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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杰 品 股

成功补缺
问：周二沪指低开，盘中探底回升，收盘

上涨，你怎么看？
答：早盘创业板的超跌反弹快速展开，

而市场也在一小时之后重新放量，最终沪指
重 新 收 复 3100 点 ，创 业 板 指 收 盘 大 涨
2.54%。截至收盘，两市涨停45只，跌停12
只。技术上看，沪深股指不仅回补了上周留
下的向下跳空缺口，并且一举站上5日、10日
均线，特别是两市成交量重新放大，足以说
明市场信心在逐步恢复；60分钟图显示，沪
深股指收盘均站在5小时均线之上，且60分
钟MACD指标继续保持金叉状态，显示短期反
弹仍在延续。期指市场，各合约累计成交、
持仓均减少，各期指合约负溢价水平整体变

化不大。综合来看，盘后传来数千亿独角兽
基金设立的消息，这无疑将降低市场波动，
减少了发行对市场的冲击，因此短期市场仍
将继续冲击60小时均线。

资产：周二按计划持股。目前持有工大
高新（600701）11万股，南玻A（000012）17万
股，宜安科技（300328）4.5万股，*ST罗顿
（600209）4万股，雷鸣科化（600985）2万股，
中 源 协 和（600645）1.2 万 股 ，中 国 平 安
（601318）1.2万股，南京银行（601009）8万
股 。 资 金 余 额 3169617.17 元 ，总 净 值
7900337.17元，盈利3850.17%。

周三操作计划：工大高新因重组停牌，
中源协和因重组过会停牌，*ST罗顿、南玻A、
雷鸣科化、中国平安、南京银行拟持股待涨，
宜安科技收复5日均线拟小幅加仓。

胡佳杰

掘 金 龙 虎 榜

9只个股获机构净买入
行业资金流向方面，31个行业资金净流

入，其中电子元件、软件服务、家电行业等行
业资金净流入居前。30个行业资金净流出，
其中券商信托、交运设备、商业百货等行业
资金净流出。

龙虎榜显示，9只个股获机构净买入。
个股提示
水晶光电（002273）公司光学业务拥有

光学低通滤波器（OLPF）、蓝玻璃红外截止滤

光片（IRCF）及组立件、投影机散热板、晶圆
级滤光片、光学窗口片等系列光学元器件及
组件产品。5日获机构净买入5002万元。

安洁科技（002635）公司专业为智能手
机、台式电脑及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智能
穿戴设备和智能家居产品等中高端消费电
子产品提供精密功能性器件生产。5日获机
构净买入4122万元。

深信服（300454）公司主营业务为向企
业级用户提供信息安全、云计算、企业级无
线相关的产品和解决方案。5日获机构净买
入3740万元。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赵雅儒

优化服务
蒲江县国土局
切实解决群众困难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秦怡）
近日，蒲江县国土局以深入开展

“大学习、大调研、大改进”工作为
契机，切实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
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其下属事
业单位不动产登记中心启动房改
房、单位集资建房登记办理解决
遗留问题，化解群众矛盾。

本着尊重历史，立足现实的
原则，该中心对“全县范围内，单
位在修建办公楼附带修建职工家
属楼，城镇职工根据城镇住房制
度改革政策有关规定，按照成本
价或者标准价购买的、房屋所有
权经县国资办核准后归职工个人
所有的已建公有住房”分四种情
况提出了处理意见，明确了办理
程序和要件。今年已办理400余
户。

蒲江县国土局纪检组主动介
入，加大对此项工作开展情况的
监督检查，经常性开展教育提醒，
明确在惠及民生的同时严防风
险，必须坚持政策底线，坚决杜绝
打着为群众办事的旗号搞利益输
送，坚决杜绝吃拿卡要行为的发
生。截至目前，开展业务办理督
查和工作纪律作风督查20余次，
保证了此项工作有序推进、规范
推进。

该中心在办理过程中，还不
断研究工作措施，改进服务方式，
开通绿色通道。 4月13日，不动
产登记中心两名工作人员携带全
套办证资料上门为一位意外跌伤
的老人提供办证服务。业务办结
时，老两口非常感动，足不出户就
把业务办了。

蒲江县国土局不动产中心今
年以来对不能到场的困难群众提
供上门服务，自该项工作启动以
来，不动产登记中心对卧病在床
或行动不便的困难群众提供上门
服务20余次。

成都市新都区
推“最多跑一次”改革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殷航）6
月5日，记者从成都市新都区规
划局了解到，今年以来，区规划局
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工作，在
规划审批方面通过“减前置”“优
流程”“平台办理”等推出一系列
有效举措，优化了项目审批服务，
为项目建设提供“保姆式”VIP服
务，切实让申请人“少跑腿”甚至

