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利好刺激机器人概念股逞强
本报记者 温济聪

作为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下称“新三板”）不
仅对中小企业直接融资提供支持，而且
在帮助其获得银行信贷方面也发挥重要
作用。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10 月，新三
板已与 22 家银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三
季度合作银行实发贷款金额已达到第一
季度的近 4 倍，新三板作为综合金融服
务平台功能初显。

2013 年 12 月，新三板与工、农、中、
建等 7 家商业银行签署首批战略合作协
议；今年以来，又有浦发、招商等 15 家银
行先后加入。截至今年 10 月，新三板已
与 22 家银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未来仍
有望增加。

申银万国证券场外市场总部副总经
理黄文彬表示，企业挂牌新三板，除了有
股权融资这一渠道之外，还可通过主板
券商督导来规范公司治理、提升公司品

牌，这有利于公司吸引银行主动授信，更
加便利地实现间接融资。

作为多层次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
分，新三板在改善中小微企业的融资环
境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新三
板以改善和提升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水
平为使命，着眼于融资效率的提升，打通
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渠道，综合性金融
服务平台初具雏形。”新三板新闻发言人

隋强表示。
“我们第一次获得的银行主动授信

来自杭州银行中关村支行，通过大股东
信用担保的方式获得 500 万元的银行授
信，仅用 7 天就完成了整个信贷流程，速
度超出预期。”新三板挂牌企业三众能源
有关负责人说，经过一年合作后，杭州银
行主动为公司提升 300 万元额度，公司
仅通过信用担保的方式就获得 800 万元

的授信额度。截至今年三季度末，三众能
源已获得3家银行授信，贷款规模3100万
元人民币，其中信用贷款1400万元、大股
东担保贷款1700万元。在新三板市场上，
类似三众能源的案例有许多。

在直接融资方面，截至 8 月 29 日，今
年以来新三板挂牌公司股票成交 46.50
亿元，是 2013 年全年成交金额的 5.71
倍。在股票融资方面，合计完成 154 次
股票发行，融资金额为 89.77 亿元，是
2013 年全年的 8.96 倍。特别是自今年 8
月份做市业务开展以来，新三板市场流
动性更是大幅提升。隋强表示，通过做
市转让，企业能进一步分散股权、提升公
众化程度，增强市场流动性，畅通投融资
渠道。此外，目前竞价交易的技术准备、
制度准备正有序开展，预计在今年年末
或明年年初择机推出。

在间接融资方面，除了提供更为畅
通的信贷渠道之外，新三板还通过支持
和吸引主要服务于中小微企业的地方
性、区域性中小金融机构挂牌，提高其服
务中小微企业的能力。

打通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渠道

新三板综合金融服务平台功能初显
本报记者 何 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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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钱箐旎从恒生银行获悉：该行将于 11
月 17 日起提供沪股通股票买卖服务，并推出豁免无限次
买卖沪股通股票的经纪佣金及 A 股即时报价收费优惠，
配合客户投资所需。

恒生沪股通股票买卖服务所提供的交易渠道包括︰
恒生 e-Banking、专人接听证券买卖热线，以及设有证券
柜台的分行。此优惠期为 2014 年 11 月 17 日至 2015 年
3 月 31 日，期间恒生客户经该行股票买卖渠道买卖沪股
通股票，可无限次豁免买卖沪股通的经纪佣金。

恒生银行推买卖沪股通股票佣金优惠恒生银行推买卖沪股通股票佣金优惠

本报讯 记者周琳报道：海通证券金融产品研究中
心日前发布报告显示，华宝兴业、兴业全球、华商等 8 家
基金公司股票投资能力获评 5 星级，这些公司参评的基
金产品近两年来净值增长都在 40%左右，评级上升的还
有华泰柏瑞、中邮创业、中银基金等 5 家基金公司。值得
一提的是，老牌基金公司华夏评级下降 1 个档次，仅获评
3星级。

