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880元玩17天，中原所有景点都
覆盖了，我们就喜欢这样的团。”“我去过
20多个省了，这次中原的嵩山、武当山很
有吸引力，所以一定要去。”来报名的游
客对中原线路情有独钟，上周华西旅游
俱乐部推出“牡丹花开洛阳城 中原17日
游”以来，每天热线不断、报名者络绎不
绝，目前名额已剩不多。

牡丹花开洛阳城 17天畅玩中原
本次行程由成都出发，经陕西、山

西、河北、河南等7省20余个城市与景
点，沿途赏尽中原风光，体味中原文化，
品味华夏文明。

这个季节的牡丹正值最美花期，满
城牡丹花开与历史古都的碰撞则让洛阳
有一种古今穿越的非凡体验。黄河的参
观水势汹涌、涛声震天，行程中我们也将
感受“金瀑”之美誉的壶口瀑布极目四望。

华夏文明发祥地 品味中原文化
言语仿佛并不能将中原风味清晰表

述，只有切身体会才能感受到华夏文明的
魅力。行程中我们将领略承载几千年历
史的古都开封、西安、洛阳等历史名城，也
将一览传承历史的嵩山少林、武当、白马
寺等名胜。不仅如此，我们还将去往延
安、西柏坡等文化景点，忆峥嵘岁月。

主要景点
汉中、秦岭、西安、黄帝陵、延安、南泥

湾、壶口、五台山、西柏坡、石家庄、赵州
桥、济南、趵突泉、大明湖、泰山、曲阜三
孔、水泊梁山、临汾、洪洞、苏三监狱、大槐
树、平遥古城、晋祠、太原、开封、郑州、少
林寺、洛阳、龙门石窟、白马寺、武当山等。

报名热线:028-86969447
028-86969771

读者独享价:4880元/人

活动名称:牡丹花开洛阳城中原17日游
出发时间:5月6日
报名时间:即日起至4月30日，每天

9：00-17：00（周末休息）
报名地址:四川成都红星路二段70

号，四川传媒大厦11楼
同期预告:“走进太行山、沂蒙山、吕

梁山-华北内蒙古中部20日游”

5月26日发团
部分景点:安康、沂蒙山、平顶山、

新乡、许昌、太行山、挂壁公路、枣庄、
台儿庄、日照、青岛、淄博、天津、唐山、
北戴河、秦皇岛、承德、避暑山庄、山海
关、北京、张家口、宣化、乌兰察布草
原、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成吉思
汗陵、吕梁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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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最潮最新资讯

问：周一沪指低开，盘中震
荡走低，收盘下跌，你怎么看？

答：16日全天市场低开低
走，早盘受外围动荡影响出现低
开，盘中因担忧利率市场化白马
股出现大跌，但从历史来看，加
息周期A股并不一定跌，真正的
原因还是市场担心去年雄安新
区炒作路径在近期出现，毕竟海
南板块在利多刺激下几乎都出
现强势涨停，弱市吸金对于大盘
股来说就是利空。截至收盘，两
市涨停47只，跌停13只。技术
上看，沪指最弱不仅再度出现一
个向下跳空缺口，且跌破了前期
两个低点，盘中最低3096点距离
本轮调整低点仅一步之遥，相
反，创业板指收盘还逆势上涨并
收复了5日均线和60小时均线，
这也为下一次再度挑战前期高
点创造了条件。期指市场，各期
指合约累计成交、持仓增加，各
期指合约负溢价水平整体略有
增加。综合来看，在上证50指数
刷新调整新低后，权重股集体弱
势短期较难改变，当前操作仍应
抓小放大。

资产：周 一 按 计 划 持 股 。
目前持有南山控股（002314）
24 万 股 ，工 大 高 新（600701）
11 万 股 ，启 迪 桑 德（000826）
3 万 股 ，南玻A（000012）11万
股，信息技术（159939）35万股，
人工智能（161631）35万股，丝路
视觉（300556）2万股。资金余额
2465811.46 元 ， 总 净 值
7838561.46元，盈利3819.28%。

周二操作计划：工大高新、
启迪桑德因重组停牌，南山控
股、南玻A、信息技术、人工智能、
丝路视觉拟持股待涨。 胡佳杰

行业资金流向方面，6个行业
资金净流入，其中软件服务、电
子信息、通讯行业等行业资金净
流入居前。55个行业资金净流
出，其中银行、房地产、有色金属
等行业资金净流出。

