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
布第十批指导性案
例，3起案例均涉及

金融证券领域的犯罪。其中有
一个案例，是原国开证券经纪人
朱炜明操纵证券市场案，这起
“股市黑嘴”“抢帽子交易”案再
次引发关注。

“抢帽子”交易这个名称起
源于早期证券交易所内交易员
喊价的动作，引申含义是指证券
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公开评价推
荐自己买卖或持有的证券，通过
期待的市场波动取得经济利益
的行为。按照我国证券法规定，
当天买入的股票，必须隔天才能
卖出。

“投资者要有自我保护意
识，不能盲目听信小道消息，对
股市要多一些理性判断，不能被
人当做了“韭菜”，多一份风险意
识，看紧自己的钱袋子。”上海市
检察院第一分院检察官在回答
记者时候这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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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成都中支都江
堰营销服务部的一
名业务主任，也是总
公司全明星钻石会
员，曾荣获年度附加
销售奖。“让客户不
操心就理赔到位”是
她从业的初心，更是
她不变的工作宗旨。

进入新华保险
之前，岳永芳从事电力行业，
工作轻松。某天，一位从事保
险业的同学向她推荐保险，碍
于同学情谊岳永芳买了几
份。后来同学邀她入行，抱着
姑且一试的心态，岳永芳开始
备考保险从业资格证，考试的
顺利通过开启了她崭新的事
业征程。

入行之初，岳永芳每天乘
坐不同的交通工具转乘3次
到达公司参加早会，长时间的
劳顿让她难免生出退却之
意。然而，随着对保险的深入
了解，在为客户送去一笔笔理
赔金时，她深刻地感受到保险
的力量，并不断告诫自己再苦
再累也一定要坚持下来。

岳永芳回忆，从业之初由
于公众保险意识淡薄，她常会

“撑上一把遮阳伞，放上一张
桌子”设点，为公众提供保险
咨询。但凡做了登记有了解
保险意愿的人们，她都会逐一
拜访，为他们提供专业的讲
解。通过全心全意的服务，慢
慢积累了自己的第一批客户。

入 行 17 年 以
来，岳永芳见证过的
理赔不计其数，但其
中一位客户让她印
象尤为深刻。某天，
岳永芳的一位亲戚
找到她，说想给孩子
购买保险。岳永芳
告诉亲戚，一个家庭
如果暂时只能买一
份保险的话建议优

先考虑父母，父母才是家庭的
顶梁柱。亲戚深表认同，当即
为自己购买了一份《吉祥如意》
和一份意外险。天有不测风
云，两年后的一天，这位亲戚下
班骑车回家途中遭遇车祸离
世。岳永芳得知此事后全力协
助办理理赔，最终将17万的理
赔金送到客户家人手中。

“让客户不操心就理赔到
位”是岳永芳时常挂在嘴边的
话。当初设点咨询时认识的
一个客户出了状况，岳永芳主
动上门服务，快速为客户办理
理赔。后来客户邀请岳永芳
做客自己的家庭聚会，为她介
绍新的客户。自己的工作得
到了他人的认可和信任，岳永
芳深感暖心和自豪。

岳永芳始终坚信“一分耕
耘，一份收获”，她深信保险是
幸福生活的保障。而她要做
的就是让更多的人了解保险、
认可保险，为更多的客户提供
专业优质的服务，将保险“守
护幸福生活”的力量传递给身
边每一个人。

新华保险系列人物宣传

岳永芳：勤耕耘，让客户幸福生活有保障

国海证券：
国瓷材料（300285）

新材料平台发展进入快车道

投资要点：2018 年上半
年国瓷材料预计实现归母净
利润 2.69-2.86 亿元，同比增
长 137%-152%；公司上半年
非经常损益约为 1.24 亿元，
主要来自政府补贴和爱尔创
股权收购并表的投资收益。
析驱动业务收入和利润增长
的主要因素，是公司通过技
术创新，使得电子陶瓷材料、
结构陶瓷材料等相关业务发
展良好，收入和利润同比增
加。同时，公司外延式发展
协同效应开始显现，纳入合
并范围的子公司王子制陶、
深圳爱尔创对业绩贡献增
加，后续公司打造新材料平台
发展进入快车道。

