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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林雯）年味渐浓，一年
一度的“农展会”已进入倒计时——本周
五，各种新、奇、特绿色健康年货与您相约
会展中心。

“一村一品”农家菜集结

褒美槟榔芋、郭山紫长茄、路下生姜、
三秀山水果玉米……“一村一品”的经典
农家菜齐聚“农展会”，这些来自农家山地
的天然绿色农产品绝对不可错过。

今年“农展会”星光熠熠，近200家参
展单位中有国家级、省（市、区）级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有获得有机农产品、绿色食品
和无公害农产品认证的本地企业，还有在
厦台资农业企业以及台湾农业企业，以及

“小而精”致力于专业化生产的农业合作
社，各式各样的菜品年货从岛外原产地的
田间地头直供展会，新鲜又美味。

养生“药材”进盆栽

吃得好，更要吃得健康。各类天然养
生药材和香料也将亮相“农展会”。塔斯曼
生物工程带来了铁皮石斛盆苗和瓶苗，身
价不菲的铁皮石斛从此也能在家种了；平
时难得一见的台湾九层塔和山苏，在“农展
会”上要买多少有多少；新鲜金线莲、牛蒡、
各类蜂产品、螺旋藻以及鱼露等调味品也
将登场，让您“一站式”全购齐。

岛外“名品”丰富市民餐桌

翔安的胡老三红豆饼可说是厦门市民
最熟悉的“古早味”。这一次，胡老三不仅

将岛外出产的红豆饼搬进岛内，还带来了
花生酥、桃酥等传统零食让您一饱口福。
鲍鱼是市民最热衷购买的海鲜，大嶝鲍鱼
作为本地最知名的水产品之一，将带来“长
得慢”的九孔鲍、皱纹盘鲍以及各类鲍鱼干
货丰富市民餐桌。还有香软Q弹的福春姜
母鸭、绵密香甜的黄金莺歌地瓜、营养丰富
的野生绿皮土鸡蛋等“齐闹春”。

各色花卉为冬日添亮色

除了满足您的口腹之欲，“农展会”上
同样不乏赏心悦目的美景。种类繁多的
盆栽果蔬为您打造阳台菜地，芬芳尽吐的
文心兰为您的家在寒冷的冬季打上一抹
亮色，还有适合阖家共享的观光农业为您
送来温馨与幸福。

本报讯（记者 李晓平）好清香、黄则
和……这些“老字号”承载了鹭岛发展的
印记，但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这些老
字号如何继续保持优势，与时俱进，并打
造成“金招牌”呢？昨日，民盟厦门市委组
织盟内部分文史专家，召开专题座谈会，
就厦门老字号传承与发展建言献策。

据了解，我市当前有中华老字号13
家，厦门老字号80家，包括好清香、海堤、
白鹭、光华大药店等。

老字号要长“寿”，就要与时俱进

就商业城市的发展，老字号如何打出
自己的品牌，厦门地方志文史专家洪卜仁

认为，老字号除了在保持自己原来的特点
外，应该重视良好诚信和服务态度传承，传
承老字号关键是要继承和发扬商业道德
和商业文化。“很多人一说起老字号就想起
小吃，其实在工业、商业领域都有老字号。”
厦门知名文史专家龚洁说，这些老字号沉
淀厦门的商业文明、工业文明和历史文化，
体现了厦门的个性和特色。

“老字号的‘老’字有两个内涵，一是
时间的内涵，二是老百姓的认同度。”集美
大学教授林地球说，老字号要做好，首先
要老百姓的认同，要保持其本色，所谓“好
酒不怕巷子深”，让海外华侨等都会“千万
里我追寻着你”。“老字号寿命要长，要有

所作为，要注重与时俱进，如黄则和的花
生汤，过去是越甜越好，但是现在都提倡
低糖，其甜度是不是也该有所变化呢？”林
地球说，老字号是城市的名片，也是城市
的文化，老字号应得到更多关心，要在政
策、税收上给予扶持，尤其要注重打假。

老字号让人想起童年和故乡

“要让居民看得见山看得见水，更要
记得住乡愁。”闽南文化研究会会长陈耕
认为，应该从经济和文化两个角度来思考
老字号的发展，在营造品牌的同时，更应
从文化角度思考，如何让鹭岛这座城市有
更多的乡愁，让在厦门长大的人能始终怀

念曾经的厦门文化。如果一个老字号能
让人想起自己的童年、故乡，那在经济价
值之外更有其社会和文化价值。

秋生律师事务所副主任杨毅指出，要
将挖掘老字号与文化产业发展相结合，这
有利于推动老字号发展。

有专家认为，厦门在传承和发展老字
号的同时，急需确定标准，注重甄别和确
认，为老字号正名；要加大打假力度，才能
让老字号保持其生命力。如鼓浪屿馅饼、
土笋冻等，现在鱼龙混杂的很多，让走上
鼓浪屿的游客常常纳闷：“鼓浪屿怎么那
么多老字号。”要将发展品牌和保护老字
号区分开。