“不跑腿”。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改

革有4大亮点，首先是优化了“一
书两证”审批流程图。在每个流
程图上都明确批注“谁来办”、“怎
么办”、“办理时限”等内容，为项
目审批提供绿色服务通道；其次
是提前介入实行跟踪服务，及时
了解企业规划审批办理情况，上
门提供指导服务，告知下一步审
批事项办理须提交哪些材料，让
企业业主对审批程序及相关材料

“心知肚明”，减少困惑，不走弯
路。

此外，新都区规划局还主动
收集梳理项目审批存在的困难和
问题，与企业主共同探讨问题的
成因与防范对策，提前与经信、国
土、建设、园区等相关部门沟通，
优化办事程序，落实工作细节，有
针对性地加强平时管理与服务，
有效解决项目建设中存在的问
题。

“第四是做好创客办件管理
工作，实行‘一站式’服务。”该负
责人表示，下一步，新都区规划局
将继续在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
上攻坚克难，以给企业带来实实
在在的获得感为目标，切实优化
政务服务环境。

“世界杯魔咒”困扰A股
这次更像牛市开端

世界杯魔咒世界杯魔咒？？
不，更像是牛市开端

有统计显示，4年一次的世界杯期
间，A股跌多涨少，A股诞生以来，共遇上
6次世界杯，其间，沪指2涨4跌，深成指则
是1涨5跌，似乎弱势明显。不过仔细复
盘，似乎有另一种可能性。

2014年6月12日至7月13日，巴西世
界杯举行。其间，沪指从2054.95点到
2046.96点，小跌了0.4%，几乎可以说就
是盘整。这之后没多久，A股就展开了一
波大涨，到次年6月，一口气涨到了5000
点以上。可以这样说，2014年的世界杯
期间，A股市场虽然没大涨，但为一波大
牛市蓄了势。

2010年6月11日至7月11日，南非世
界杯举行。其间，沪指从2569.94点跌到
2470.92点，跌了3.85%。不过，从7月2日
到11月11日，4个月时间，沪指从2319.74
点一气涨到3147.74点，大涨了36.86%。
当年的世界杯，又是一个底部。

2006年6月9日至7月9日，德国世界
杯期间，沪指从1591.49点涨到1730.19
点，上涨1.44%。值得一提的是，当年的

世界杯期间，也是2006年-2007年大牛
市的开端。

市场人士指出，所谓“世界杯魔咒”，
普遍说法是“由于赛事精彩，投资人的精
力被分散。”但对于A股来说，所谓的“世
界杯魔咒”可能往往是A股季节性因素导
致。因为世界杯的时间大部分在6月，从
三大指数上，1990年以来6月份下跌的概
率为60%，并且，五六月份往往是流动性
阶段性紧张和政策空窗期的叠加。

而回顾最近三次世界杯期间的A股
表现，一个有趣的事实浮现出来。世界
杯魔咒？不存在的，这不都是牛市刚刚
开始吗？区别只存在于是大牛市，还是
小牛市。

世世界杯概念股界杯概念股
A股会炒哪些股

无论大势如何，每逢世界杯，A股市
场总会炒一炒概念股的。

据Wind推出的世界
杯概念股指数，囊括33只
世界杯相关概念股，有食
品饮料行业的燕京啤酒，
传媒行业的粤传媒、LED
行业的奥拓电子。观察该
指数近期走势，其于2月9
日触及历史低点1047.37
点后，一路震荡上行，目前
涨幅已约有20%，最近一
周日均成交额均在90亿元以上。

招商证券认为，足球是世界上最热
门的体育运动之一，足球产业全球总产
值达到5000亿美元，占体育产业总产值
的43%。随着世界杯开幕式的临近，将会
带来相关产业的消费需求及投机机会，
如啤酒、休闲食品、视听器械、博彩、出境
游相关主题性机会。

国金证券指出，世界杯渐行渐近，市
场关注度及主题热度高，建议关注啤酒、
彩电、体彩等三条投资主线。销售旺季
叠加世界杯带动的额外酒水需求，啤酒
的销量有望创新高，同时受提价影响，厂
商增收可期。建议关注标的：青岛啤酒、
燕京啤酒等；世界杯对彩电销售有一定
带动作用，叠加面板降价，将进一步利好

世界杯期间彩电销售。建议关注标的：
海信电器等；体彩受世界杯拉动或迎新
突破。建议关注标的：鸿博股份、天音控
股等。

国联证券则指出，从上市公司层面
来看，众信旅游和腾邦国际有望受益。
众信旅游集团与俄罗斯伊尔航空公司合
作，从今年4月起携手推出多个大型定期
航班，相关旅游产品操作及销售优耐德
和全景旅游联合运营；腾邦国际也与俄
罗斯新锐航空公司艾菲航空合作，在中
国十一座城市开通12条直飞俄罗斯的定
期航线，即将在世界杯年掀起俄罗斯旅
游热潮。未来持续看好出境游市场的回
暖趋势。持续看好免税行业的发展，建
议长期关注中国国旅，酒店板块龙头锦
江股份以及周边游优质标的中青旅。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朱雷

