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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法 尔 胜

双环传动

德联集团

中成股份

利君股份

獐子岛

名称
亚星客车

鹏博士

乾景园林

南都物业

七一二

通用股份

收盘价
7.10

10.07

7.01

12.17

7.57

5.05

收盘价
9.99

15.15

7.03

39.49

18.71

8.81

涨幅（%）
10.08

10.05

10.05

10.04

10.03

10.02

涨幅（%）
10.02

10.02

10.02

10.00

9.99

9.99

名称
英搏尔

普路通

大港股份

合肥城建

中设股份

华铭智能

名称
富控互动

风范股份

佳都科技

安彩高科

海南椰岛

永吉股份

收盘价
53.42

20.66

10.32

12.37

52.80

25.49

收盘价
15.73

7.42

10.46

9.35

7.58

17.30

跌幅（%）
-10.01

-9.98

-8.51

-7.89

-7.66

-7.14

跌幅（%）
-10.01

-9.95

-9.75

-7.70

-7.67

-7.49

名称
京东方Ａ

智慧农业

格林美

中环股份

中弘股份

TCL 集团

名称
农业银行

洛阳钼业

工商银行

中国铝业

紫金矿业

中国银行

收盘价
5.96

4.40

7.71

10.34

1.64

3.84

收盘价
4.13

9.30

6.50

5.28

4.77

4.19

成交额（万）
349553

127043

163077

189445

28142

64989

成交额（万）
427044

344795

191669

130954

107979

77154

名 称
神州易桥

西部矿业

青青稞酒

盐湖股份

金瑞矿业

西宁特钢

青海春天

正平股份

青海华鼎

收 盘 价
-

7.450

13.070

13.640

8.260

5.550

10.910

12.380

6.480

涨跌幅（%）
0.00

-1.19

-0.68

+2.40

+0.98

0.00

-3.62

0.00

0.00

成交量（手）
0

226447

9093

643246

16349

0

80064

0

17206

本省股票昨日收盘本省股票昨日收盘

排行榜排行榜深市深市
昨日昨日

排行榜排行榜沪市沪市
昨日昨日

深沪大势分析深沪大势分析

新华社北京3月13日电（记者赵晓辉 王都鹏）这是世界上
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涉及企业户数最多的股东，沪深两市3000多
家上市公司它都有份；这又是世界上最小的股东，每家公司的股
份，它仅仅持有最低限100股。这个股东买股票不为赚钱，专为帮
中小投资者维权。

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这个中国资本市场上特殊的存
在，让监管层的“投资者保护”有了实实在在的抓手。

持股行权持股行权：：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新探索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新探索

从2016年7月份开始，细心的投资者发现，在一些上市公司
的重大重组媒体说明会上，多了一个特殊的股民代表。这个代表
往往能够针对重组提出一些针对性很强的专业问题，让不少重
组方心生忌惮。

据介绍，一年多来，投服中心共参加重大资产重组媒体说明
会及投资者说明会36次，涉及重组金额2387亿元、股东户数共
计140万户。

A股市场的一大特点就是中小投资者占比高。如何才能保护
好相对弱势的中小投资者？这是长期以来摆在监管部门面前的
难题。

2015年年底，国务院办公厅专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
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明确了投资者保护
的一些具体措施。

“投服中心就是以实际问题为导向，运用市场化方式，加强
投资者保护和服务的新探索、新实践。”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
心总经理徐明说。

“公益性投资者保护专门机构”是监管部门对中证中小投资
者服务中心的定位。

徐明说，散户面对大股东和上市公司时，往往不知道如何保护
自身权益，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投服中心的作用，更多的是通过
具体行为，唤醒投资者维权意识，让投资者“知权、行权、维权”。

截至2017年12月，投服中心公益性持有沪深两市3442家上
市公司每家100股A股股票，这令投服中心在维护中小投资者权
益上，可以实现对绝大部分上市公司的事前持股行权。

诉讼维权诉讼维权：：做好中小投资者的做好中小投资者的““代言人代言人””

“匹凸匹”“康达新材”“安硕信息”“九好集团”……这些公司
的一个共同点是：都因为违反相关法规而被证监会处罚过，从而
被为中小投资者维权的投服中心盯上。

“为中小投资者免费打官司”，这是投服中心的一大职能。“为
扩大支持诉讼覆盖面，让更广范围的投资者受益，投服中心推出了
公开征集受损投资者的支持诉讼维权机制。”徐明介绍说。

据了解，截至目前，投服中心已经提起7起证券支持诉讼，
2016年所提起的两起证券支持诉讼“匹凸匹”案和“康达新材”案
均已获胜诉，投资者全额获赔。

除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证券支持诉讼，投服中心也提起了
首例股东诉讼。2017年6月26日，投服中心以“海利生物”公司章
程相关条款限制股东董事提名权，涉嫌违反公司法有关规定提
起诉讼并获法院受理，该案尚在审理中。

