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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筹建全国区块链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事宜。

【证监会就 CDR 已成立专门工作
小组】

评：

近日已有互联网巨头企业积
极联系国内投行运作上市事宜。证
监会希望,通过特事特办的方式,让
一批巨头以发行 CDR（中国存托凭
证）的形式在 A股交易。但 BATJ
中部分公司对在 A股上市的意愿
并不强烈,仍在观望中。但入选名
单之外的一些公司已开始积极运
作。据称,证监会内部已成立专门
的工作小组,全力推进 CDR相关

为“独角兽”铺路。

【工信部筹建全国区块链技术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

据工信部网站消息,工业和信息
化部信息化和软件服务业司近期就
筹建全国区块链和分布式记账技术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事宜开展专题研
究。目前,国际标准化组织（ISO
）、国
际电信联盟 （ITU）、万维网联盟
（W3C）等国际标准化机构已纷纷启
动区块链标准化工作。

量身定做只为区块链。

评：

北京晨报

●王莉

【2 月银行理财收益率创 31 个月新高】

融 360监测的数据显示,2月
份银行理财产品平均预期年化收益
苹果公司与数据整合商 Ito 率为 4.91%,较 1月份上升 0.05个
World签署合作协议,将在苹果 百分点,创下 2015年 8月以来的
地图中添加 179个城市的共享单 31个月新高。从整体来看春节前后
车数据。此功能是实时的,通过搜 市场流动性略微偏紧,银行理财收
索栏键入“共享单车”或服务商的 益率也随之攀高。2月份有 5127款
名称,可帮用户找到最近的单车 产品披露了实际到期收益率,共有
站点。
256款未达到预期最高收益率。
评： 用苹果手机的未必用苹果
评： 预期最高收益不一定是实
际收益。
地图。

【苹果地图在全球 179 个城市加入
共享单车服务】

人民币汇率创两周最大升幅
盘中大涨 115 个基点
北京晨报讯（记者 姜樊）人民币对美
元汇率又升值了！昨日,人民币对美元汇
率中间价盘中大涨 115个基点至 6.3218,
创 2018年 2月 27日以来最大升幅。
行情显示,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昨
日开盘后先是震荡下跌,最低跌至 6.3325,
较开盘价贬值 76个基点。但随后人民币汇
率震荡回升,最高至 6.3218,大涨 115个基
点。截至记者发稿时,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
间价再度回落至开盘价附近的 6.3270。
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大幅回升,业内人
士普遍归因为美元指数在 2月美国非农
就业数据公布后震荡下行所致。虽然美国
就业人口大幅增加,但薪资增速回落,低
于市场预期,增加了市场担忧情绪,导致

美元指数震荡下行。
国家外汇管理局相关新闻发言人此
前表示,中国跨境资金双向流动、总体平
衡的发展趋势已初步形成。近期国内经济
稳中向好势头更加明显,市场对各主要货
币走势的看法合理分化,预期趋稳,人民
币汇率呈现有升有贬、双向波动的态势,
推动中国跨境资金流动更加稳定,外汇市
场基本实现平衡。
交通银行在报告中预计,3月份美元
将延续当前的震荡态势,保持纠结状态；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或将围绕当前位置窄
幅波动。美联储议息会议对美国经济走势
及未来加息节奏的预判,可能会对美元指
数和人民币汇率产生影响。

农行定增预案募资 1000 亿元
A 股 H 股双双大涨
北京晨报讯（记者 姜樊）农业银行日
前发布了一项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预
案,拟募资不超过 1000亿元。如果此次
定增预案最终通过,将成为 A股史上最
大规模的再融资。
农业银行发布的公告显示,本次非公
开发行 A股拟募资不超过 1000亿元,扣
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
本。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共 7名,分
别是汇金公司、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
上海海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中维资本、中
国烟草总公司湖北省公司和新华保险。
业内人士指出,在金融“降杠杆”、“去
通道”的强监管环境下,银行的表外业务
逐步回表,导致各家银行面临资本补充的
压力。定增募资有利于优化结构,降低单
一股权融资对市场的影响。
在此之前,农业银行的一级资本一直
符合《巴塞尔协议 III》的监管指标要求。

但是,该行 2017年 9月份末的资本充足
率增速却出现下降。数据显示,截至 2017
年 9月 30日,农业银行集团口径的资本
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和核心一级资本
充 足 率 分 别 为 13.40%、11.23%和
10.58%。
农业银行昨日还公布了业绩快报。截
至 2017年 末 , 农 行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5370.41亿元,归母净利润约 1929.62亿
元,同比增长 4.90%。不良贷款率为
1.81%,较 2016年降低 0.56个百分点。拨
备覆盖率达 208.37%,较去年末提升
34.97个百分点。
昨日,农业银行的 A股和 H股股价
全线上涨。最终,农业银行 A股报收 4.19
元,上涨 2.48%,H股报收 4.710港元,大
涨 5.37%。农业银行的上涨也带动了银行
股的集体活跃,尽管昨日各大股指全部收
跌,但银行板块仍逆市上涨 0.46%。

