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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烟台财富密码，提供专业理财建议

白白糖糖期期货货坐坐着着滑滑梯梯创创年年内内新新低低
分析人士建议，空单继续持有，新进入者需防技术性反弹

本报8月20日讯(记者 李
娜) 20日，白糖期货主力合约
1501再创年内新低，开盘4465

元，最低价4429元，收盘价4432

元。目前，白糖工业库存、国储
库存同时创新高，去库存难，白
糖期货整体空头趋势明显。业
内分析人士建议，持有空单者
可继续看空，新进入者最好短
线操作，避免可能出现的技术
性反弹。

中州期货信息研发部分析
师张玉峰介绍说，白糖现在国
内的库存超过了历史水平，全
球都处于供大于求的状态。从
现货来看，夏季本是白糖消费

的旺季，但是包括今年在内，国
内白糖需求不高，已经连续3年
旺季不旺。另外，随着市民对养
生的关注，企业在月饼、糕点等
产品的生产过程中，也减少了
白糖的用量。

截至2014年7月，工业库存
425万吨，仍创历史纪录。本榨
季尚余两个月，按往年最好销
售水平测算，结转库存仍将超
过200万吨，这一结转量也将是
历史新高。

而有期货公司调研的数据
显示，2012年糖厂经营利润开
始转向艰难，2013年糖厂亏损
面积开始扩大至30%，2014年至

今糖厂亏损面积已经扩大至
90%。已经出现有糖厂倒闭和
清算的现象。

“白糖期货看空仍然是个
整体趋势，但是，在目前的价位
上投资者需要谨慎，有可能出
现技术性反弹。”张玉峰建议
说。在他看来，白糖是交易比较
活跃的品种，并且比较“妖”，目
前的价位已经跌破成本价，空
单持有的投资者可以继续持
有，打算新进入的投资者最好
短线操作。

不过，对于白糖期货长期
的走势，张玉峰认为，受种植面
积、产量等多方面影响，明年白

糖的供求或将达到平衡。
“今年广西糖的质量下降

很厉害，以前库存都在销区，今
年都在产区，广西天气潮湿，潮
包现象很严重。至于明年的种
植面积，现在统计是广西下降
150万亩，云南下降30万亩，东
北不种了。总共减少320万亩，
并且甘蔗单产下降了。然后今
年玉米涨得还行，淀粉糖让了
一点空间出来。至于进口方面，
将更加严格。郑州商品交易所
白糖期货负责人刘俊日前在一
次投资策略沙龙上也透露，明
年白糖供大于求的情况将改
变。

最近一段时间，棉花、白糖、豆
粕、菜粕、豆油、棕榈等多个期货品
种都呈现出空头趋势，而最主要的
原因是，这些品种整体都面临着高
库存的压力。

因国际原油走软，马来西亚棕
榈油期货创下五年来最低水平，拖
累了豆油价格。国内油脂继续下挫。

因需求不振,棉花、菜粕、棕榈
等着几个期货品种，目前的现货价
格都处于持续低迷状态。在技术面
上，反弹明显乏力，利多的因素不
明显，未来或仍偏弱震荡。

中州期货分析师建议，近期可
以关注农产品和油脂类期货，短线
操作从中获利。对于新入场的投资
者，一定要注意合理控制仓位，一
般建仓在3成仓位，不要超过5成仓
位，尤其是与国际因素关联度较大
的品种，一旦出现大的刺激因素，
仓位太高，有可能出现爆仓。另外
要改变传统的投资观念，顺势而
为，设定止损点，尽量短线操作不
要过夜。

本报记者 李娜

农产品、油脂期货

近期空头趋势明显

本报8月20日讯(记者 李丹)

益生股份20日傍晚公告称，公司
于8月20日收到烟台市财政局《关
于下达2014年中央财政畜牧发展
扶持资金预算指标的通知》，下达
中央财政畜牧发展扶持资金预算
指标2507万元人民币，用于祖代种
鸡补贴。

根据相关规定，上述补贴资
金将被确认为2014年度营业外收
入对公司2014年1-6月份经营业绩
无影响。

益生股份获得

2507万元补贴款

本报8月20日讯(记者 李丹)

