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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23日讯（记者 李
丹） 23日，沪指收报3687 . 73

点，涨1 . 95%，沪指日线实现九
连阳。与大盘不俗的表现类似，
23日有3只烟台股涨停。其中，
朗源股份（300175）和隆基机械

（002363）涨停，是因为沾了“互
联网+”的光。

沪深两市股指23日高开，
沪指高开高走实现九连阳，最
高上探3688 . 25点，再创近7年新
高。两市连续5个交易日成交量
突破万亿，161只个股涨停。

在这161只涨停的个股中，

烟台股占了3个席位。分别是涨
幅 为 1 0 . 0 8 % 的 东 方 电 子

（000682）以及涨幅均为10%的
朗源股份和隆基机械。在不少
投资者看来，东方电子的涨停
或许是因为电气设备行业整体
表现较好。朗源股份和隆基机
械的涨停则是因为他们沾了

“互联网+”的光。
值得一提的是，朗源股份

的涨停属于复牌首日涨停。停
牌一个多月的朗源股份3月22

日晚间发布公告，公司拟非公
开发行股票募资不超过23亿

元，募集资金净额拟投向上海
恒 煜 建 设 互 联 网 数 据 中 心

（IDC）和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其中 IDC项目总投资20 . 73亿
元，拟使用募集资金1 7 . 9 9亿
元。朗源股份拟拓展的IDC业
务属于电子信息产业，被国家
列为鼓励发展的战略性产业。

隆基机械23日午间公告
称，为配合公司开拓汽车后市
场的总体战略，公司希望进一
步提高在车联网公司车易信息
的持股比例。公司拟以现金方
式受让东方汽配城持有的上海

车易信息科技有限公司10%的
股权，股权转让款不超过1200

万元。据公开资料显示，2014年
10月7日，隆基机械以自有资金
2592 . 6938万元通过增资和受让
股权的方式已经取得车易信息
27 . 088%的股权。隆基机械的股
价23日午后涨停，并一直封死
在涨停板上。

对大盘的走势，多名分析人
士的建议均是坚定持股不折腾，
希望投资者不要盲目追高，尤其
希望投资者不要这山望着那山
高，频繁换股导致得不偿失。

业内：

互联网应与企业

发生“化学反应”

在国信证券烟台南大街营业
部的投资顾问孙磊看来，其实“互
联网+”并不是互联网的一个升级
版本，而是指互联网与传统企业
互相拥抱、融合渗透，通过运用互
联网思维对传统企业改造升级，
使它们更加符合互联网时代的经
营需要。

“李克强总理在去年的两会
时提到鼓励信息消费，相关的互
联网企业出现了疯涨。今年总理
又提出了‘互联网+’，希望利用现
有的互联网对传统行业升级。”孙
磊说，如果一家上市公司能够成
功地借助互联网的思维以及互联
网本身，促进产业升级和自身竞
争力的提升，是值得投资者关注
和投资的。但是互联网与企业的
融合应该是一个“化学反应”，达
到脱胎换骨的变化才算比较理想
的状态，而不是简单地投资入股。

在不少市场人士看来，仅从
目前的公告来看，朗源股份目前
只算通过定增募资投资互联网，
尚不能理解为“互联网+”在实际
经营活动中的应用，更多的像是
单纯的投资行为，至于以后朗源
股份是否会利用购入的互联网资
源改变公司的生产方式，实现对
企业经营的升级改造，现在还难
以评价，应边走边看，一切以上市
公司的公告为准。

本报记者 李丹

东方证券“秒停”

四只新股今上市

本报3月23日讯（记者 李丹）
23日，A股市场3年半来最大的

IPO公司——— 东方证券（600958）在
上交所上市交易。集合竞价期间，
N东方高开20%，报12 . 04元；开盘时
N东方跳涨至 1 4 . 4 4元，涨幅达
43 . 97%。用秒停来形容东方证券的
上涨丝毫不为过，当日东方证券的
换手率仅为0 . 02%，可见中签的投
资者的惜售心理均比较严重。

24日，暴风科技（300431）、龙韵
股份（603729）、龙津药业（002750)、强
力新材（300429）4只新股上市交易。
在不少股民和业内人士看来，如果
不出现意外的话，这4只新股应该
会继续上演“秒停”的戏码。

镍锡期货27日起交易

手续费分别为每手6元、3元

本报3月23日讯（记者 李娜）
据上期所近日消息，镍、锡期货

合约自2015年3月27日上午9点起
开始交易。镍、锡期货合约当日平
今仓免收交易手续费。

镍、锡期货品种挂盘合约月
份为2015年7月份至2016年3月份。
交易时间是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
00-11：30，下午1：30-3：00和交易所
规定的连续交易时间。