投资评级：看好公司打造
陶瓷粉末及浆料业务整合平
台的发展前景，未来各业务板

块协同发展将扩大公司业绩
弹性。目前王子制陶和金盛
陶瓷均完成收购并表，同时对
剩余75%爱尔创股权完成收购
并表。给予“增持”评级。

华泰证券：
中国化学（601117）
订单延续加快增长

投资要点：公司今年上半
年累计新签订单800.74亿元，
同比增长72.05%，高于1-5月
增速62.23%，订单延续加速增
长态势。公司不仅积极发挥
在传统化工工程领域的优势
地位，分别中标化工、石油化
工和新型煤化工等领域大型
项目，而且在基础设施领域大
力拓展。未来化工企业技改
搬迁投资增长及高端化工品
产能投放或将继续推动。

投资评级：公司 2018 年
计划新签合同1100亿元，今
年上半年已完成计划数的
73%。给予“买入”评级。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朱雷

研 报 精 选

电子元件资金净流入
行业资金流向方面，55

个行业资金净流入，其中电子
元件、软件服务、电子信息等
行业资金净流入。6个行业
资金净流出，其中电力行业、
环保工程、农牧饲渔等行业资
金净流出。

龙虎榜显示，4只个股获
机构净买入。

个股提示

锐科激光（300747）公司
主营业务包括为激光制造装
备集成商提供各类光纤激光

器产品和应用解决方案，并为
客户提供技术研发服务和定
制化产品。12日获机构净买
入2.16亿元。

喜临门（603008）目前公
司主营业务包括民用家具、酒
店家具和影视文化三大业务
板块。12 日获机构净买入
178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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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日获
机构净买入1666万元。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赵雅儒

掘金龙虎榜

脱离底部
问：周四沪指低开，盘中

震荡走高，收盘大涨，你怎么
看？

答：早盘中兴通讯因消息
面刺激出现一字板，整个市场
人气就此激活，各股指均快
速走高，盘面上券商、5G、芯
片、软件领涨，个股呈现普涨
格局，最终沪深股指涨超2%，
创业板指更是大涨3.3%。截
至收盘，两市涨停84只，跌停
5只。技术上看，沪深股指再
度收复5日、10日均线，且日
线MACD红柱继续放大，而沪
指 5 日、10 日均线还出现金
叉；60分钟图显示，沪深股指
均收复了60小时均线，且60
分钟 MACD 指标红柱重新放
大，而MACD白线再次回到零
轴之上，显示沪深市场已经
全面转强；从形态来看，沪指
再度收复 2800 点，盘中最高
2844 点 ，已 经 超 越 周 二 的
2828 点，这个超越在技术上
非常关键，使得后市延续走
高的技术逻辑得以实现。期
指市场，各合约累计成交、持

仓均略减，各期指合约负溢
价水平整体大幅缩减。综合
来看，一周内两次超 2%的指
数涨幅，足以说明市场负面
恐慌情绪大幅缓解，由于贸
易摩擦的最大利空已经落
地，市场风险偏好回升，后市
股指将快速脱离底部。

资产：周四按计划以4.8
元均价买入南玻A19.55万股，
之后以 4.89 元卖出 19.55 万
股；另以14.71元买入洽洽食
品4.5万股，之后以15.45元卖
出4.5万股。目前持有工大高
新（600701）11 万股，南玻 A
（000012）19.55万股，宜安科技
（30032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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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4627.46 元 ，总 净 值
7578132.46元，盈利3689.07%。

周五操作计划：工大高
新因重组停牌，雷鸣科化重
组过会复牌若不涨停则择机
高抛，*ST罗顿因重组过会停
牌，南京银行、中国平安、洽洽
食品拟持股待涨，宜安科技、
南玻A拟先买后卖做差价。

胡佳杰

白 杰 品 股

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
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全
面解读中国经济运行最新态
势。宁吉喆指出，五个方面原
因支撑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好
势头：一是面对复杂的国内外
环境，党中央保持战略定力，
在区间调控的基础上，加强定
向调控、相机调控、精准调控，
坚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
稳健的货币政策；二是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三是