烟台冰轮20日傍晚公告称，公司
正在讨论重大事项。因该事项的
方案有待进一步论证，存在重大
不确定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为了
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
价造成重大影响，经公司申请，公
司股票自2014年8月21日开市起临
时停牌，直至相关事项确定后复
牌并披露有关结果。

烟台冰轮

今起临时停牌

本报8月20日讯(记者 李丹)

龙大肉食20日傍晚公告称，公司
8月14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八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
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
议案》，同意公司及其子公司拟利
用合计不超过人民币1 . 8亿元额度
的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
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在上
述额度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
用，有效期为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12个月内。

根据上述决议，公司8月19日
使用人民币4000万元购买农行“金
钥匙·本利丰”理财产品。公司8月
19日使用人民币1800万元购买恒
丰银行各得利(优先级)系列B款理
财产品，使用人币4200万元购买各
得利(优先级)系列A款理财产品。

龙大使用闲置资金

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次次新新股股昨昨又又飙飙升升，，龙龙大大也也跟跟风风
第三批11只新股来袭，业内人士认为投资者不妨仔细挑一挑

本报8月20日讯(记者 李
丹) 20日，与稍微下跌的大盘
相比，次新股表现不俗，截至收
盘，次新股的平均涨幅为2 . 1%，
位居涨幅榜前列，其中中材节
能、禾丰牧业、川仪股份、康尼
机电四只股票出现了涨停。自6

月份IPO重启以来的20只次新
股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涨，
近期表现比较低迷的烟台本地
股龙大肉食也涨了1 . 9%。

有分析人士认为，次新股
20日整体出现了飙升，可能是
与又一批IPO正在袭来有关。
而次新股再次被炒作，说明市
场资金的活跃度依然比较高。
证监会19日核准了11家企业的
首发申请。其中，沪市5家，包括
重庆燃气、节能风电、福斯特、
亚邦股份、华懋科技；深市创业
板5家，包括菲利华、腾信股份、
天和防务、迪瑞医疗、中来股
份；深市中小板1家，为好利来。

有业内人士预计，新获批的

这11家公司有望延续此前一批新
股低发行价、低市盈率的特点。

“第三批新股的申购依然
坚持能中签为主。”烟台一家证
券公司的投资顾问孙先生称，
自6月份IPO开闸以来，现在基

本上维持着“每月一批，每批十
多家”的发行常态。与投资者对
龙大肉食等第一批新股的热烈
追捧相比，现在，很多投资者已
经出现了渐进式的审美疲劳。
而从前两批上市的新股的表现

看，资质好题材性强的新股能
涨得更长远一些，那些本身业
绩不是很理想的，破板也会比
较早，得到的收益会略差一些。
所以若投资者申购新股还是要
多进行研究和比较。

登登海海种种业业上上半半年年净净利利微微增增66 .. 55%%

本报8月20日讯(记者 李
丹) 20日傍晚，登海种业发布
了2014年半年报。登海种业称，
报告期内，在国内玉米种子严
重供过于求，行业竞争异常激
烈的情况下，公司上下群策群

力，攻艰克难，取得了较好的经
营业绩。2014年上半年实现营
业收入56321 . 34万元，同比下降
7 . 77%；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16330 . 30万元，同比增长
6 . 5 % ；实 现 基 本 每 股 收 益
0 . 4639元，同比增长6 . 5%。

报告期内，母公司实现营
业收入35287 . 47万元，同比增长
44 . 0%；实现净利润32654 . 87万
元，同比增长304 . 26%。母公司
的主推品种登海605销量较上
年同期大幅增长；控股子公司

丹东登海良玉种业有限公司实
现净利润1998 . 24万元，较上年
同期增长36 . 50%；控股子公司
山东登海先锋种业有限公司受
国内种子积压严重和市场中大
量套牌侵权、散籽直销、假冒先
玉335低价倾销冲击，销售未达
预期。

登海种业还预计，2014年1
-9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
润的变动区间为13500 . 51万元
至20250 . 77万元，变动幅度为
0%到50%。业绩变动的原因是

