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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力缩量杀跌暗藏玄机 短线震荡调整实属正常

三条新主线春潮涌动

市场观察

上证指数日K线图

深成指数日K线图

股民热线：0551-64376958
E-mail:wq69535104＠sina.com

2016年3月29日沪深指数

上证指数：
开盘：2956.71 最高：2962.20
最低：2905.25 收盘：2919.83
涨跌：-37.99点 成交:2016亿元
上涨：174家 下跌：854家 平盘：110家

深成指数：
开盘：10259.71 最高：10279.00
最低：10024.06 收盘：10094.71
涨跌：-182.13点 成交：3359亿元
上涨：231家 下跌：1339家 平盘：236家

国元视点

缩量回落 多看少动
周二沪指跳空直接开在10日均线下方，其后展开震荡回落走势，

午间一度急挫，在 20 日均线位置获得支撑，跌幅略有收窄；创业板指
数则明显领跌，盘中最大跌幅超过 3%，跌穿 10 日均线，至尾市，沪指
收于2919.83点，创业板指数收于2152.55点。

蓝筹与题材全线“哑火”。船舶、钢铁、汽车等板块跌幅均超过
2%；大金融仅微跌，呈现一定的抗跌性。水域改革、上海自贸、三沙概
念等跌幅居前。市场一时间“死水一潭”，无热点可言。

市场缩量调整，一方面，在3000 点位置久攻不破下，回撤重新蓄
势不失为市场首选；另一方面，季末、月末流动性收紧效应，也使得资
金面趋紧，成交量低迷下无力展开攻势；最后，市场缺乏明确持续的领
涨品种，券商股“异军突起”打开“后两会”行情后即陷入静默状态，只
在股指盘中急跌时偶尔发力，资金有意在互联金融、国产软件、无人驾
驶等概念中寻找突破口，但都不
具备连续性，市场见好就收、短线
快炒意味浓烈，在面临重要阻力
区域时，根本无法形成合力实现
有效突破。短期股指有回归箱体
中轴的可能，操作上多看少动，等
待市场重心的企稳。

国元证券

新股看台

德宏股份今日申购
德宏股份(60370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日期为3月30日，

公司拟登陆上海证券交易所，本次公开发行股数为1960万股，证券简称：
德宏股份,申购代码：732701，发行市盈率：21.6倍,发行价13.5元。 中财

周二盘面波动较大，空头盘中掀起了数
波杀跌的浪头。不过这种缩量杀跌看似吓
人，却暗藏玄机，背后很可能是主力在恶意
砸盘，这或预示着多空拉锯战仍将继续。

从盘面上看，走势暗藏的玄机主要有：
一是跌停板并未大面积出现，涨停板仍多于
跌停板，银行股也有护盘动作，表明多头尚
有余力；二是经过连续 7 日的 3000 点攻防
战，部分投资者内心已经慌乱，经过这一跌，
兑现利润或者割肉的不在少数，主力洗盘清
理浮筹、震出便宜筹码的意图跃然纸上；三
是各种新闻并没有特别的利空，沪股通等做
多资金还在持续流入，可见主力用意之深。

在主力刻意的袭击下，大盘自然会出现
调整。但我们认为，注册制暂停、战略新兴
板不再设立、退市大门开闸，改革的步伐一
环接一环，股市改革重新起步预期增强。此
外，养老金入市条例的公布也有望改善短期

较为悲观的市场预期。加杠杆也还在继续，
这有助于为大盘带来大量的增量资金。总
而言之，目前大盘仍处于多头的势力范围，
短线震荡调整实属正常。

再者，新的“上车”机会也往往是在震荡
调整中出现的，投资者不妨趁此良机适当狙
击部分被错杀的个股。例如以下三条春潮
涌动的主线，一是石墨烯概念股，石墨烯铅
酸电池已经问世，商业化进一步提速在即，
投资者对石墨烯的前景预期有望得到修复；
二是虚拟现实概念股，首届 VR 高峰论坛本
周开幕，有望再次成为行情的导火索；三是
站上风口的金属钨，一方面供给减少，钨产
品价格上涨在即；一方面科技取得突破，钨
金应用面打开想象空间。特别是以上三条
主线中资本运作积极、有高送转预期的低位
股，很可能就是被错杀的潜力标的，投资者
不妨从中择优狙击。 广州万隆