寻找侵权蛛丝马迹寻找侵权蛛丝马迹：：当正义的当正义的““麻烦制造者麻烦制造者””

高送转配套股东减持、现金分红、公司治理规范性……在多
家上市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上，投服中心针对投资者关注
的问题向上市公司提出建议和质询。

这个正义的“麻烦制造者”让不少公司更加重视中小投资者
的权益。比如，柘中股份已修改公司相关章程，天海防务等7家公
司减低送转股比例、增加现金分红及取消股东配套减持。

“去年我们参加了58家上市公司的股东大会，今年争取能够
参加100家。”徐明说。

他说，资本市场是一个高度专业化的市场，上市公司呈现给
投资者的光鲜业绩，有的是经过包装的，而投服中心的作用，就
是行使股东权利，用专业知识为中小投资者揭开其中的“迷雾”。

事前持股行权、事中纠纷调解、事后支持诉讼，这一“投服模
式”已获得不少投资者的认可，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行政监管、自
律监管的有益补充，也是中国资本市场独有的探索。

2017年12月7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公布中国“金
融部门评估规划”更新评估核心成果报告，充分肯定和认可证监会
这一创新性工作举措，认为其先进做法值得其他市场借鉴。

不过，徐明也坦言，投服中心也面临着不少难题。比如，行权
配套机制不健全，权威性不充足；诉讼结案周期长，中小资者损
失计算量大；申请支持诉讼的投资者数量激增，现有支持诉讼模
式难以为继。

投资者保护永远在路上。投服中心的模式毕竟刚刚起步，未
来，如何建立健全持股行权法律体系，持续创新行权类型，探索
示范判决新机制，让更多中小投资者感受到“娘家人”的有力支
持，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新华社华盛顿3月
12日电（记者金旼旼 高
攀）美国经济分析人士
12日警告，一旦特朗普
政府挑起全面贸易战，
到2020年，全球经济损
失可能高达4700亿美元。

彭博新闻社当天发布的研究报告
显示，假设特朗普政府挑起的贸易战
令全球关税水平提高 10%，2020 年全
球贸易额将萎缩 3.7%，全球经济规模
将因此缩小0.5%。

彭博首席欧洲经济学家杰米·默
里、首席亚洲经济学家汤姆·奥利克预
计，按假设情景推演，美国经济将损失
0.9%，幅度超过全球经济损失，成为贸
易战最大受害者之一。

两名分析人士认为，关税导致进

口价格上涨，推高通货
膨胀率。在这种情形
下，如果美国联邦储备
委员会为抑制通胀而加
息，可能进一步拉低美
国经济增速。

除贸易战带来的直接影响，贸易
保护还将对世界经济引发更深远的负
面影响。分析人士认定，贸易保护导
致竞争减少，阻碍全球技术和观念交
流，从长期看来，将导致劳动生产率下
降，削弱全球经济的增长潜力。

新华社上海 3 月
13 日电（记 者 王 原）
来自中国外汇交易中
心的数据显示，13 日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
间价报 6.3218，较前一交易日上涨
115 基点。

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
中心公布，2018年3月13日银行间外
汇市场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为：1 美元
对人民币 6.3218 元，1 欧元对人民币
7.8002 元，100 日元对人民币 5.9459
元，1 港元对人民币 0.80635 元，1 英
镑对人民币 8.7906 元，1 澳大利亚元
对人民币 4.9762 元，1 新西兰元对人

民币 4.6157 元，1 新加坡元对人民币
4.8169元，1瑞士法郎对人民币6.6729
元，1 加拿大元对人民币 4.9221 元，
人民币 1 元对 0.61740 马来西亚林吉
特，人民币 1 元对 8.9913 俄罗斯卢
布，人民币 1 元对 1.8702 南非兰特，
人民币 1 元对 168.47 韩元，人民币 1
元对0.58100阿联酋迪拉姆，人民币1
元对0.59327沙特里亚尔，人民币1元
对39.9811匈牙利福林，人民币1元对

0.53899 波兰兹罗提，
人民币1元对0.9550丹
麦克朗，人民币 1 元
对 1.3033 瑞 典 克 朗 ，
人民币1元对1.2249挪

威克朗，人民币1元对0.60807土耳其
里拉，人民币 1 元对 2.9403 墨西哥比
索，人民币1元对4.9496泰铢。

前一交易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
中间价报6.3333。

隔夜市场，美元指数下挫，跌破
90整数位。上周公布的美国薪资数据
表现不佳，引发了部分投资者对美国
通胀的预期重新偏向谨慎，人民币对
美元汇率小幅升值。

全球饮料巨头可口可乐日前公布
2017年成绩单，其净利同比下滑超八
成。在碳酸饮料市场低迷的背景下，
为扭转局势，可口可乐决定进军日本
气泡酒市场，并宣布将转型为“全饮
料”企业。

