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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洋转债上市盘中两次
“临停”
可转债火了，
投资者开户热情回升
本报讯（记者 张寅） 最近可转债很火，投资者无门槛申购已经成为
一种潮流，投资者中签率也持续走低，但收益率却依然很可观，N 林洋转
（113014）昨日上市，开盘涨 20.10%，报 120.10 元，由于交易出现异常波
动，N 林洋转临时停牌至上午 10 点，随后开盘再度上涨，盘中最高一度
涨 30%，至 130 元。随后，N 林洋转再次停牌，复牌时间将延续到今日下
午 14 时 55 分。收盘报收 120.55 元，
涨幅 20.55%。
昨日，不光是 N 林洋转涨的厉害，正股林洋能源近日也持续走强，开
盘后即强势封涨停，盘中虽然打开涨停，之后还是大单强势封板，收盘
时，林洋能源涨停报收。
自从东方雨虹开启新一轮公司可转债发行后，林洋转债、金禾转债、
隆基转债、小康转债、时达转债、久立转 2、嘉澳转债陆续申购，从目前来
看，投资者的申购热情都非常高，中签率却非常低。根据统计，目前已过
会等待发行上市的可转债项目还有 37 个，计划募资金额不超过 639 亿
元。此外，有 89 家公司正排队等待上会。
知名经济学家宋清辉指出，
“可转债本质上是一个债券和股票看涨
期权的组合，可转债的价格和股票价格密切相关，这与申购新股并不一

样。由于目前新股大幅压低市盈率发行，因此不存在破发的可能。但
是，如果可转债发行完，到上市期间，其正股大跌，可转债不是没有破发
的可能性，投资者对此应有充分的认识，在申购前应仔细了解转股价、强
制赎回条款、回售保护条款等事项。
”
中信建投固收分析师黄文涛表示，
“总体来看，可转债首日破发可能
性非常小，但首日及其后涨幅难以保持那么高。转债新券供应放量下，
新券上市估值定位将更为合理化，更多看正股表现预期而非因稀缺抢筹
给予过高溢价。
”
可转债很火，除了中签的投资者赚了钱外，券商们也迎来了“可转
债”开户行情，宁波辖区的券商工作人员在朋友圈转发开户申购可转债
的
“小广告”
，
吸引投资者开户。
记者从多家券商营业部提供的数据来看，11 月份以来，为参与可转
债打新而开户的投资者数量增长更多。券商工作人员表示，近期都在积
极向投资者介绍可转债申购的相关知识，客户热情很大。主要因为目前
可转债申购不需要门槛，实施信用申购，对投资者来说非常方便，客观
上，
可转债吸引了不少投资者开户。

食博会 4 天
“吸金”
60 个亿
参展商、客商实现
“精准对接”
本报讯（记者 史娓超 通讯员 周婵 吴佳来） 昨天，为期 4 天的
2017 中国(宁波)食品博览会（以下简称食博会）结束。展会期间，累计入
场观众达到 10 万人次，
展会成交额近 60 亿元。现场销售近 9000 万元。
据介绍，本届食博会共设 8 个馆，展示面积 75000 平方米，国际标准
展位 3500 个。不少参展商、客商和宁波市民反映，今年食博会品种多、
参展商品质量比往年又有新的提高。
多个外省参展商在食博会上实现“精准对接”。包括吉林大米、吉林

全市学校食堂
统一配送率达 99%
本报讯（记者 毛雷君 通讯员 张淑蓉 徐科杰） 昨天早上 7 点，鄞
州梁桥米业有限公司给东钱湖中心小学食堂送去 2000 斤大米。一小
时后，宁波舟煜食品配送有限公司也送来了 150 斤白菜、萝卜、猪肉等
食品。而这些食物，到了中午，就会被加工成学生们吃的饭菜。在东钱
湖的 17 所公办学校和幼儿园，像这样的食品定点配送，从今年年初就
已经开始实行了。
据宁波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自 2013 年起，宁波市成立了市
学校后勤物资联合采购中心，并进行了两次大宗物资联合招标；市教育
局直属学校及各区、县（市）学校也陆续对粮、油等大宗商品以政府或集
中招投标形式实行统一配送。
“一般主副食品实行定点采购，同时探索
农校对接、企和校对接和基地与学校对接等多种采购模式，以降低食品
采购成本，并确保食品质量与安全。截至目前，全市学校食堂大宗物资
采 购 ，统 一 配 送、定 点 采 购 占 比 由 2013 年 的 约 56% 提 到 目 前 的 约
99%。”
记者了解到，为提高全市 120 万师生饮食安全保障水平，宁波市政
府于 2013 年印发《宁波市百万学生餐饮安全工程 2013-2015 年行动
方案》和 6 个子工程方案，正式启动“百万学生餐饮安全工程”。截至目
前，该工程已累计投资 4.9 亿元，完成学校食堂改造提升项目 732 个；学
校食堂《餐饮服务许可证》持证率 100%，学校食堂大宗物资统一配送、
定点采购率达到 99%；建成省、市食品安全示范学校食堂 183 家，品牌
超市进校园率 82.3%，学校饮用水城镇管网接入率 100%，学生食品安
全知识知晓率在 9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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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吉林杂粮杂豆等 27 个企业的百余款优质粮油产品集中亮相。借
助食博会的展示交易平台，短短 4 天时间，吉浙两省签订粮食购销协议
14.8 万吨。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食博会上，宁波馆的表现尤其“抢眼”。3 号馆
宁波馆现场销售 2856.7 万元，达成采购意向合同 683 个，采购合同额 1.2
亿元。据了解，今年首次在 3 号馆内设立宁波农业名牌馆，200 余家企业
参展，
销售宁波的名特优农产品和传统小吃 2000 余种。

百度内容岂能随意做广告
象山一生鲜电商被罚 1 万元
本报讯（记者 毛雷君 通讯员 何琼 王梦莎）吃鱼能包治
百病？前不久，象山石浦一生鲜电商因将百度搜索来的“鱼能
预防癌症、动脉硬化和冠心病”等内容作为广告而被石浦市场
监管分局认定为虚假宣传，
处以罚款 1 万元。
据了解，该公司成立于 2015 年，无实体销售，在淘宝平台
开设的网店是其销售生鲜的唯一渠道。
“这个淘宝店铺开了有 2 年，原先我们的生鲜销售页面仅
仅向客户展示产品照片，内容比较单一。现在网上卖生鲜的
太多了，为了增强竞争力，提高页面美观程度，我才特地请来
了一位美工为网店页面略作‘美化’。”据该公司负责人何某
说，
增加的内容他也没看过，
都是美工百度来的。
根据《食品安全法》第七十三条第一款规定：食品广告的
内容应当真实合法，不得含有虚假内容，不得涉及疾病预防、
治疗功能。食品生产经营者对食品广告内容的真实性、合法
性负责。而该淘宝店铺在店内页面产品“营养价值”处增添的
“东海深海野生鲳鱼能预防癌症的发生”等广告内容，涉嫌虚
假宣传。
最终，象山县市场监管局石浦分局对其作出罚款 1 万元的
行政处罚并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消除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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