5日A股三大股指齐上扬，沪指站上
3100点，深成指上涨1.78%，创业板指大
涨逾2.5%。苹果指数增长4.29%，创近三
个月来最大单日涨幅。

盘面上看，苹果概念股集体走高，水
晶光电、科森科技与安洁科技3只股票涨
停，龙头股蓝思科技与欧菲科技涨幅均
超过8%，涨幅较大的还有信维通信、环旭
电子、欣旺达、东软载波等。

资金面上，苹果概念股遭主力资金
大力追捧。数据显示，苹果概念股主力
资金合计净流入13.4亿元，其中6只苹果
概念股主力资金净流入逾亿元，分别是
京东方A、欧菲科技、信维通信、水晶光
电、大族激光和蓝思科技。京东方A主力
资金净流入3.21亿元居首，欧菲科技、信
维通信主力资金净流入分别为1.68亿元、
1.54亿元。

开发者大会创新不断
苹果引领科技股再创新高

消息面上，在北京时间5日凌晨举行
的苹果年度开发者大会上，苹果公司宣
布更新iOS、watchOS、tvOS、macOS四
大操作系统，并推出升级增强现实（AR）
工具平台ARkit2。与往年一样，软件依
然是重头戏，没有公布任何硬件产品。

在周一的美股交易中，苹果股价收

盘时上涨0.8%至191.83美元的历史新
高。盘中股价一度上涨1.7%，至193.42
美元，市值突破9400亿美元。过去一年
公司股价涨幅超25%，值得一提的是，仅
5月这一个月，苹果本身就贡献了标普

500指数涨势的23%。从以往历史来看，
无论是在WWDC大会召开的当天、结束
后的一天还是在随后的一个月时间里，
苹果股价都会呈现出下跌走势。但今年
苹果似乎打破了这一魔咒。

美股科技股该日同样表现强劲，亚
马逊、谷歌、英伟达、微软等公司亦纷纷
创出历史新高。其中，亚马逊收报
1665.27美元，连续六个交易日创收盘纪
录新高，该公司市值也首次突破了8000
亿美元关口，成为苹果之后的全球第二
大市值公司。受到科技股强劲涨势的带
动，周一美国三大股指全线上涨，道琼斯
指数、纳斯达克指数、标普500分别上涨
0.72%、0.69%、0.45%。

受美股科技股与苹果概念股的影
响，5日A股科技概念板块同样走势强劲，
电子政务、无线充电指数均涨逾4%，其它
涨幅较大的概念指数还有宁德时代产业
链、去IOE指数、智能音箱指数、小米产业
链等。

在华市场份额持续下滑
概念股半年报预告欠佳

从业绩上来看，苹果公司今年一季
度收获了史上最好的业绩，但这并没有
支撑起市场的持续热情，这与iPhone X
出货量不及预期有很大关系。Canalys

数据显示，2018年第一季度iPhone X出
货量不足1400万台，低于上个季度的
2900万台。此外iPhone的在中国市场份
额也在逐渐下滑，今年以8.4%位居第五
位，比去年下滑了0.8个百分点，而排在前
四位的华为、OPPO、vivo以及小米的合
计销量占比高达到67.3%。

在已发布中报预告的12只苹果概念
股中，有6只股票预告净利润中值出现同
比下滑，其中有4只下降幅度超过50%，
分别为莱宝高科、比亚迪、共达电声、罗
普斯金。

罗普斯金预告中报净利润亏损中值
为0.45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753.41%，
公司表示，业绩下滑主要是受毛利率降
低和销售费用增加所致影响。立讯精
密、大族激光、欧菲科技中报预告净利润
中值均同比上升，分别增幅20%、15%、
20%。

首创证券认为，从供应商情况来看，
群智咨询报告指出，苹果第3季对手机面
板的总需求近一亿片，较第2季成长两倍
以上。第3季智能手机面板整体供应较
第2季增长8%，其中柔性AMOLED供给
较第2季增加近30%，主因苹果需求的成
长。相较上半年的冷淡，在苹果新产品
积极备货带动下，下半年手机市场有望
走强。 综合《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苹果股价再创新高 概念股迎来第二春？

6月14日，也就是下周四，2018年俄
罗斯世界杯开幕，距今还有不到10天的
时间。每逢此时，“世界杯魔咒”的说法
就开始在市场上流传——世界杯一来，A
股市场必跌。

不过，5日市场却出现大涨。截至收
盘，沪指报3114.21点，涨幅0.74%，收
复3100点；创业板指更是大涨2.54%，
报1746.11点。

其实，“世界杯魔咒”之所以存在，是
因为它正好是在6月中旬-7月中旬举行，
正逢A股的“五穷六绝”，更像是给其背个
锅而已。

不过，每逢世界杯，A股市场上，博彩
股、啤酒股、出境游股等相关概念股总会
有所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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