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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银行挂牌新三板进入实质审批阶段

新新三三板板将将迎迎首首只只银银行行大大盘盘股股
本报济南4月19日讯（记

者 刘相华） 18日，记者获
悉，齐鲁银行挂牌新三板事宜
已经进入实质审批阶段，挂牌
上市指日可待。如若成功，齐
鲁银行将成为首家在新三板
挂牌并定向发行的城商行。

“4月17日，证监会网站公
布了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转让说明书（申报稿）、定
向发行说明书（申报稿），标志
着我行新三板挂牌进入了实
质审批阶段。”齐鲁银行在信
息公告一栏中如此写道。

由于齐鲁银行股东人数
超过200人，因此申请股票在
新三板挂牌公开转让需要证

监会核准。证监会披露信息显
示，证监会已经于4月15日受
理齐鲁银行申报材料，随后将
经过审核、反馈、落实反馈意
见、行政许可结论意见、封卷
等环节。

对于挂牌新三板，齐鲁银
行认为此举“门当户对”。“中
小银行要在经营和发展中突
破原有格局，实现上市融资的
目标，新三板是一个重要的机
会和平台。相较于A股和H股，
新三板更适合中小银行登陆；
在补充资本的同时，中小银行
还可直接对接新三板的优质
中小微企业，为其提供信贷等
多种金融服务，向多元化经营

转型，提升自身竞争力。”锐财
经分析师王政表示。

其实，齐鲁银行选择新三
板也是无奈之举，因为其股东
人数超过200人，不符合主板
IPO的规定。不过，齐鲁银行也
由此避开了城商行密集涌入A
股带来的通道拥挤麻烦。数据
显示，截至4月9日，杭州银行、
江苏吴江农村商业银行、江苏
常熟农村商业银行、江苏银
行、上海银行、贵阳银行、成都
银行、无锡农村商业银行仍在
主板IPO排队中，拟在中小板
IPO的银行包括江苏张家港农
村商业银行、江苏江阴农村商
业银行。

成立于1996年的齐鲁银
行经过近20年的发展，目前已
经跻身资产过千亿元城商行
序列。截至2014年年末，齐鲁
银行总资产达到1228 . 81亿
元，去年实现净利润10 . 95亿
元。2012年、2013年、2014年齐
鲁银行每股收益分别为0 . 36
元、0 . 42元、0 . 46元，每股净资
产分别为2 . 2 5元、2 . 5 3元、
3 . 05元，均保持良好的上升趋
势。根据公开转让说明书，齐
鲁银行本次定向发行股票价
格为每股3 . 18元，以2014年年
末的每股净资产、每股收益计
算，市净率和市盈率分别为
1 . 04倍、6 . 91倍。

12位80后、90后新股民样本

基基本本面面不不了了解解 一一样样敢敢追追涨涨抄抄底底

二手车市场将进入

“千万辆时代”

力诺实现高端

药包材产品量产

本报济南4月19日讯（记者 李
虎） 加快一级玻璃管制瓶的开发，
是我省医药产业转型升级的方向之
一。记者从17日在济南举办的“2015
注射剂包装高端论坛”上获悉，济南
力诺玻璃制品有限公司的中性硼硅
药用玻璃包装生产线一期项目已建
设完毕，2015年底前将达到24台设
备的规模，成为山东为数不多具备
量产能力的企业。

据了解，药用玻璃以耐水级别
和含硼量来划分，可分为钠钙、低硼
硅、中性硼硅、高硼硅玻璃。长期以
来，我国医药包装市场被低硼硅玻
璃包装主导，具备中性硼硅、高硼硅
玻璃包装量产能力的企业较少，省
内仅有力诺集团、山东药玻等几家。
有机构预测，我国中性硼硅药包材
市场未来几年将以20%的速度增长。

本报济南4月19日讯（记者 刘
相华）“预计到今年底，我国的二
手车交易规模将达到1000万辆。而
到2020年，这个规模将与新车销售
相当。”潍坊泰华车港有限公司董事
长冯义厚对记者说，这也是他进军
二手车市场的初衷。

据悉，新近开业的泰华车港是山
东省内最大的二手车超市，开创了汽
车认证、全套服务、O2O电商平台及
创新汽车超市交易模式，是集专业汽
车维修中心、快速养护中心、一站式
汽车交易办证中心、车友俱乐部等为
一体的综合汽车服务平台。

“互联网+”开启

农村电商新思路

本报济南4月19日讯（记者 任
磊磊） 近日，2015海阳旅游产业电
子商务发展论坛盛大开幕，来自海
阳市里店镇靠山村的杨积华希望，
电商能给自己的600多亩大樱桃快
速找到买主。