交易手续费方面，镍期货合
约交易手续费暂定为6元/手。锡期
货合约交易手续费暂定为3元/手。
镍、锡期货合约当日平今仓免收
交易手续费。

交易保证金和涨跌停板的详
细说明是：镍期货合约上市交易保
证金收取比例暂定为合约价值的
7%，涨跌停板幅度暂定为5%；锡期
货合约上市交易保证金收取比例
暂定为合约价值的5%，涨跌停板幅
度暂定为4%。挂盘当日涨跌停板幅
度暂定为涨跌停板幅度的2倍（即
镍不超过挂盘基准价的±10%，锡
不超过挂盘基准价的±8%）。

美联储短期不升息，希腊危机此起彼伏，乌克兰局势紧张

黄黄金金期期货货短短线线向向上上概概率率加加大大

本报3月23日讯（记者 李
娜） 美联储上周的决议声明
意外地偏鸽派，使美元承压回
调。再加上希腊危机和乌克兰
局势，加剧黄金反弹，23日国际
金价突破了1180美元/盎司。多
数期货公司，短线看多黄金。

近期公布的美国经济数据
显示，美国经济正稳健复苏，但
显然仍未能达到美联储升息的

条件。虽然美联储在前瞻指引
中剔除了“保持耐心”的措辞，
但美联储大幅下调未来几年的
利率路径预估，并调降了美国
经济前景预估，这使得市场普
遍地将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
会首次加息时间的预期推迟大
约3个月至2015年9月份。

“月初的时候，美国非农数
据大好，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
加息预期会提前，黄金应声大
跌。上周的美联储决议虽然去
掉了‘保持耐心’，但是美经济
预期下调。美元指数承压下跌，

黄金大举反弹。”鲁证期货分析
师郑福强说，从技术走势上看，
现在黄金突破了1175美元/盎
司点位的压制，已经基本收复
了因本月初非农数据大好、美
联储加息预期被提前造成的跌
幅。

除此之外，欧元区德国与
希腊的紧张关系正在日益恶
化，令希腊危机此起彼伏；俄罗
斯总统普京上周下令俄罗斯西
部军队进入全面警戒状态，令
乌克兰东部地区再度形成剑拔
弩张的紧张气氛。这些使得近

期市场避险情绪有所升温。
从多家期货公司对黄金期

货的日评来看，多数分析人士
短期看多黄金。东兴期货分析
师顾仁辉认为，金价短线或仍
具惯性上冲的动能，整体上看，
金价现处中期下行中的短线反
弹行情。阻力位在1200美元/盎
司附近。

在看多声中，也有看空的
声音。招金投资公司黄金高级
分析师刘宇翔认为，上周的反
弹已经到了一定位置，接下来
或将下跌。

期期货货市市场场：：大大宗宗商商品品普普涨涨，，塑塑料料涨涨停停
美元承压商品反弹；股市大涨起了带动作用

本报3月23日讯（记者 李
娜） 23日，期货市场大宗商品
普涨。塑料发力涨停，沪铜、沥
青、PVC和白银涨幅也超过
3%。分析认为，一方面，市场预
期美联储加息推迟至9月份，美
元指数承压；另一方面，国内股
市走牛，对大宗商品起了带动
作用。

分板块看，金属普涨，能源
化工全部收涨，涨幅居前，只有
铁矿石和铝小幅收跌。农副板
块中菜粕和白糖领涨。煤炭类

品种全部收跌，焦炭跌1 . 43%。
宏观上，从全球市场来看，

美联储鸽派的会议决议，让前
期大涨的美元指数受到压制，
连续几日震荡调整。上周的美
联储会议删除了“耐心”一词，
为加息敞开了大门，但强调4月
份不会加息，后期加息与否依
然还要看经济数据的眼色，同
时下调了美国经济增长预期及
通胀预估和利率预估，大宗商
品市场短线强劲反弹。

这次会议在期货分析人士

看来，将成为近期大宗商品走势
的重要分水岭。前期因美元大涨
而连连下跌的期货商品，在这次
会议后出现不同幅度的反弹。

此外，国内股市大涨，让市
场增加了信心，对期货也有一
定的带动作用。

因环保等问题，大庆石化
PE装置停车，兰州石化老全密
度停车，延长中煤停车，蒲城能
源全密度停车。市场预期供需
偏紧，石化企业报价大幅上调，
市场炒作情绪浓厚，贸易商积

极跟涨。23日，塑料L1509强势
涨停。不过下游需求依旧平淡，
工厂谨慎观望为主。

美元的大幅波动给商品市
场带来较大影响，由于美元指
数大幅下跌，原油期价出现反
弹，使本来已经创出新低的调
整得到终结；国内商品反应更
加剧烈，塑料的涨停带动了整
个化工品市场。

分析人士认为，目前大宗
商品尚处于反弹过程中，短期
内多单可继续持有。

头条相关

指点迷“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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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不是互联网的一个升级版本，而是
指互联网与传统企业互相拥抱、融合渗透，通过运
用互联网思维对传统企业改造升级，使它们更加
符合互联网时代的经营需要。

什么是“互联网+”

沾沾光光““互互联联网网++””，，两两烟烟台台股股涨涨停停
业内建议投资者持股待涨，但不要追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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