保护“老字号”要加大打假力度
民盟厦门市委组织文史专家为“老字号”传承发展建言献策

中国智慧城市
评出杰出贡献奖
厦门市信息化局上榜

本报讯（记者 吴君宁）1月8日—9日，第四
届中国智慧城市大会在京举行，厦门市信息化局
与北京、上海、武汉、杭州、宁波等5城市信息化
主管部门获得“中国智慧城市杰出贡献奖”。

此次大会由中国智慧城市论坛主办、以“智
慧城市是新型城镇化必由之路”为主题，旨在研
究和推广“智慧城市”的规律和经验、促进政府数
据开放及城市健康发展提升我国智慧城市的品
质与内涵。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成思危代表大
会向全国5个“智慧城市”建设成绩突出的信息化
主管部门发了“中国智慧城市杰出贡献奖”奖项。

市信息化局积极推进“智慧城市”建设，率
先在国内出台《厦门“智慧名城”三年行动计划》，
将“融合高效、兴业惠民、便利均等”作为厦门智
慧城市建设的理念，推动交通云、健康云、教育
云、政务云的建设，并取得显著成效，在运用信息
化技术破解城市发展瓶颈，推进城市可持续健康
发展方面作出了创新性贡献。

我市八家企业
品牌总价值146亿

本报讯（记者 陈泥）近日，央视财经论坛向
全球首次发布2013年中国制造业自主品牌冶金
建材行业、纺织轻工、服装鞋帽行业、通讯电子及
家电等行业的部分企业品牌价值。记者了解到，
我市参与评价的 8 家企业的品牌总价值达到
146.66亿元，平均价值为 18.33亿元，超过全省
平均价值的12.5%。

据悉，在全省参评的29家企业中，“宸鸿科
技”的品牌价值为61.18亿元，排名第2位；“正新
橡胶”的品牌价值为49.50亿元，排名第4位。

41亿元
思明地税2013年社保费入库
比增26.94%

思明区地税局的消息说，2013
年，思明区社保费入库首次突破 40
亿元大关,达 41.12 亿元，同比增加
87261万元，增长26.94%。

2013 年，思明地税共受理城乡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申报参保登记
146556 人，同比增长 29.59%；全区参
保人数达到 449893 人（不含城乡居
民医保），同比增加54960万人，增长
14.31%；正常企业参保户达到 34454
户（占全市40.38%），正常企业参保率
88.87%。（本报记者 陈泥 通讯员 王
智灵 洪志平）

40亿元
553户纳税大户去年纳税占
思明地税税收收入的71.40%

记者从思明区地税局获悉，
2013年，思明区税收超百万元以上的
大户有 553 户，比上年增加 95 户；千
万元以上的大户有 64 户，比上年增
加8户；但亿元以上的大户比上年减
少1户，仅有7户。

据地税部门分析，553户百万元
以上纳税大户去年合计缴纳税收
403923万元，占思明地税税收收入总
量的71.40%。 （本报记者 陈泥）

逛农展会一站买齐年货
本周五，新奇特绿色健康农产品与您相约会展中心

数字快览

农展会上海鲜干货好抢手农展会上海鲜干货好抢手。（。（资料图资料图//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陈立新陈立新 摄摄））

厦门莆商
举行新春茶话会

本报讯 (陈祖灏)元月12日晚，厦门市莆田商
会在凯宾斯基酒店举行新春茶话会，商会会员与各
界人士欢聚一堂，畅叙友情，展望未来，共谋发展。

茶话会由商会书记兼秘书长谢赳主持，会
长苏庆灿作2013年度工作报告。

与往年相比,这次茶话会不放糖果，不摆点
心，不置鲜花，一杯清茶叙友情，一腔热情话发
展。这场惯例性的新年茶话会，对我市商会在改
进会风方面带了一个好头。这场茶话会费用由
会员共同赞助。

会上，仙游籍的中国将军书画艺术研究院
朱剑平院长，向厦门莆田商会赠送“见贤思齐”墨
宝。并捐出两幅心爱的力作，进行现场拍卖，拍
卖的5万元全部用于资助莆田英雄三兄弟之张
涵康复费用。张辉代表莆田英雄三兄弟在会上
发言，衷心感谢莆田商会和各界人士长期以来的
关心支持和捐助。厦门市莆田商会油画分会会
长陈明共还向莆田商会奉献油画作品《江南情》。