8家基金公司股票投资能力获评五星级

本报北京 11 月 11 日讯 记者何川报道：在沪港通
正式开启的利好消息带动下，近两日银行、券商等金融板
块大幅走强，整体涨幅高达 6.5%。在其带动下，11 月 11
日盘中，沪指一度冲上 2500点大关。

与大量资金持续涌入金融权重板块形成对比的是，
中小板、创业板在资金跷跷板效应下快速下跌，创业板指
数两天下跌近 4%，跌破 1500点关口。

大摩投资分析师袁筠杰认为，目前资金对于低估值
蓝筹板块股票的认同度较高。沪港通的正式启动，必将
带来大量增量资金，推动银行、券商等低估值大盘股走
高；而中小板、创业板在业绩增速放缓的背景下，其高估
值或很难维系，大幅回调在预期之内。

低估值金融板块受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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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商识别码厂商名称
东莞市添雅纸业有限公司
惠州市威林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揭东县玉湖绿益香茶叶加工厂
汕头市潮阳区谷饶百睦针织厂
汕头市潮阳区谷饶义发泰电子厂
佛山市顺德区浩基电器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凤厨食用油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喜德龙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揭阳市榕城区润和日用塑料制品厂
揭阳市榕城区金泰佳鞋厂
揭阳市小雅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揭阳市凯尔丹鞋业有限公司
揭阳市榕城区仙桥吉祥五金厂
汕头市潮南区陈店曼妮娜内衣厂
汕头市新颖食品有限公司
潮州市创潮流陶瓷有限公司
广州市瀚荣贸易有限公司
北京兴瑞远达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创想活力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百城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文瀚鑫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北京瑞特福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崇信丽科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同福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润婴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乐逸登户外装备有限公司
山东东方杨春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汉莱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市裘天宝实业有限公司
徐州盛洋商贸有限公司
江苏省荣泰服饰实业有限公司
江苏好德工贸股份有限公司
南通安康防水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盛丰登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江阴市青阳百思味调味食品厂
滨海永缘食品有限公司
盐城市雨虹禽业发展有限公司
盐城亚邦日用品有限公司
盐城创想贸易有限公司
靖江市博奥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永丰余生物科技(昆山)有限公司
优必胜(苏州)轴承有限公司
苏州科缔康农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四叶草服饰贸易有限公司
江苏万洁洗涤剂有限公司
高密市嘉华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帛方纺织有限公司
诸城市良之友工贸有限公司
泰安永大食品有限公司
乐陵宏源食品商贸有限公司
杭州成颜丰商贸有限公司
浙江德鲨服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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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汤米时装有限公司
永康市广宾工贸有限公司
义乌市正晋文体用品有限公司
义乌市城南拉链织造厂
义乌市卡丹琦皮具有限公司
石家庄竹盛棉织厂
承德裕民白荞面特产有限公司
宽城喜来乐豆制品加工有限公司
邢台四友卫生用品制造有限公司
临西县馨绒纯棉被加工厂
保定奇奇日用品有限公司
邯郸县华农米面加工厂
沧州渤海新区吉美家居销售处
新巴尔虎右旗广大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大兴安岭北国红豆饮料食品有限公司
通辽市大德粮油有限公司
呼和浩特市精德食品有限公司
东胜区吉木色油炸类糕点加工厂
康之旅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鄂伦春自治旗何氏兴安保健品有限责任公司
包头市沁香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乌兰察布荣昌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新疆治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乌鲁木齐卡碧尔商贸有限公司
阜康市阜北麦客制粉有限责任公司
德惠市一品松江米业有限公司
长春遨宇高新技术有限公司
河南俊兴食品有限公司
河南传奇领军饮品有限公司
河南珊珊食品有限公司
通许县好缘份食品有限公司