太平洋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司法委托拍卖公告

太平洋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将于 2018年 4月 4日上午 10时通过北京产权交易所（以下简称北交所）诉讼资产
网络交易平台以网络竞价方式对以下标的进行公开拍卖：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委托,建筑面
标的名称：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东园一区 114号楼 1单元 101号房屋（
积约 203.56平方米,评估价为 1536.8576万元,保证金 153万元,本次为该标的的第二次拍卖）。
3月 23日 预展地点：标的物所在地
预展时间：2018年 3月 19日 亦可异地通过互联网参
现场拍卖地点：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甲 17号北京产权交易所（竞买人可到拍卖现场,
与竞价）。
竞买登记手续办理：有意竞买者须于 2018年 3月 28日下午 16时前将拍卖保证金交至法院指定账户：户 名：
北京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金融街支行营业室；账号：0200216829200092847。并持有效
身份证明于 2018年 4月 2日下午 15时前到北交所诉讼资产处置服务中心办理竞买登记手续,凭北交所发放的竞
买人帐号登录指定系统参与竞价。建议以电汇方式交纳,保证金以到账时间为准。买受人须在拍卖成交后 10个工
作日内交清全部拍卖成交款及佣金。标的详细信息可在“北京产权交易所网站（http：// www.cbex.com.cn）”和“人民
法院诉讼资产网（http：// www.rmfysszc.gov.cn）”查阅；其他公告网站见“北京法院网（http：// bjgy.chinacourt.org）”和
“太平洋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网站（http：// www.piac.com.cn/）”。未尽事宜,请与公司有关负责人联系,拍卖标的实物
和权属以实际现状为准。 标的勘察请提前预约,集中勘察标的。
拍卖行联系人:王先生 18601107757
拍卖公司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南路 17号京瑞大厦 B座 22C
83143105 法院监拍电话：朝阳法院 010-86377533
北交所联系人:周先生 010招 聘
2名,有广告经验优先。
拍卖公告·招商公告·金融专版·天天出版：13683345028 招聘广告业务员
13683345028
张经理 广告
电话：

联系人：

春节后首轮新股来袭
打新收益走低或成为常态
正当股民还在为“一个月没见新股”大发感慨之时，春节后的首轮新股终于
在今天要亮相了。 3 月 14 日，湖南盐业（730929）、彩讯股份（300634）、宏川
智慧（002930）等三只新股将正式启动狗年新股申购。

节后首发仨新股

上一次新股申购,还是春节前 2月 14
日发行的华夏航空（002928）。自那以后,
“打新”已整整一个月没开张了。今天发行
的 3只新股,将是春节后发行的首批新股。
公开信息显示,湖南盐业、彩讯股
份、宏川智慧等三只新股将分别登陆沪
市主板、深市创业板和深市中小板。其
中,湖南盐业是湖南省内最大的食盐、两
碱用盐及小工业盐生产企业,本次拟发
行 A股不超过 1.5亿股。彩讯股份是中
国移动通信 139邮箱的全网技术与运营
服务提供商,近年来营收和净利润均获
得稳步增长。宏川智慧则是一家仓储物
流综合服务提供商,主要为境内外石化
产品生产商、贸易商和终端用户提供仓
储综合服务及其他相关服务。
低发行价受关注

值得关注的是,三只新股中有一只
堪称“盐值”惊人,就是每股发行价仅
3.71元的湖南盐业,这也是 2018年以来
唯一一只发行价低于 4元的新股。
在“打新”市场上,每次出现新股低
价发行,都会深受市场关注。一般情况
下,低价新股往往会保持较高涨幅的惯
例。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新股申购新规

实施以来,发行价低于 4元的新股共计
20只,上市后的平均连续涨停数高达 16
个。其中,涨停最多 的 是 海 天 精 工
（601882）,连续收获 29个涨停板。但也
有例外,去年 12月 15日发行的华能水
电（600025）,发行价仅为 2.17元,连续
涨停数量却只有 4个。
打新收益在降低

华能水电的过早开板,预示“打新”收
益率在骤然降温。东方财富网数据显示,
在今年 2月上市的新股中,已开板新股
平均连续涨停数仅为 3.3个,最高连续涨
停数仅为 6个。但在 2017年同期,新股
上市平均连续涨停数高达 11.5个。更过
分的是,有 3只新股在今年 2月上市后,
仅收获一个涨停就开板了,分别是养元
饮品（603156）、今创集团（603680）和华
宝股份（300741）。
有券商人士表示,新股上市后搭“云
梯”般连续“一”字涨停,曾是 A股的一大
奇观。但这样的“云梯”今后或难以再现。
统计显示,2017年上市的新股连续涨停
的个数较 2015年和 2016年整体减少,
2018年更是急剧下降。随着对题材股炒
作的监管趋严,以及对“涨停板敢死队”
处罚力度的加大,未来新股上市后的表
现可能会风光不再。
北京晨报首席记者 王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