全国社保基金

管理条例经国务院

批准，5 月 1 日开始

进入将正式实施，意

味着大家期盼已久

的社保基金全面入

市已经打开通道，此

举对中国资本市场

长期发展会有很大

的意义，它会引来长

期稳定资金，社保基

金运作原则就是长

期性、安全性、收益

性。就短线而言，影

响可能并不像某些

人所期待那样，有人

指望社保基金入市能够猛烈推高股指，这是

不现实的。社保基金主要还是作为老百姓

养命钱而使用，在这一方面不能对它寄予过

高的预期。有人认为为了配合社保基金入

市，需要最好是股市跌一点，为它入市提供

条件，这也是种误解。社保基金入市有原

则，并不因为要给社保几千亿资金入市把几

万亿市值给消耗掉，这本身也不符合规则。

申万宏源 桂浩明

社保基金全面入市已打开通道
专家论坛

QQ：1740168127
分类广告
广告刊登热线：0551-62860702 15395123255

温馨提示：交易双方认真核实对方有效证件，并互存复印件，本栏目所
刊广告不作为任何法律依据，由发布的信息所引起的任何纠纷本栏目不承
担任何法律责任。

遗 失 声 明遗 失 声 明

口腔门诊招聘
口腔医生、护士各3名
待遇:工资+提成+养老保险+食宿
地址:合肥市临泉东路安徽大市场旁

13003002407李

聘
内科、中医科医师，
护士，执业中药师
(中医科可合作)

65536048 13705519100

淮河路步行街门面房
对外招租租

招
13805515388

注销公告
安徽省东茂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注册号：341300000106363）拟向公司
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由乔光
明、张顺组成,清算组负责人乔光明,请
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本人有部分国有旅行社现金消费卡，现低价
转让，国内国际线路均可使用。18119681717

旅游现金卡转让

●合肥市致强包装材料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副本遗失，注册号：
340100000972789（1-1）声明
作废。
●合肥市致强包装材料有限公
司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遗失，代
码：09877212-0声明作废。
●陈远志出生医学证明遗失，证
号：O341163390特此声明。
●合肥朗士洁环保工程有限公
司开户许可证遗失核准号
J3610020117601，声明作废
●合肥朗士洁环保工程有限
公司机构信用代码证遗失
G1034011102011760L，声 明
作废
●安徽聚润房地产销售代理有限
公司于2015年01月23日开具安
徽省合肥市地方税务局通用机打
发 票 一 张, 发 票 代 码 ：
234011400801，发 票 号 码 ：
00463688，金额：91482.51元，
付款单位：安徽三联实业发展有
限公司。因付款方拒绝付款，现
特此声明作废。
●贺行有安徽教育学院毕业
证书遗失，毕业证编号：
505751200406000581，声 明
作废。

注销公告
安徽贝加机电科技有限公司于2015

年12月15日经股东会决议解散公司，并
于同日成立了公司清算组，请公司债权
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公司清
算组申报债权。清算组由李志豪、许军、
胡家娜组成,清算组负责人:李志豪，联系
电话:18055494569

通知
孙海燕同志你自2016年3月16日

以来至今未办理任何请假手续以及说明
原因，擅自不来公司上班，望你在见报后
三日内来公司办理相关手续，逾期不来，
我单位按相关规定办理。

合肥正业广告有限责任公司
2016年3月30日

遗失声明
经安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05年11月

09日核发金德铝塑复合管有限公司安庆分公
司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340800500004496
（1-1）正副本，78109150-6组织机构代码证
正 副 本 ，税 务 登 记 证 正 副 本
340803781091506丢失，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宿州明源商贸有限公司（注册

号：341302000042715）拟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由谷海
超、 李伟组成，负责人为谷海超，请
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
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注销公告
黄山翰丰电子有限公司（注册号：

341004000007287），经股东会决议，拟向
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成员：
江文芳、吕国洪.组长：江文芳，请债权人于本
公告见报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申请债权，
联系人：江文芳，电话：18175429416