龙虎榜显示，8只个股获机
构净买入。

个股提示
思创医惠（300078）随着公

司业务深度整合，形成了“智慧
医疗”和“商业智能”两大事业
部。16日获机构净买入1亿元。

中石科技（300684）公司是
一家致力于使用导热、导电功能
高分子技术和电源滤波技术提
高电子设备可靠性的专业化企
业，产品包括导热材料、EMI屏蔽
材料、电源滤波器以及一体化解
决方案。16日获机构净买入
6911万元。

博济医药（300404）公司
是一家专业的CRO服务提供商，
为医药企业和其他新药研发机
构提供全方位的新药研发外包
服务。16日获机构净买入2974
万元。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赵雅儒

掘金龙虎榜

软件服务
资金净流入

海峡股份（002320）：4月
16日一字板涨停。受益于海南
拟建自贸区和自贸港的利好，
海南股出现涨停，其中，海峡股
份等15只个股一字板涨停。琼
州海峡客滚运输保障了海南全
岛大部分生活物资供应及约一
半的人员进出，海峡股份业务
增长稳定。随着海南新政策逐
步实施，进出海南的需求将越
来越旺盛，更多的旅客将通过
公司航线进入岛内。这将为公
司业绩持续增长提供保障。

湖南盐业（600929）：4月
16日涨停。3月26日上市的次
新股，公司盐及盐化工产品。受
益于次新股表现强劲，该股上市
后连收13个涨停板，直到16日
才打开一字板。全天换手率
40.76%，成交金额11.3亿元。16
日四只新股打开一字板，其中宏
川智慧和湖南盐业收盘封板，看
它们17日表现如何。

嘉友国际（603871）：4月
16日跌停，之前2个交易日连续
涨停。公司4月11日晚公告，
与内蒙古煤焦化、蒙古国矿业
公司签署合作框架协议，每年
能增加约1.01亿元的利润。受
此消息影响，其后连续涨停。
然而，4月16日早盘低开3.86%，
其 后 节 节 走 低 ，尾 盘 封 住 跌
停。由此可见，市场出现了一
定的亏钱效应。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朱雷

追 涨 杀 跌

海南股涨停潮

白 杰 品 股

抓小放大

2016年12月26日，万家文化第
一大股东万好万家集团与西藏龙薇
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签署协议。万家
集团将所持1.85亿股万家文化股份
（持股比例29.14%），作价30.6亿元
转让给龙薇传媒。

2017年1月12日，万家文化复
牌，受赵薇将入主的消息刺激，在短
短4个交易日内，公司股价从18.38
元涨到最高25元，最大累积涨幅达
36%。

据龙薇传媒对上交所的回复
函，此次收购赵薇仅用6000万元自
有资金，其他资金均从金融机构借
贷而来。

2月14日，万家文化公告称，
万家集团与龙薇传媒签署了补充
协议，将转让给龙薇传媒的股份
总数由原先的18500万股调整为
3200万股，转让总价款也由之前
的30.6亿元缩水到5.29亿。这样，
龙 薇 传 媒 占 股 从 29.13% 降 至

5.04%，将不再成为万家文化的实
际控制人。

2月28日，万家文化便收到了证
监会的调查通知书，随后赵薇夫妇
与万家文化的交易终止。

种种利空之下，万家文化强
势不再，股价呈断崖式下跌，截
至2018年4月16日收盘，股价只
有6.30元，股价较2017年初的最
高 价 25 元 ，可 谓 是 腰 斩 后 再
腰斩。

看牡丹花开品华夏文明
华西旅游俱乐部畅玩中原17日游火热征集中

主营汽车塑料零部件
公开资料显示，航天模塑是集设计、

开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汽车塑
料零部件制造商，主营汽车塑料零部件
以及汽车塑料零部件模具的研发、生产
和销售业务。

根据公司在证监会网站披露的招股
说明书，航天模塑拟在创业板发行不超
过7000万股，占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比
例不低于25%，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

招股资料显示，募集资金拟有7000
万元用来补充流动资金，其余将投向天
津华涛汽车塑料饰件有限公司新建厂区
项目、年产205万套汽车塑料饰件生产
项目、武汉嘉华汽车塑料饰件有限公司
扩能技改项目和年产400套大中型模具
生产项目。

财务数据显示，2014-2016 年及

2017年1-6月份，航天模塑实现营业收
入20.95亿元、25.73亿元、30.99亿元和
15.16亿元，同期净利润为9117.7万元、
10121.41 万 元 、11758.97 万 元 和
5728.03万元。

股东方面，航天模塑的实际控制
人为航天科技集团，控股股东为四川
航天集团。公司实际控制人发行前通
过四川航天集团和燎原无线电厂间接
控制公司合计67.1428%的股份。本次
发行后，航天科技集团仍间接控制公
司合计47.8571%的股份，仍为公司实
际控制人。