本报讯 全通教育等 6只新股今
日申购。

全通教育此次发行总数为 1630
万股，申购代码：300359，申购价格：
30.31元。应流股份此次发行总数为
8001万股，申购代码：732308，申购价
格：8.28元。 安控股份此次发行总数为
1345万股，申购代码：300370，申购价
格：35.51元。思美传媒此次发行总数
为 2132.9878 万 股 ，申 购 代 码 ：
002712，申购价格：25.18元。天赐材
料此次发行总数为3010.5万股，申购代
码：002709，申购价格：13.66元。光洋
股份此次发行总数为3320万股，申购代
码：002708，申购价格：11.88元。

本报讯 IPO重启后，A股市场迎来
了有史以来最密集的新股发行潮，获得证
监会放行的新股共有50只，这些新股均
在1月8日至21日的10个交易日里完成
申购，平均每天5只新股发行。上周，剔除
暂缓发行的奥赛康外，申购的新股共有7
只，而这仅是本轮IPO重启后的“热身”。
本周A股市场将迎来IPO史上最大发行
潮，33只新股汹涌而至。1月17日当天，
更有9只新股密集发行；在17日发行的9
只新股中，本轮发行潮中“块头”最大、募
集资金最多的陕西煤业也将亮相，该公司
一家就要募集上百亿资金。

大盘会不会被压垮

大盘距离2000点整数关近在咫尺，
保卫战一触即发。

分析人士指出，后市大盘2000点保卫
战的成败，还要看三大因素：创业板等成长
股的后期走势，蓝筹股在估值支撑下的抗跌
能力，以及衍生品市场中空方力量的变化。

首先，创业板等成长股后市走向何
方。本周最大看点是逼近新高的创业板
指数，未能创出新高，却出现了上周四和
上周五急刹车式的调整，让市场措手不
及。创业板高位运行风险仍大，个股分化
明显，不少前期热门股并未再成弄潮儿。

其次，蓝筹股在估值支撑下能否抗
跌。在新股配售制度及较快的新股发行
节奏影响下，市场担忧这将引发对蓝筹股
的资金分流，对各种利好政策视而不见。
尽管蓝筹股估值很低，短期内难以吸引到
增量资金的追捧，可能抗跌，但难以给市
场带来积极力量。

再次，衍生品市场中的空方力量会否
快速崛起。市场对抽资的担忧愈演愈烈，
投资者信心不足，股指期货和融券力量可
能逐步崛起，形成对大盘的进一步压制。

还要不要申购新股

在证券时报近期举办的一项联合调
查中，通过调查结果可以发现投资者对
新股申购热情不高，其原因主要有两项：
一是部分未参与者持有沪市股票，不能
参与到深市的新股申购；二是市场表现
疲弱，部分投资者受资金限制无法参与。

关于“您是否参与了上周的新股申
购？”的调查结果显示，选择“有”和“没有”
的投票数分别为192票和916票，所占投
票比例分别为 17.33%和 82.67%。从结
果上看，不到两成的人表示参与了上周新
股申购，绝大多数投资者则未参与。

而本周33只新股连发，投资者受股
票市值与资金的限制更为突出，而奥赛
康紧急暂缓发行暴露出来的老股转让问
题，以及我武生物网下配售被质疑，在一
定程度上也打击了投资者的信心。市场
人士提醒，谨防“中签变中招”。

（据《证券时报》）

一周33只新股大盘吃紧

相关

六只新股今日申购

本周A股市场将迎来IPO史上
最大发行潮，33只新股汹涌而至。1
月17日当天，更有9只新股发行；在
17日发行的9只新股中，本轮发行
潮中“块头”最大、募集资金最多的陕
西煤业也将亮相，该公司一家就要募
集上百亿资金

个人实盘外汇买卖(1月10日)
货 币 开 盘 收 盘

买入价 卖出价 买入价 卖出价

每一百外币兑人民币中间价(1月10日)
加元 562.230
澳元 542.030
欧元 830.17

英镑 1005.17
港币 78.68
美元 610.08

瑞郎 667.130
新元 476.230
日圆 5.8119

英镑/美元 1.6468 1.6490 1.6400 1.6422
美元/港币 7.7460 7.7620 7.7469 7.7629
美元/瑞郎 0.9060 0.9082 0.9058 0.9080
美元/新元 1.2674 1.2734 1.2668 1.2728
美元/日圆 104.73 104.93 104.85 105.05
美元/加元 1.0828 1.0850 1.0838 1.0860
澳元/美元 0.8891 0.8903 0.8887 0.8899
欧元/美元 1.3599 1.3615 1.3597 1.3613
黄金/人民币 242.50 243.50 242.50 243.50
由中行厦门市分行外汇交易室提供(亚洲市场)