“放管服”改革持续深化；四是
减税降费力度加大；五是区域
协同发展效应增强。“我们有
信心、有能力、有条件实现经
济平稳健康增长，不断向高质
量发展迈进。”

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
清也表示，今年以来，我国金
融体系总体运行平稳。伴随
着国民经济的稳中向好，银行
业、保险业和证券业经营安全
稳健。6月以来，投向实体经
济的资金大幅增加，上半年社
会融资规模总体稳定增长。
上市公司盈利能力提升，平均
估值水平在主要经济体中居
于低位。国际投资界普遍认
为，中国资本市场已显示出较
好的投资价值。上半年，境外
资金净流入股票市场1313亿
元，境外机构投资者净买入中
国政府债3089亿元。

值得一提的是，国际知名
投资机构淡马锡公司中国区
总裁吴亦兵11日在北京表示，
我们对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
充满信心。中国积极实现经
济再平衡，扩大对外开放，将
推动中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
发展。

淡马锡最新年报显示，截

至3月31日，淡马锡全球投资
组合净值达2350亿美元，其
中在中国的投资组合净值占
比达到26%，仅次于在新加坡
本土占比（27%）。

近日，业内人士纷纷表
示，经过大幅度下跌之后，A
股市场的估值已处在历史大
底附近，更是逐渐成为全球股
票市场的估值洼地。根据同
花顺数据统计发现，截至昨日
收盘，A股市场整体最新动态
市盈率为15.6倍。

据证券日报报道，2000年
以来，A股市场出现过4次大
底，见底时间分别为2005年6
月 6日、2008年 10月 28日、
2013年6月25日，以及2016
年1月27日，见底时上证指数
分别为998点、1664点、1849
点、2638点，四次底部的A股
动态市盈率分别为19.05倍、
13.07 倍、11.83 倍、17.5 倍。
可以看到，目前A股的市盈率
已经接近历史底部。

进一步梳理可以发现，截
至昨日收盘，沪深两市共有
157 只个股最新动态市盈率
低于10倍。其中，深康佳A
（2.4倍）、嘉凯城（3.55倍）、光
明地产（3.94 倍）、宁波联合
（4.003 倍）、万业企业（4.56
倍）、华夏银行（4.74倍）、华菱
钢铁（4.74 倍）和武汉中商
（4.93 倍）等个股最新动态市
盈率均低于5倍。

可以看到，上述157只低
估值股，股价普遍较低。从最
新收盘价来看，上述157只个
股中，股价低于5元的有47只
个股，股价低于10元的个股有
123只，占比达78.3%。

进入密集披露期的A股
上市公司中报显示，今年上半
年上市公司经营状况良好。
截至12日午间，23家披露中
报的上市公司营收实现同比
增长的有19家；1562家预披
露业绩的企业中，预增的有
436家，预告净利润下限为正
的有1285家。

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
学家杨德龙说，近期公布的业
绩既包含中报业绩，也包含对
年报业绩的预期，在经济转型
逐渐显出成效的背景下，股市
不可能长期偏离基本面。

另一方面，通过几年来的
严监管，市场环境得到不断净
化。证监会数据显示，2015年
至 2017年，证监会分别作出
行政处罚决定177件、218件、
224件，罚没款分别为11.03亿
元、42.83亿元、74.79亿元；今
年上半年，证监会行政处罚
159项，罚没63.94亿元，市场
禁入20人次。

在市场相对低迷之时，外
资流入的信号颇为积极。
Wind资讯数据显示，截至11
日，今年以来沪股通流入资金
940.78亿元，比南向港股通高
出740多亿元；北向的深股通
流入资金754.56亿元，比南向
的高出约60亿元。

更积极的是外资在加速
布局中国金融市场。近日，全
球知名对冲基金桥水已经在
中国完成备案登记，6个月内
桥水基金将在国内正式发行
私募产品。去年至今，已有富
达、瑞银资管、富敦、英仕曼、
贝莱德、施罗德等13家外资机
构先后在我国登记成为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