安阳升华粮油有限公司
新乡市中大金属涂料有限责任公司
济源市盈佳生物饮品有限公司
安阳市应龙农产品销售有限公司
河南省将军酒业有限公司
河南大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张弓饮品有限公司
焦作市新金鹏食品有限公司
永城市金鼎食品有限公司
新乡市初元饮品有限公司
西华县鑫广挂面厂
南阳市豫香源食品有限公司
睢县佳龙食品有限公司
南阳市润和食品有限公司
尉氏县今源养殖专业合作社
南阳市和福德食用菌开发有限公司
周口斯美特食品有限公司
武汉飞云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新乡县分公司
广州尚之理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市金谷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广州佰家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欣喜悦化妆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珀菲化妆品有限公司
广州逸能日用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六邦雪粒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区大石贵顺家私经营部
广州市凌玮锶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市奔裕食品有限公司
广州怡快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市色爱饰品有限公司
广东洋文服饰有限公司
广州凌琳艾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星果园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广州梅一兰电器有限公司
广州山本水册文具有限公司
广州琳杰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首沣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艾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越秀区天力图书商行
广州市便雅悯贸易有限公司
重庆太极澳洲蜂产品有限公司
酉阳县鑫都针织有限公司
重庆好事佳食品有限公司
重庆金不换商贸有限公司
义乌市爱被赛胶业有限公司
杭州乐陶陶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兰溪市鑫宇淀粉厂
杭州华博茶业有限公司
滑县宏丰园食品有限公司
新郑市龙马食品有限公司
台前县香亿园食品有限公司
郑州养蜂人家蜜蜂专业合作社
郑州双友食品有限公司
杭州珍摩服饰有限公司
浙江四季青佳宝童装市场康子王童装商行
杭州汉晶伞业有限公司
浙江茗阳茶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海宁市斜桥丰旺酱菜厂
温州晨丹食品有限公司
杭州玄唐服饰有限公司
浙江安玛洁具有限公司
杭州闪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台州市黄岩方剑塑料厂
杭州雅优商贸有限公司
固安县马庄镇独流东升养殖场
兆发农产品(惠州)有限公司
东港市洪开食品有限公司
天津市螺喜针织厂
天津锦绣源商贸有限公司
广州市潮园商贸有限公司
海丰县凤翔观养生茶专业合作社
揭阳试验区溪南惠文纸品厂
郑州麦谷香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市福凌食品有限公司
南昌祥瑞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南昌市西湖区五华市场周苹塑料制品批发部
江西诚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双赢粮业有限公司
杭州滋肤家日用品有限公司
建湖县万嘉食品加工厂
江西智泰丝绸有限公司
青岛美丽思服饰有限公司
内乡县豫宛三鑫面业有限公司
西安福鑫生贸易有限公司
西安柯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景泰馨香食品加工厂
兰州勇帆商贸有限公司
瓜州县中心苗圃有限责任公司
甘肃窑街煤电祁连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甘肃金智清真淀粉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勋业食用菌种植开发有限公司
林芝雪域资源科技有限公司
珠海洪基君诚化工有限公司
珠海市昊日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珠海市珠鸟家禽销售有限公司前山分公司
汉阴县味佳绿色食品有限公司
海南淦润服饰有限公司
重庆市永川区树跃禽蛋加工厂
重庆三朵蜜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成都口口义齿制造有限公司
成都市贝欢婴童用品有限公司
成都神仙坊食品有限公司
彭州市财友食品有限公司
成都市蜀思奇食品有限公司
郫县根建酿造厂
武陟县香之旺食品有限公司
广丰县鸿泰花炮制造有限公司
上饶县图腾化妆用具有限公司
南昌市陆川大米有限公司
南昌绿宗坊实业有限公司
江西樟树老窖酒业有限公司
江西省南昌市朱港粮食加工厂
景德镇市序强陶瓷有限公司
福建三好茶博汇茶业有限公司
泉州市凯业日用品贸易有限公司
莆田市涵江区江口超华电子厂
莆田市涵江区怡佳电子有限公司
晋江婴凡蒂诺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龙岩市新罗区同道贸易有限公司
安溪县八韵茶叶专业合作社
兰西县勝鑫米业有限公司
伊春林乡山特产品有限责任公司
桦南县牛家烧锅坊
黑龙江崧阳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绿洲乳业集团有限公司