汇市

本报讯 上周沪深股市呈现破位
下跌格局，预计后市跌破2000点是
大概率的事情，大盘重心还将进一步
下移，后市将进入“1”时代。同时，

“主板弱、创业板强”的结构性分化走
势还会持续一段时间。操作上，投资
者应顺应市场，及时调整投资策略 ，
重点关注中小板和创业板中有业绩
支撑的成长股。

基本面上，上周四国家统计局发
布数据显示，2013 全年 CPI 上涨
2.6%，PPI下降1.9%。从CPI数据来
看，通胀压力不大，实现了全年的控制
目标，但PPI连续22个月负增长，显
示经济呈现通缩的状态。由于2014
年经济上仍然是主动减速、控制风险、
结构转型的调整年，预计2014年CPI
虽然有上行压力，但仍在3.5%以下的
可控范围之内，而PPI在短期内转正
的概率则不大。

流动性上，央行上周三公布数
据显示，截至去年 11 月末，外汇占
款新增 3993.36 亿元，虽然较 10 月
4495亿元有所回落，但仍然属于较
高的水平，显示市场整体流动性充
裕，银行体系内的“钱紧”是结构性
的问题。上周央行在公开市场上
未进行任何操作，上周到期逆回购
资金 290 亿元，因此上周公开市场
净回笼资金 290亿元。由于上周是
新年伊始，银行间流动性较为宽
松，市场资金利率大幅回落。不
过，本周由于财政存款上缴预计有
3000-4000 亿元，市场流动性将再
度受到冲击，春节前或将再度紧
张。

沪市将进入“1”时代
“主板弱、创业板强”的结构性分
化走势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基金打新热情爆棚
股基成主力

本报讯 上周三，首批新股展开申购，打新资
金翘首以盼的 IPO 大幕正式拉开。从我武生
物 、新宝股份 、楚天科技3只新股网下询价的情
况来看，其中公募基金打新热情颇高，不仅成为
网下询价的各路投资者中的主力军，并且对于看
好的个股，不少基金也毫不吝啬给出高价。

我武生物公告显示，共有499家投资者参与
网下询价。在各类有效询价网下投资者中，公募
基金报出的申购量占到总申购量的比例达到
62.52%，成为网下询价申购的绝对主力。

有不少基金公司旗下基金几乎是全线上阵，
比如宝盈基金旗下5只主动偏股基金与一只封
闭式基金悉数参与，大成基金旗下则有14只产
品给出报价，南方、博时、嘉实基金等也均有至少
10只基金参与询价。

新宝股份以及随后即将登场的楚天科技公
布的网下询价情况也显示了基金的热情。新宝
股份共收到 505 家投资者的初步询价申报信
息，涉及的基金数量接近200只；最终新宝股份
确定的有效报价投资者数量为19家，对应的有
效申购数量为20350万股，其中南方、信诚等5
家公司旗下7只产品拟申购数量合计占26%以
上。楚天科技则收到351家网下投资者申报的
初步询价信息，其中公募基金和社保合计占到
194家。

据新华社电 证监会 12日晚间发布
紧急公告，为就进一步加强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过程监管，证监会抽查询价、路演过
程，并要求拟定发行市盈率偏高的发行人
在申购前三周连续提示风险等。

公告称，中国证监会将对发行人的询
价、路演过程进行抽查，发现发行人和主
承销商在路演推介过程中使用除招股意
向书等公开信息以外的发行人其他信息

的中止其发行，并依据相关规定对发行
人、主承销商采取监管措施，涉嫌违法违
规的依法处理。

根据公告，如拟定的发行价格（或发
行价格区间上限）对应的市盈率高于同行
业上市公司二级市场平均市盈率，发行人
和主承销商应在网上申购前三周内连续发
布投资风险特别公告，每周至少发布一次。

按照规性，风险公告内容至少包括：

比较分析发行人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的差
异及该差异对估值的影响；提请投资者关
注发行价格与网下投资者报价之间存在
的差异；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审慎研
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作出投资决策。

证监会要求，发行人应依据《上市公
司行业分类指引》确定所属行业，并选取
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最近一个月静
态平均市盈率为参考依据。

公告称，中国证监会和中国证券业协
会将对网下报价投资者的报价过程进行抽
查。如发现网下报价投资者不具备定价能
力，或没有严格履行报价评估和决策程序、
未能审慎报价的，中国证券业协会应将其
列入黑名单并定期公布，禁止参与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的网下询价。主承销商允许不
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参与询价和配售
的，中国证监会依据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证监会昨晚就加强新股发行监管发布紧急公告

发行市盈率偏高要连续提示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