杨积华说，她这600多亩大樱桃
有20多个品种，但是樱桃储存期短、
不易运输，旺季时一天采摘2万多
斤，但是只能卖掉一半。剩下的如果
卖不掉，一天就烂了，她只好想法做
成罐头或酒。如果通过电商能把她
的樱桃全卖出去，就解决了她的大
问题了。

海阳市副市长倪建武说，海阳
市要紧跟智慧旅游新浪潮，全力推
进电子商务服务平台建设、旅游特
色淘宝村建设、旅游商品在线平台
经营和“智慧旅游”创新项目落地。
促进旅游产品线下线上合作营销，
也将海阳的特色农产品如海阳大樱
桃、白黄瓜、绿茶、网纹瓜等，卖到全
国各地去，切实促进旅游业发展，促
进农民增收。

●持股情况：满仓华鼎股
份，资产配置5万至8万。
●目前心理：认准这一
只，买定不离手。
●周一操作：融资融券事
件？完全搞不清状况，关
我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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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上运动品牌零售商

90后，股龄1年
11 22

●持股情况：持有威创股份、
沈阳机床、上海科技、中信国
安，准备加仓沈阳机床。
●目前心理：牛市里不搏，
难道等上岸触礁？创业者要
的就是“胆”！
●周一操作：该咋样咋样。

山东某基建公司职员

90后，股龄4个月
33

●持股情况：空仓，此前
持有振华科技、田业股
份、兄弟科技等。
●目前心理：为了打新股
狂抽资金，结果没打中还
挺伤心！
●周一操作：跌就抄底。

北京某IT企业职员

90后，股龄6个月
44

●持股情况：八成仓，持有
中国重工等3只股。
●目前心理：看好后市，认
为周一会先跌后涨。
●周一操作：上午跌的话
补点仓。

北京某IT企业职员

90后，股龄6个月

55
●持股情况：满仓，全部是
蓝筹，有保险股，银行股。
●目前心理：周一即使调
整也不至于太深。中国股
市散户太多、往往是矫枉
过正。
●周一操作：不怕它跌，就
怕不跌。

福建某办公室职员

80后，股龄1年
66

●持股情况：满仓，持有
中航动力、上海医药等。
已清仓创业板及成长股。
●目前心理：周一能跌到
哪去？牛市大背景，有恃
无恐。
●周一操作：以静制动，
任凭涨跌随意，就是不
动。

沪上某会计事务所审计员

80后，股龄6个月
77 88

●持股情况：满仓，持有张
江高科、中海发展、贵绳股
份、雅戈尔。上周清仓基建
股和证券股。
●目前心理：不慌。觉得趋
势没变坏，不担心。
●周一操作：维持不动。

沪上某外企职员

80后，股龄8个月
99

●持股情况：满仓。持有中
国船舶，中信证券各半仓。
●目前心理：最近涨太多，
其实挺怕的。
●周一操作：看看，跌太多
就撤吧。

河北某企业财务

80后
1100

●持股情况：满仓，持有华
侨城A、南钢股份、中孚实
业、三联商社、新疆城建、
天山股份、国电电力等10

只股。
●目前心理：麻木，不知道
怎么办。
●周一操作：上午出下午
进。

沪上某企业HR

80后，股龄4个月

1111
●持股情况：八成仓位。
●目前心理：政策面只是
希望牛市慢一点，只要趋
势不变，短期调整很正常。
●周一操作：根据个股不
同分别操作。

沪上某建筑工程师

80后，股龄两年
1122

80后、90后“小鲜肉”
组成牛市主力军。他们相
信心有多高，指数就有多
高；就算不了解基本面，
看不懂技术线，一样敢抄
底敢追涨。

记者近日搜集了12
个新股民样本，对于4月
2 0日走势，9 0后一致看
多，抄底、补仓是这群人
的口头禅。相对而言，80
后更趋谨慎，看看再说、
见好就收的不乏其人。

股市大涨，一大批80后、90后新股民闯入股市。（资料片）

福建某医院小护士

90后，股龄4个月

●持股情况：2万元本钱，
全部买了民生银行，现在还
亏损。
●目前心理：刚开始炒
股，只敢买这种银行股，为
什么别人都涨我还亏！A50

是什么意思？
●周一操作：不回本绝不
卖。

河南某全职太太

80后，股龄3个月

●持股情况：空仓，上周陆
续清仓中信证券、康美药
业等股。
●目前心理：观望。
●周一操作：觉得周一形
势不明朗，先不作决定，看
一段时间再说。

据澎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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