伊春市南岔区浩良河镇晨森鱼业食品加工厂
海林市丰元粮油经贸有限公司
牡丹江市夏华商贸有限公司
五大连池宝泉啤酒饮品有限责任公司
五大连池市沾河林业局大自然山特产品有限公司
天津江山葡萄酒业有限公司
吉林市昌邑区爱婴坊孕婴超市
松原市永江消泡剂有限责任公司
吉林市正禾食品有限公司
建平县瑞佳猫砂制品有限公司
朝阳县丰盛食品厂
抚顺市顺城区小福日杂店
本溪宏昊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长春市清悦生活用品有限公司
长春鑫聚河商贸有限公司
吉林众方消毒用品有限公司
望都口福食品有限公司
河北品佳必胜鞋服有限公司
石家庄市人和香满堂茶叶店
满城县福新纸制品厂
仁化县黄坑镇柑桔农民专业合作社
清徐县北录树宏盛农业有限公司
神池县宏宇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封坛老酒酒业有限公司
介休市金核仁核桃食品有限公司
晋中晋百乐饮料食品有限公司
大连澎立保温材料有限公司
广州市众权贸易有限公司
揭东县华昌优稀果蔬良种有限公司
四会市日升鞋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意高威贸易有限公司
东莞市盈彩印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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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开通全国统一咨询服务电话
- 4007 000 690

为了更加及时、高效解答有关物品编
码和自动识别技术方面的问题，更好地
为全国商品条码系统成员及企业服务，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已开通全国统一咨询
服务电话 4007000690。

无论您在何地，无论您用固话、手机、
小灵通，只需拨打 4007000690 号码，您
提出的问题就可以得到圆满解答。您提
出的是疑问，收获的是答案，感受的是真
诚！

4007 000 690真诚为您服务！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
电话：84295477
传真：84295483

厂商名称

受工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组织制
订机器人产业十三五规划的消息提振，A
股市场机器人板块走出一波强劲上涨行
情。11 月 3 日，消息发布当日，机器人板
块整体涨幅超过 3%，个股方面，有 35 只
机器概念股实现上涨，其中蓝英装备涨
停，科大智能、三丰智能、松德股份、英威
腾、软控股份、山河智能及汇川技术等个
股涨幅也均高于 4%。

据同花顺数据显示，从 11 月 3 日至
11 月 10 日收盘，52 家机器人概念股中

有 33 家 区 间 涨 跌 幅 为 正 ，占 比 高 达
63.46%。具体来看，科大智能、蓝英装
备 和 巨 轮 股 份 3 家 区 间 涨 跌 幅 高 于
10% ，分 别 为 24.36% 、15.09% 和
10.94%。

财富证券分析师李朝宇认为，机器人
作为新兴产业概念板块之一，受国家政策
及消息影响较大。目前，机器人相关领域
在行业需求、景气度等多个层面表现超出
预期，机器人产业链布局不断向纵深推
进，中国装备智能化步伐加速可期。“机器

人产业未来发展空间巨大，我国 2013 年
已经超越日本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机器
人市场，而未来则有望进一步增长。”大同
证券分析师付永翀说，预计在 2020年，我
国的机器人市场规模将达到 2000 亿元，
机器人上市企业或将分享行业发展带来
的红利。而目前，中国机器人产业仍处在
发展初期，未来空间值得期待。

但中国机器人行业发展之路并非一
马平川。付永翀认为，产业目前主要的问
题和障碍在于我国机器人产业链尚不完

善，国内没有能够提供规模化、标准化并
且性能较高的减速机等核心部件的公司，
一些核心技术被外国公司所垄断。他认
为，唯有系统集成商依靠我国本土优势迅
速发展壮大，并不断提升自身技术实力，
以实现核心部件国产化才是正确之道。

而李朝宇认为，目前机器人产业问题
更多集中在是否拥有更多专利领域，他希
望机器人概念相关公司能够较早形成一
批核心技术，在未来实现统一品牌对外
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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