7月12日，A股股指一
改前几日阴阳相间的走势，
拉出大阳线，大有逆转之
势 ，沪 指 涨 逾 2% 站 上
2800 点，创业板指涨逾
3%站上1600点。两市个
股普涨。整个市场投资人
情绪开始恢复，出现的一些
好转的迹象，中兴通讯也出
现了转机。

英大证券首席经济学
家李大霄表示，2691点是
一个底部概率很高。交易
所说自己的股票被低估是
我从业以来第一次出现。
12日，新华社头条写中国
股市新观察也是非常罕见，
而在收市后又再次发文称
多种积极信号在中国资本
市场显现。一日两次发文
力挺A股也是非常罕见。

回顾上半年，A股主要
股指从阶段新高到阶段新
低上演了一波“蹦极”行
情。上证指数在2018年1
月29日涨至3587.03点创
下两年来新高，随后受中美
经贸摩擦等多种因素影响，
股指掉头向下，在6月份接
连失守3000点、2900点甚
至2800点关口；创业板指
则 在 4 月 2 日 涨 至
1918.22点创出年内新高，
6 月 22 日创出年内新低
1506.62点。

在海通证券研究所策
略分析师荀玉根看来，近期
A股市场情绪低迷，短期影
响市场情绪的因素确实存
在，比如美国单方面挑起贸
易战、国内去杠杆背景下信
用违约不断。但站在中长
期的视角看，目前A股已经
进入估值合理区域。

综合新华社
《证券时报》
《中国基金报》

买卖股票四千多万
获利75万元

在最高检的通报的案例中，
朱炜明1982年7月出生，是原国
开证券上海龙华西路证券营业部
的证券经纪人，还当过上海电视
台第一财经频道《谈股论金》节目
特邀嘉宾。

2013年2月至2014年8月，
朱炜明在担任国开证券经纪人期
间，先后多次在其受邀担任上海
电视台第一财经频道“谈股论金”
节目特邀嘉宾之前，使用实际控
制的三个证券账户，事先买入多
只股票，并于当日或次日在上述
电视节目中，对其先期买入的股
票进行公开评价、预测及推介。
于节目在电视台首播后一至二个
交易日内抛售相关股票，人为地
影响前述股票的交易量与交易价
格，获取利益。

作案金额多少呢？买卖股票

一共四千多万，但尴尬的是，获利
只有75万。

经查，其买入股票交易金额
共计人民币2094.22万余元，卖
出股票交易金额共计人民币
2169.70万余元，非法获利75.48
万余元。

2017年7月28日，上海市第
一中级人民法院以操纵证券市场
罪判处被告人朱炜明有期徒刑十
一个月，没收其违法所得，并处罚
金人民币76万元。一审宣判后，
被告人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看紧钱袋子
不要当“韭菜”

承办此案的检察官顾佳说，
通过办理朱炜明案，我目睹了证
券市场一些不规范操作，从承办
人的角度，感觉我们证券市场还
是存在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

还有，我们证券资本市场投
资者的风险意识也要加强。投资

者要有自我保护意识，不能盲目
听信小道消息，对股市要多一些
理性判断，不能被人当做了“韭
菜”，多一份风险意识，看紧自己
的钱袋子。

《谈股论金》
已有两嘉宾出事
除了朱炜明，前不久，知名证

券节目主持人廖英强因操纵佳士
科技（300193）等39只股票，买卖
交易超15亿！被证监会没收违
法所得4300万元，并处8600万
元罚款。一共罚没近1.3亿元。

证监会处罚决定书显示，经
查明，廖英强利用其知名证券节
目主持人的影响力，在其微博、博
客上公开评价、推荐股票，在推荐
前使用其控制的账户组买入相关
股票，并在荐股后的下午或次日
集中卖出。

综合新华社
《中国基金报》《上海证券报》

制图 杨仕成

先行建仓买入，上电视荐股后卖出，国开证券经纪人操纵证券市场，被判11个月

股市“黑嘴”成“韭菜收割机”

中国经济
发展势头好

A股估值
处历史大底附近

中报业绩
预增企业436家

新华社一日发两文
力挺A股

A股估值处于历史底部还担心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