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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观察

新方案即将出炉 A股有望掀起一波新浪潮

电信改革概念股“跃跃欲试”

据报道，电信改革新方案即将出炉，

据悉，新方案把现有三大电信垄断运营

商的发射基站与原公司剥离，统合之后

成立国家铁塔公司。分析人士表示，这

是中国电信业实施“网业分离”(即电信

网络与电信业务分开运营)的第一步，也

是电信业再改革的信号。

中国电信董事长王晓初更表示,今

年将尝试通过多种资本运作方式打造具

有竞争力的新兴业务运营格局,易信、创

新孵化、互联网应用、政企ICT,将是中

国电信率先开放的四大领域。

今年初宣布5年再造一个“新型中

国电信”之后，中国电信的目光越来越多

地投向创新业务，而引入民间资本成为

其开放的重要途径。

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电信混合所有

制经济战略的进一步落实，有望继油改

之后在股票市场掀起一波新浪潮。A

股上市的涉电信业的股票主要有：顺网

科技（300113）号百控股（600640）、鹏

博士（600804）、天音控股（000829）、二

六三（002467）、恒信移动（300081）、三

五互联（300051）、神州泰岳（300002）

等。 杨晓春

涨停揭秘

2.1亿元购买
中科新瑞100%股权
和晶科技涨停

周二，和晶科技走强，截至收盘，报

16.89元，涨幅为10.03%。

和晶科技6月9日晚间公告，公司与

中科新瑞全体股东于2014年6月9日签

署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

议》。根据协议，公司向顾群、张晨阳和常

力勤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持有的

中科新瑞100%的股权，上述股权交易价

格为21,000万元。

中科新瑞主要从事系统集成业务，针

对各类客户包括政府、教育、医疗等行业

的企事业单位信息化需求，为客户提供智

能化工程解决方案、基本系统集成以及系

统维护和技术服务。 中 财

股息率的高低是衡量上市公司

是否具有真实高回报的重要指标，

尤其是在成熟市场中，定期获得现

金分红是投资者获取回报的主要

方式。随着年报“分红季”的到来，

那些高股息率公司已揭开面纱，并

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

数据显示，截至昨日收盘，沪深

两市共有836家实施了2013年现金

分红方案，其中有86只个股的股息

率跑赢央行一年期定存(3%)。房地

产(11 家)、纺织服装(10 家)、商业贸

易(8 家)等三行业成高股息率公司

的集中营。

房地产
数据显示，在房地产行业内已

实施 2013 年年报分红方案的公司

中，有11家公司的股息率跑赢一年

期定存利率，这 11 家公司为：福星

股份、深振业 A、泛海控股、首开股

份、中航地产、华远地产、招商地

产、金融街、万科A、保利地产、北京

城建。

纺织服装
数据显示，在纺织服装行业内

已实施 2013 年年报分红方案的公

司中，有10家公司的股息率跑赢一

年期定存利率，这 10 家公司为：乔

治白、朗姿股份、美邦服饰、森马服

饰、航民股份、鲁泰A、浙江富润、九

牧王、雅戈尔、伟星股份。

商业贸易
数据显示，在商业贸易行业内

已实施 2013 年年报分红方案的公

司中，有 8 家公司的股息率跑赢一

年期定存利率，这8家公司为：永辉

超市、广百股份、步步高、天虹商

场、徐家汇、中成股份、厦门国贸、

文峰股份。 杨晓春

数据分析

86公司股息率
跑赢一年期定存
三板块领跑“分红季”

新股信息

IPO重新开闸 七公司集体发招股书

资金流向

97亿入场抢筹
五大行业带动市场反弹

两市周二的总成交金额为1780.5亿

元，和上一交易日相比增加233亿元，资

金净流入97.3亿元。周二指数平开高走，

明显反弹。在央行定向降低存款准备金

的利好刺激下，资金再度回流创业板、中

小板的计算机、电子信息、通信等板块，并

带动市场整体反弹。

热点板块及个股
周二资金净流入较大的板块：教育传

媒、银行类、锂电池、磁材概念、商业连锁、

电器。

周二资金净流出较大的板块：创业

板、中小板、计算机、节能环保。广州万隆

备受市场关注的IPO自今年初暂停

后，如今重新开闸，7家公司于周二早间

集体发布招股意向书，正式启动发行。

这7家公司包括：联明股份、北特科技、

依顿电子、一心堂、龙大肉食 、雪浪环

境、飞天诚信。

其中，联明股份、北特科技、依顿电

子拟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一心堂、龙

大肉食拟在深交所中小板上市，雪浪环

境、飞天诚信拟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

这7家公司中，发行量最大的为依

顿电子，拟发行不超过9000万股，联明

股份和雪浪环境发行量最小，均拟发行

2000万股。 中 财

名称

一心堂

北特科技

依顿电子

飞天诚信

雪浪环境

联明股份

龙大肉食

申购日

20140623

20140619

20140619

20140618

20140618

20140618

20140618

申购代码

深:002727

沪:732009

沪:732328

深:300386

深:300385

沪:732006

深:002726

发行价

未定

未定

未定

未定

未定

未定

未定

发行量/万股

6510万

2667万

9000万

2500万

2000万

2000万

5460万

中签率
公布日

20140625

20140623

20140623

20140620

20140620

20140620

20140620

中签号
公布日

20140626

20140624

20140624

20140623

20140623

20140623

20140623

资金
解冻日

20140626

20140624

20140624

20140623

20140623

20140623

20140623

承销商

信达证券

海通证券

招商证券

国信证券

太平洋证券

中信建投

国信证券

分类广告咨询电话：0551-62649617 62612696地址：润安大厦B座32层（杏花公园北100米）

家家 教教

求购二手车13965036788
代办上牌转户年审等

大志投资

财富热线：0551—62615286 18305510217龚总

◆急用钱、好项目借款融资大志是首选。市场最早、
最规范、利率最低、资金最雄厚，社会诚信度最高。
◆本公司长期办理企业及个人、房产、土地，车辆等实物抵押贷款。
◆快速现金收购商业房产、土地及车辆等。
◆欢迎各界人士，闲钱来投资，月收益 2%左右，有抵
押物。专业团队为您服务，保障资金安全，收益稳定。

