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还需关注资金动向

尊敬的【第五城·公园九里一期】业主：
您好！我们万分荣幸的通知您：您所购买的【第五城·公园九里】物业现

已竣工，具备交付条件，现诚挚地邀请以下楼栋业主前来办理接房手续。
时间：2018年6月28日-6月30日，9:00-17:00
地点：【第五城·公园九里二期】33栋商铺

特此公告! 成都润万置业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一日

如 有 不 明 之 处 欢 迎 您 来 电 垂 询 ，客 户 服 务 热 线 ：
028-67143001、400 1099 888

第五城·公园九里一期交房公告

序号

1

2

3

交付日期

2018年6月28日(星期四)

2018年6月29日(星期五)

2018年6月30日(星期六)

交付楼栋

1栋、28栋

2栋、31栋、32栋

3栋、5栋、6栋2单元

交付时间安排

12

2018.6.21
星期四
报料热线
028-96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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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最潮最新资讯

白 杰 品 股

反弹得确认
问：周三沪指低开，盘中探底回

升，收盘上涨，你怎么看？
答：受消息面偏暖影响，早盘市场

低开后在前一交易日低点附近获得支
撑逐步上行，酿酒食品股表现抢眼，午
后以次新股和超跌品种为首的中小创
快速走强，创业板指一度涨近2%，最
终各股指全面飘红。截至收盘，两市
涨停50只，跌停46只。技术上看，正如
笔者昨日所述市场短期下跌有一步到
位之嫌，沪指盘中最低并未跌破周二
低点，其他股指即使跌破也只是短暂
行为；60分钟图显示，各股指均收复了
5小时均线，说明短期探底已经告一段
落，后市理应以补缺为目标展开一段
反弹行情。期指市场，各合约累计成
交、持仓减少，各期指合约负溢价水平
整体明显减少。综合来看，尽管有管
理层表态，但市场反弹也不会一蹴而
就，消息面仍是影响市场波动的重要
因素，由于短短两个交易日，有60多家
公司发布了增持、回购及终止减持的
公告，中期底部信号再现，后市个股超
跌反弹仍将快速展开。

资产：周三按计划持股。目前持
有工大高新（600701）11万股，南玻A
（000012）17万股，宜安科技（300328）
6万股，*ST罗顿（600209）4万股，雷鸣
科 化（600985）2 万 股 ，中 国 平 安
（601318）1.2 万 股 ，南 京 银 行
（601009）8万股，洽洽食品（002557）
4.5万股。资金余额2576892.24元，总
净值7529492.24元，盈利3664.75%。

周四操作计划：工大高新因重组
停牌，*ST罗顿、南玻A、雷鸣科化、南
京银行、洽洽食品拟持股待涨，宜安科
技短期跌幅较大拟适当补仓，中国平
安拟先买后卖做差价。 胡佳杰

掘金龙虎榜

医药制造资金净流入

行业资金流向方面，11个行业资
金净流入，其中医药制造、水泥建材、
航天航空等行业资金净流入。50个
行业资金净流出，其中券商信托、电子
元件、化工行业等资金净流出。

龙虎榜显示，10只个股获机构净
买入。

个股提示
博腾股份（300363）公司是一家

领先的CDMO（医药合同定制研发及生产
企业）。20日获机构净买入1257万元。

盈趣科技（002925）公司以自主
创新的UDM模式（也称为ODM智能制造
模式）为基础，主要为客户提供智能控
制部件、创新消费电子等产品的研发、
生产，并为中小型企业提供智能制造
解决方案。20日获机构净买入1223
万元。

康盛股份（002418）公司是一家
专业生产家电制冷管路件的上市公
司，经过多年的发展和积累，在制冷钢
管、制冷铝管、冰箱两器、铜铝连接管、平
行流换热器等细分产品上具有较高的知
名度。20日获机构净买入1063万元。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赵雅儒

研 报 精 选
天风证券：名家汇（300506）

行业景气程度不容小视
投资要点：近期公司发布2018年

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2018年上半年
归母净利润在1.710亿元至1.905元亿
之间，较去年同期提升156%至185%。
景观照明行业景气程度提升之时，龙
头能够充分享受到回款好的高质量订
单，这些公司未来的现金流值得期待。

投资评级：公司今年新签订单已
接近去年全年、在手订单充足且募集
资金的到位和高效使用将加速订单兑
现；公司项目质量提升也有望大幅改
善公司经营性现金流。公司已极具风
险收益比，给予“买入”评级。

方正证券：汉邦高科（300449）

安全服务新业务启程
投资要点：公司在安防领域形成

了后端设备、前端监控摄像和视频监
控系统三大业务板块的完整布局，已
成为我国安防视频监控产品和系统的
主要供应商之一。随着公司收购金石
威视的完成，公司未来会逐渐延伸以
音视频内容监测、数字水印的知识产
权保护等计算机视觉应用之路，更加
需要公司在安防视频行业的优势作为
依托。