业内分析认为，气泡酒市场快速
发展，此时进入该领域，是可口可乐

“去碳酸化”的一个合理布局，但短
期内无法弥补碳酸产品的下滑业绩，
公司经营状况难以改善。

净利润下滑超八成净利润下滑超八成

财报显示，可口可乐
2017 年实现净收入 354.1
亿美元，同比下滑 15%；净
利润为 12.48 亿美元，同比
下滑81%。

对于业绩大幅下滑原因，可口可
乐方面解释称，2016 年公司在北美及
世界各地将瓶装业务出售给特许经营
伙伴，严重影响了业绩。

事实上，这已经是可口可乐连续
第五年业绩下滑。2012年—2016年，可
口可乐营收从 480.17 亿美元，逐年下
滑至418.63亿美元。

面对业绩下滑，可口可乐从 2017
年年中开始裁员，到2018年总共计划

裁掉1200名员工。与此同时，可口可乐
还计划卖掉更多低利润的瓶装业务。
2016年11月，可口可乐将中国的瓶装
业务出售给中粮和太古。

中国食品产业研究员朱丹蓬向记者
表示，可口可乐业绩的大幅下滑，预示着
整个中国乃至全球大健康消费浪潮的全
面来临，“可乐时代”走到了尽头。

涉酒类饮料寻突破涉酒类饮料寻突破

传统主营业务的持续萎缩，使得

可口可乐转而寻找其他突破口。据英
国 《金融时报》 3 月 8 日消息，长达
125 年未涉足酒精饮料的可口可乐决
定涉足酒类饮料业务，并且选择在日
本市场迈入该领域的第一步。

据报道，可口可乐将加入日本日
益增长的 Chu-Hi 气泡酒市场。可口
可乐的一位高管将此形容为公司历史
上独一无二的举动，将使可口可乐进
入一个竞争十分激烈的市场，而目前
这一市场已经由 Strong Zero、High-

ball Lemon以及Slat等日本品牌主导。
公开资料显示，Chu-Hi 是一款

酒精含量在3%-8%的罐装饮料，由日
本的烧酒和苏打水制成，这一特点使
它 成 为 啤 酒 强 大 的 竞 争 对 手 。
Chu-Hi 也抓住了这一特点，以啤酒
替代品的属性加以宣传。

可口可乐 3 月 12 日回应记者称，
目前 Chu-Hi 新品只在日本推出。而
对于中国市场，公司将持续推出更多
新品。

实际上，为了适应
“健康饮料”的市场需
求，可口可乐近年来不
断推出新产品，仅过去
三年在亚太地区就发布
了 500 多个新品。可口

可乐公司首席执行官詹姆斯·昆西表
示，公司目前正在加速向一家全面的
饮料公司转型，将开发饮用水、果
汁、咖啡茶饮等新业务领域。

业内分析认为，碳酸饮料在可口
可乐公司仍占据主导地位，目前新品
的提振效应尚未显现，仅推广就已耗
费大量资金。可口可乐在开启“全饮
料”时代之前，很有可能会经历一段
相对难熬的转型期。

据《新京报》

最小股东让问题公司望而生畏
或因美国贸易战

全球经济损失4700亿美元

净利下滑超八成

可口可乐做酒可口可乐做酒求转型求转型

13日人民币对美元

汇率中间价上涨115个基点

新华社上海 3 月
13日电（记者 桑彤）A
股市场13日回调，个股
呈现普跌格局，成交量
有所收窄。

当日，上证综指以3324.12点小幅
低开，一路震荡走低，最终收报3310.24
点，较前一交易日跌 16.46 点，跌幅为
0.49%。

深 证 成 指 收 报 11241.41 点 ，跌
84.86点，跌幅为0.75%。

创业板指数当日收报1872.68点，

跌幅为 0.52%。中小板指数跌 1.06%，
收盘报7699.05点。

沪深两市个股跌多涨少，上涨品
种为 959 只，下跌品种为 2282 只。不
计算ST股和未股改股，两市逾30只个
股涨停。

从板块概念来看，中科院系、自由
贸易、黄金股涨幅居前，前两板块涨幅

均逾 1%；保险、白酒、
江苏国资跌幅居前，跌
幅都在1%以上。

当日，沪深B指也
以绿盘报收。上证B指跌0.50%至335.11
点，深证B指跌0.07%至1188.52点。

伴随股市下跌，沪深两市成交量
有所收窄，分别成交2023亿元和2999
亿元，总计不到5000亿元。

AA股回调成交量有所收窄股回调成交量有所收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