诚邀全国合作伙伴加盟，高薪诚聘金融专业人士加入本公司，共创财富!◆

总部地址：合肥市府广场天徽大厦C座22层

全市最低价注册、代账
13956933231

电话：0551-65544354 15345693736

牛市股票配
资

网址：www.ahgppz.com 地址：合肥市庐阳区濉溪路国金大厦1305室

★为广大股民朋友提供融资炒股服务，时间灵活、费用低；
★您的自有炒股资金可以放大5倍杠杆，5万可以配25万；
★为有闲置资金的客户，提供高回报、零风险理财服务；

出
众
投
资

信 贷 投 资信 贷 投 资

出租火车站对面五州商城3楼1500㎡全框架
结构，已装潢，适合网吧健身房台球培训
教育办公现出租转让13295608888

一线教师一对一上门免费试听13033087885慕●浴场低价转让
元一名城高档精装2000㎡浴场转让，接手
即可盈利13637059666 13966699395

正规银行贷款
无抵押贷款，利息合肥最低1.3分
当天放款陈经理13739256637

二 手 车 市二 手 车 市

门面出
租转让

大市场商门面（空店）一二楼100㎡,适饭
店、鲜花、汽配、理发等13295608888

老 年 公 寓老 年 公 寓
蜀山区光明老年护理院（医护型）65887717●

63839034地址：宿州路省立医院对面富世广场A座1222室

银行利息无
需
抵
押1千-20万，凭本市户口

当
即
得
款

教师上门查漏补缺专辅数学13965034938●

酒店转让
金寨路与东流路交口2000㎡酒店，地段好，大型停车场，
租金低，接手可经营盈利史先生：15555850666

酒 店 转 让酒 店 转 让

出租·出售
位于长江西路200号置地投资广场办公写字楼
87㎡精装修13856925050

民间借贷
凭本市户口本1-50万
真实无抵押 当时放款
个人隐私 安全保密
电话：63430492
地址：新亚汽车站斜对面澳澜宝邸A#904室

益辰贷款
快速办理个人贷款、月息0.8分起
专业办理银行贷款、10个工作日下款
银行垫资过桥、车辆贷款均可
已贷款房再贷、当日放款

热线：65609756 15955162928 合肥市芜湖路1号

全省最低利息
益辰投资

62888481
地址：长江路银泰中心西单元12楼1210室

凭本市户口5千-50万手续
简
便

当
即
得
款

急用钱
承兑汇票现

金
电话：

凭本市户口1千-20万
64367890

无抵押
来就借芜湖路御景湾5幢1603室

银
行
利
息

助
您
周
转

鑫正投资POS机招商
全省房产抵押贷款、股权、债权贷款
合肥户口，当场放款13965002532

兑现垫还
省人大南一环18119687896卡提额

工行信用

咖啡厅转让
长江中路附近商业街新装精美营业中咖
啡厅（带棋牌包厢）1200㎡客源稳，接手
即可经营，店主出国转让，无实力勿扰！
15156067197 18756945657

空 调 服 务空 调 服 务

招租
二环路与淝河支路交口，五金商贸城对面，
门面300多m2对外出租（可分割）价格面议。

联系电话：18225867611
另有北京路附近钢结构门面房1000多㎡对外招租

遗 失 声 明遗 失 声 明
温馨提示：本版只提供广告信息，不作为法律纠纷的依据，

敬请广大读者验明相关证明，加强自我保护意识，规避风险！

中州
清债

专业追讨、全国死账、烂账、欠款、借
款、工程款、贷款等、
18963793868 65558862

成功付费

调 查 取 证调 查 取 证

0.4兑现一万只收40元
垫还 节假日不休
13023083555

真
实
消
费

●专业空调安装加氟精修 18225516546周谷堆500㎡门面转租13966757333

13966736649 62815282

华晟投资公司
房屋、车辆贷款，万元以下，无
抵押，短期拆借，1小时内放款

●安徽康饮商贸有限公司宜购百货广场
的食品流通许可证正本编号：
SP3404211110013420遗失，特此声明。

空 调 服 务空 调 服 务
格力售后维修移机高价回收 64659863

电话：4006622865 0551-64661560 15855189001
地址：合肥市徽州大道699号友好医院南侧省武星公司

名牌户外全棉休闲装新款上市，新保安服、职业工装，学生军训
服、校服、野战帐篷等可订做;老式军用衬衣9元起价，迷彩服25元
起价，校官牛皮腰带9.8元/条，牛皮男单鞋39.5元/双起，外军各兵
种战术迷彩服,上万老式军品大幅降价！

武星名牌上千新款厂价展销

烟酒店转让元一柏庄120㎡烟酒店转让市口好，也可其它
生意,价格面议13966793703

15255117282
兑现 垫还 积分太

湖
东
路有实体店

0.4兑现垫还15955189942
潜山路

KTV转让
双岗3000㎡KTV，有40个包间
13705511763赵13866109966周

闲钱投资

电话：15755126611
13805693814

1.5分起，房产抵押，当天放款；

地址：一环路与蒙城路交口新天地广场

银行冲关，过桥；欢迎同行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