7家川企排队IPO
来自证监会的最新一期数据显示，

证监会已经受理首发企业333家，其中，
已过会29家，未过会304家。未过会企
业中正常待审企业291家，中止审查企

业13家。
在处于正常审核状态的企业中，

共有7家来自四川的公司。其中，四川
福蓉科技拟在上交所上市，成都天奥
电子、新希望乳业、四川金时科技3家
计划挂牌中小板；成都航天模塑、四川
德恩精工科技、成都唐源电气拟登录
创业板。

从审核状态来看，成都航天模塑、四
川德恩精工科技已预先披露更新，新希
望乳业、四川金时科技、成都唐源电气已

反馈，四川福蓉科技已受理。此外，成都
天奥电子已经通过发审会。

资料显示，天奥电子主要从事时间
频率产品、北斗卫星应用产品的研发、
设计、生产和销售。此次 IPO，天奥电
子拟在深交所公开发行2667万股，计
划募集资金5.23亿元，将用于投资原子
钟产业化项目、时间同步产品产业化项
目、北斗卫星应用产业化项目及技术研
发中心项目。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白兰

成都航天模塑上会
7家川企排队IPO

4月17日，成都航天模塑（下称“航天模塑”）股份有限
公司首发上会。与此同时，根据证监会最新一期数据，包
括航天模塑在内，共有7家四川企业排队待发。

17日游串起中原美景。

赵薇夫妇
禁入证券市场5年

驳回申辩

4月16日晚间，证监会网站正式公
布了对万家文化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和相关人员《市场禁入决定书》，驳回了
赵薇夫妇、龙薇传媒、万家文化及相关
当事人的申辩。对孔德永、黄有龙、赵
薇分别采取5年证券市场禁入措施。对
万家文化、龙薇传媒责令改正，给予警
告，并分别处以60万元罚款，对孔德永、
黄有龙、赵薇、赵政给予警告，并分别处
以30万元罚款。

证监会指出，当事人如果对本决定
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
向证监会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
市场禁入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直接向
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
议和诉讼期间，上述决定不停止执行。

2017年11月9日晚间，祥源文化
（曾用简称万家文化）公告称，公司于
11月8日收到证监会《行政处罚及市场
禁入事先告知书》（下称《告知书》）。

当时，证监会对万家文化、龙薇传
媒等涉嫌信披违法违规案已调查完毕，
依法拟对龙薇传媒、万家文化、黄有龙、
赵薇等作出行政处罚和市场禁入。

不久之后，黄有龙控股的香港上
市公司顺龙控股，发布了一则关于《董
事会资料之变更》的公告。在这份公告
中，黄有龙和赵政表示，已打算向中国
证监会提交陈述和申辩意见，并要求举
行听证会。

《告知书》显示，赵薇夫妇控制的龙
薇传媒在自身境内资金准备不足，相关
金融机构融资尚待审批，存在极大不确
定性的情况下，以空壳公司收购上市公
司万家文化，且贸然予以公告，对市场
和投资者产生严重误导。

而且，龙薇传媒关于筹资计划和安
排的信息披露还存在虚假记载、重大遗
漏；未及时披露与金融机构未达成融资
合作的情况；对无法按期完成融资计划
原因的披露存在重大遗漏。

龙薇传媒
有虚假记载行为

《告知书》披露了此事的幕后。
龙薇传媒注册资金200万元，于成
立后一个多月即拟收购万家文化股
份，收购方案中自有资金6000万
元，其余均为借入资金，杠杆比例高
达51倍。在本次控股权转让过程
中，龙薇传媒未进行资金的充分筹
备，在股权转让协议签署后才着手
寻求金融机构融资。

在《处罚决定书》中，证监会指

出，2016年12月23日至2017年4
月1日，短时间内，控股权转让事项
不断变更，由控股权转让变更为5%
股权转让，后又完全终止股权转让，
且双方不追究任何违约责任。上述
行为造成万家文化股价大幅波动，
引起市场和媒体高度关注，损害了
中小投资者的信心，影响了市场的
公平、公正、公开。

龙薇传媒以空壳公司收购上市

公司，自身资金准备不足，相关金融
机构融资尚待审批，存在极大不确
定性的情况下，贸然予以公告，对市
场和投资者产生严重误导，严重扰
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

此外，龙薇传媒关于筹资计划
和安排的信息披露存在虚假记载、
重大遗漏，并且未及时披露与金融
机构未达成融资合作的情况。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朱雷

赵薇光环下的股价悲歌

严重影响市场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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