投资评级：未来公司将继续深耕
安防视频行业应用，并以此为基础开
拓计算机视觉技术新应用。预计公司
2018-2020年实现归母净利润0.90、
1.09、1.30亿元，对应当前市值的估值
为33、27、23倍，给予“买入”评级。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朱雷

央行、银保监会、券商、基金、上市公司多方积极声援

央行、银保监会先后密集发声，“稳”字
“好”字成了我国金融监管部门频繁提及的关
键词。特别是央行行长易纲19日盘后罕见发
声，“中国的资本市场有条件健康发展，我对
此充满信心”。央行当日决定同时开展MLF
操作2000亿元和逆回购操作1000亿元，尽显
对6月下旬流动性的呵护之情。考虑到当前
股市风险主要就集中在流动性问题上，央行
加大货币投放，显然有明显的维稳之意。甚
至市场还预计，未来央行至少会有2次降准的
行动。央行研究局局长徐忠撰文建议“做好
货币‘量’‘价’调控的协调配合”。

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人民银
行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
实施好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适时调整和完
善宏观审慎政策，加强预调微调和预期管
理。总体看，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取得了较
好成效。

从M2和信贷增速看，2018年5月末，M2

同比增长8.3%，增速比2017年末上升0.2个百
分点，实体流动性整体趋于稳定。5月人民币
贷款增加1.15万亿元，同比多增405亿元，小
微、涉农领域贷款投放加快。

中国人民银行参事、中欧陆家嘴国际金
融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盛松成19日撰文称，“目
前，金融监管在抑制资金空转方面已取得阶
段性成效，促使资金更多地、更有效率地流向
实体经济。”

19日，银保监会也在其官网刊登新闻
发言人接受媒体采访的实录。文中介绍，
根据前五个月数据，目前我国银行业、保险
业的风险和合规意识持续增强，竞争力不
断提升。

流动性方面，5月末，商业银行流动性继
续保持适度充足，人民币超额备付金率1.4%，
存贷款比例73%，流动性覆盖率125%。保险
业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248%，核心偿付能力
充足率237%，偿付能力总体保持充足。

19日千股跌停后，昨天终于探底回升，止住跌势。市
场全线反弹，以次新股和超跌品种为首的中小创走强，创业
板指一度涨近2%，沪指则小幅跟涨。截至收盘，两市跌停
数接近60家，医药、钢铁、军工等涨幅居前。上证指数报
2915.73点，涨0.27%；创业板报1563.79点，涨1.08%。
按照英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大霄的话就是，“出现了一股
强大的救市力量，把大盘从低迷中迅速拉起。”

20日，各方积极发声，特别是央行、银保监会先后密
集发声，“稳”字“好”字成了金融监管部门频繁提及的关
键词。此外券商、基金、上市公司也主动发声声援A股。
有分析人员指出，目前在外有中美贸易摩擦，内有流动性
预期减弱的背景下，想靠股市自身完成救赎很难，19日的
大跌，给股民造成了单边恐慌！这个时候，除了直接出手
救市+，必须旗帜鲜明地强力出手表态稳定市场。

真正
反弹

市场大跌后，后市能否迎来超跌反弹，目
前是否具备布局良机？

东北证券指出，在市场过于恐慌的状态
下，一系列的利好事件也基本上被投资者所
忽视。首先，前期市场所担忧的独角兽抽血
现象有所缓解，小米推迟发行CDR，先在港股
上市取得市场公允价值之后，再回归A股，也
能避免过度炒作，暴涨暴跌的风险。

其次，个人所得税法修订，明确免征额将
由每月3500元提高至每月5000元（每年6万
元），计征范围由此前的工薪所得，扩展至四
项劳动性所得；增加房贷利息和住房租金等
专项附加扣除。 个税改革力度超出市场预
期，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多后消费对经济的支
撑力度也会更强。

最后，为对冲税期高峰、政府债券发行缴
款、央行逆回购到期等因素的影响，同时弥补
银行体系中长期流动性缺口，2018年6月19
日人民银行开展逆回购操作1000亿元，同时
开展MLF操作2000亿元，显示在监管层去杠
杆的过程中仍保持稳中求进的步伐。

巨丰投顾认为，悲观情绪集中发泄后，20
日市场情绪开始好转。而在情绪所导致的风
险集中释放下，大盘下行空间也基本被封
杀。指数盘中引来反弹，但成交量仍有不足，
表明资金对后市仍有众多的不确定性。因
此，短期指数的反抽或仅是超跌下的技术反
弹，而能否迎来真正的反弹还需要进一步关
注资金的动向。此外，在当下指数反抽过程
中，可重点关注个股超跌反弹的的机会，但一
定要关注那些有成交量释放的标的，否则反
弹随时也会夭折。

星石投资表示，从估值水平上，上证综指
的估值已经回落到了2016年初的位置，各类
指数的估值水平均位于历史40%左右甚至更
低的分位水平。A股估值处于历史低位，低
估值带来高安全边际，目前位置机会大于风
险，市场在反复磨底之后，仍会回到
基本面主导的轨道上。

