的街景模
式，拿到了老人眼前，顺着街道“一步
步”地逛起来。 一张一张家乡的街景
照片在老人眼前掠过，老人从现代化
的城市中依稀看到了一些旧时街道
的影子，颤抖着指着手机，老泪纵横。

“没想到离开家乡这么多年，家
乡变化已经这么大了， 除了药王街、
三王街、潮宗街这些老街还保留着原
来的样貌。 像定王台、四方坪已经变
得完全不认得了。”老人稳定情绪后，

看着地图说，“我离开的时候，长沙城
最南不过南门口， 刚看到的黄土岭、
新开铺那些地方，当时都不属于长沙
城范围。 ”

“要是能再年轻个 30 岁，我恨
不得立刻就飞回去。”两个小时的时
间里，这句话王应林重复了三遍。家
人告诉笔者， 在老人年轻的时候由
于身体、家庭等原因，几次回乡之旅
都未能成行， 而最近几年老人身体
又突然变差， 更加无法实现这个三
十多年的梦想。王应林的大儿子说，
中国大陆的互联网环境要比中国台
湾好很多，像百度地图这样的应用，
甚至能够完全复现出世界的真实样
貌， 也许在中国大陆年轻人的眼中
这样的功能并非不可或缺， 但在父
亲的病床前百度地图的全景功能就
变成了实现梦想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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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股继4月10日齐涨停之后，4月13日再现

集体涨停潮

作为最后一块价值洼地的B股
近日终于迎风起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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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美总裁王俊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