母公司玉米品种销量较上年同
期大幅增长。

东方证券日前发布研报称，
三、四季度是战略建仓种业的较
佳时机。行业复苏在即，玉米制
种面积大幅下降约23%。登海种
业现在正处于上市以来的较佳
时期，大品种有望进入业绩上升
期。先玉335制种面积大幅下降，
仍旧处于成熟期，公司对其依赖
程度将有望逐年下降。新销售季
行业景气有望反转，公司销售业
绩有望加速向好。

烟烟台台银银行行倾倾力力支支持持小小微微企企业业发发展展
1600余户小微企业得到支持，最快3个工作日可放贷

本报讯 小微企业融资
难，一直是制约其发展的瓶颈。
而烟台银行采取市场内管理者
为商户担保、动态监测客户结算
账户现金流等多种方式，三年时
间为一家大型商场内的120余家
商户，累计提供了近4亿元贷款。
这是为什么呢？原来，烟台银行
推出的“商圈贷”等类平台信贷
产品，帮了这些小商户的大忙。
实际上，烟台银行面向小微企业
推出了一系列信贷产品。

截止到6月末，烟台银行各
项存款余额为380亿元，贷款余额
为268亿元，总资产达到438亿元，
其中，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达113亿

元，占到全行贷款余额的42%。小
微企业贷款，占烟台银行信贷业
务的“半壁江山”。烟台银行也因
此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小微客户
的依赖，截至目前，烟台银行小微
企业客户数量达到1600余户。

为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烟
台银行先后推出了多种信贷产
品，满足不同客户的融资需求。

“经营贷”系列产品，主要是面
向各类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
群体的生产经营融资需求；在
不动产抵押、动产抵押、担保公
司担保等基础信贷产品上，推
出了“联保贷”、“助保贷”、“超
短贷”、“农贷乐”及“小贷通”等

特色信贷产品。“农贷乐”推出
四年来，累计为452户提供了
9 . 7亿元的信贷支持，实现了地
方政府、果农、果品企业、银行
多方共赢。针对信誉良好、经营
稳定的优质客户，烟台银行还
推出抵押百分百业务，突破抵
押率限制，最高可获得抵押物
评估价值100%的授信额度。

为做好小微贷款服务，烟
台银行扎实做好了内功，不断
提升专业水平。目前，烟台银行
已设立的73家经营网点，包括
龙口、招远、莱州、蓬莱、海阳及
栖霞等6处县域支行，已全部开
办小微企业信贷业务。

简化业务流程，提升服务
效率让小贷服务更便捷。烟台
银行对超过授权的业务，采取
独立、高效的三级审批机制。对
小企业贷款实行一次性审批，
额度循环使用，随用随贷。客户
资料齐全且符合贷款条件的，
可在3个工作日内审批发放。

此外，烟台银行特别重视
风险把控工作，严格按照风险
防范体制和流程，严格贷前、贷
中和贷后各个环节操作，从源
头上把好风险关口。8月22日新
信贷管理系统的上线后，信贷
的风险监测水平，业务风险防
范能力将得到进一步提升。

财富情报站
传递资本市场有效信息

第三批即将发行的11只新股信息一览表

股票名称 新股申购日 申购代码 发行价和申购限额 发行量/股 中签率公布日 中签号及资金解冻日

福斯特 8月28日 732806 待定 6000万 9月1日 9月2日

好利来 8月28日 002729 待定 1668万 9月1日 9月2日

华懋科技 8月28日 732306 待定 3500万 9月1日 9月2日

节能风电 8月28日 601016 待定 1 . 7778亿 9月1日 9月2日

天和防务 8月28日 300397 待定 3000万 9月1日 9月2日

中来股份 8月28日 300393 待定 3200万 9月1日 9月2日

菲利华 8月28日 300395 待定 1620万 9月1日 9月2日

亚邦股份 8月28日 732188 待定 7200万 9月1日 9月2日

腾信股份 8月29日 300392 待定 1600万 9月2日 9月3日

迪瑞医疗 8月29日 300396 待定 1534万 9月2日 9月3日

重庆燃气 9月1日 730917 待定 1 . 56亿 9月3日 9月4日

数据来源：中财网 数据统计截至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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