方正证券认为，悲观情绪宣泄，
估值底已现，不必过度悲观。从估
值来看，各类指数已接近底部，其中
上证A股估值为12.8倍，创业板估值
为35.7倍，沪深300估值为12.2倍，
全部A股估值为15.2倍，估值底已经
出现，对应着市场处于底部区域。
政策预调微调以及流动性改善将引
发市场反弹，主要的配置主线在于
两点：一是低估值的金融地产以及
部分周期品，二是真成长的一线科
技龙头。

综合新华网《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A股市场非理性下跌引起了产业资本的
迅速反应。目前，已有逾40家公司发布增持
公告，而回购、承诺不减持等公告也相继出
现。

山鹰纸业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泰盛实
业计划未来12个月内，累计出资不低于2亿
元，且不超过10亿元增持公司股份；荣丰控股
公告，基于对公司内在价值的认可及发展前
景的信心，控股股东盛世达投资计划未来12
个月内增持不低于1%的公司股份；天银机电
实控人赵云文计划未来6个月内增持不低于1
亿元。

劲嘉股份回购302万股公司股份；旭光股
份公告自5月28日以来花费逾8000万元累计
回购公司1598.33万股；均胜电子已耗资近3
亿元累计回购1108.89万股。

除了增持、回购，也有公司承诺不减持。
安信信托公告，2015年7月，控股股东上海国
之杰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所形成的限
售股16.75亿股将于7月2日解除限售，为促进
公司内在价值合理反映，上海国之杰承诺自
2018年7月2日起至2020年7月1日止两年内
不减持上述股份。金晶科技7名董事、高管也
提前终止减持计划，并承诺一年不减持。

新华社继18日发文《中国经济稳中向好
资本市场稳健运行基础坚实》，19日盘后发文
《多方积极信号将支撑A股行稳致远》。20日
收盘之后，新华网又再度发文指出《基金理性
分析当前A股市场 把握中长期盈利确定性增
长》。

证券时报刊文称，市场有涨有跌本属自
然，A股波动也有其自身运行规律，但市场走
势明显脱离了基本面，担忧情绪笼罩市场。
一方面，周边股市的不稳定状态，让A股无法
独善其身。另一方面，上市公司频爆股权质
押消息，加深了市场的担忧情绪。多重因素
叠加让非理性因素集中释放，引发市场大
跌。担忧情绪被放大，就容易做出不理性的
抛售行为。投资者更应该保持冷静，理性看
待。

上海证券报指出，股市是预期市，也是信
心市。虽然沪深股指跌幅较大，但理性分析，
支撑市场运行基础的三大有利因素，包括宏

观经济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仍在持续、流动
性将保持合理稳定、市场运行的基础性制度
日渐扎实等并未发生改变。

中国证券报称，A股不具备持续大跌基
础。近期，A股指数出现震荡下跌情况。多位
专家表示，中国经济发展从韧性和质量看将
好于市场预期。金融监管协调性更强，政策
工具箱充足，完全有能力化解市场风险。分
析人士认为，A股估值处于历史低位，低估值
带来高安全边际。目前位置机会大于风险，
市场在反复磨底之后，仍会回到基本面主导
轨道上。

证券日报指出，国内股市出现大幅下跌，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美贸易冲突加剧，损
害了资本市场预期的稳定。但从我国经济基
本面特别是庞大的国内市场潜力和产业升级
的驱动力量来看，经济保持稳定增长、资本市
场保持稳定运行并不断提高吸引力是大趋
势，不会因当前的贸易因素而发生逆转。

20日开盘前，中国基金业协会已经发表
两家知名私募千合资本、重阳投资的文章，力
挺A股中长期投资价值。可见官方媒体、公
募基金、私募基金已经联合集体唱多。

王亚伟掌舵的千合资本称，目前中国资
本市场整体估值相对较低，以沪深300成分股
为代表的中国优质蓝筹企业，最新的PE12.3
倍，处于历史低估值区域，并不存在估值泡
沫。预计2018年企业整体盈利仍将增长10%
以上。在当前位置，集中了中国优质企业的
A股市场整体下行风险是有限的，但优质企
业长期的上行空间远远大于下行风险，值得
长期投资者适时入场布局。重阳投资认为，
当前中国经济基本面稳定，经济金融风险正
在逐步释放，A股市场不具备持续下跌的基
础。

监管层喊话维稳市场

新华社连发三文挺A股

产业资本迅速行动救市

基金公司
集体声援

大跌后
市场将
怎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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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银保监会
先后密集发声，“稳”字

“好”字成了我国金融
监管部门频繁提及的
关键词。

▶已有逾40家公
司发布增持公告，而回
购、承诺不减持等公告
也相继出现。

▶20日开盘前，中
国基金业协会已经发
表两家知名私募千合
资本、重阳投资的文
章，力挺A股中长期投
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