遗失声明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淮南

市中心支公司以下单证丢失：<机动车辆
商业保险保险单>印刷流水号为
1610061078；共1份，声明作废。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淮南市中心支公司

遗失声明
合肥太古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

司 以 下 发 票 遗 失 ， 3161256、
2895151、 2895152、 2895601、
3159225、3159226、3159700共计7
张，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安徽环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340100674212878H）因经
营需要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
资本，注册资本由原来515.3万人民币减
少至500万人民币，请有关债权人自公告
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
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合肥华峰机械施工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340100748908393B）因经
营需要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
资本，注册资本由原来1360万人民币减
少至680万人民币，请有关债权人自公告
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
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合肥秉真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拟向公司

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已于2016年3月
30日成立清算组，清算组由潘玉林、李林组
成，负责人为潘玉林。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45日内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注销公告
合肥建盛建筑工程服务咨询有限

公司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
记，已于2016年3月29日成立清算组，
清算组由张范香、顾娟组成，负责人为
张范香。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45日内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 田 庆 东
340123197409284871身份证
遗失作废
●陈霞34012319740303488X
身份证遗失作废
●魏升合肥师范学院学生证学
号：PB20152890遗失，声明作废。
●吴天如小蜀山募穴证西4区第
九排16号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马子宜出生医学证明，证
号：K340568964.现声明作废！
●淮安市山河园艺绿化工程有限
公司合肥分公司营业执照副本
（证号340123000061900）税务
登 记 证 副 本（ 证 号
340123590152812）遗失，声明
作废！
●安徽鸿荣商贸有限公司（注册
号：340108000083594），不慎将
公司公章、法人印鉴章（法人：崔中）、
财务专用章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亳州市江淮工贸有限公司（注
册号：341600000021667），不慎
将公司公章、法人印鉴章（法人：袁
会荣）、财务专用章遗失，特此声明
作废。

●亳州正鑫水泥有限公司（注
册号341600000035633），不慎
将公司公章、法人印鉴章（法人：
崔正红）、财务专用章遗失，特此
声明作废
●原安徽吉速票务服务有限公
司，现安徽吉速绿化工程有限公
司，陈磊印章遗失。特此声明。
●石雨洁出生医学证明遗失，
出生证编号O340870781现声
明作废。
●淮南市鼎发汽配有限公司遗
失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南
国庆中路支行银行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3640001143601，
声明作废，由此引起的经济责
任由我单位承担。
●淮南市鼎发汽配有限公司遗
失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安徽迅荣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注册号：
340191000031982声明作废。
●余可.刘柯柯夫妇遗失安徽
泰古置业有限公司收款收据
2793763.2809129已盖章收据
不慎丢失，于本月30日作废。

遗失声明
万祥周、刘俊不慎遗失合肥瑞杰汽

车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开具的两张意向
金收据，信息分别为：收据号3869219，
购车人万祥周（开具时间2016年3月
11 日）金额 999 元整；收据号
3869183，购车人刘俊（开具时间2016
年3月6日）金额999元，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安徽麦斯奇服饰有限公司遗失杭

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3610020082401，及
机 构 信 用 代 码 证 ，代 码 ：
G1034011102008240U,声明作废，
由此引起的经济责任由我单位承担。

●本人卞光富不慎遗失鹏博士
协议一份，协议号：P103161 声
明作废
●本人卞光富不慎遗失鹏博士
协议一份，协议号：P103172声
明作废

注销公告
太和县鼎好饲料加工有限公司拟向

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由
汪兵，习勇组成，负责人汪兵 ，请债权
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公司
清算组申报债权。
注销公告

界首市好红火餐饮有限公司于2016
年3月23日经公司股东会研究决议解散
并成立清算组，由秦红利、胡芳丽组成，请
相关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请债权。特此公告。

界首市好红火餐饮有限公司

3月27日，有着“基金业奥斯卡”之称的基金
业“金牛奖”颁奖典礼在京举行，多家基金公司凭
借优秀的管理能力获得“金牛”殊荣。其中，国投
瑞银基金旗下国投瑞银美丽中国混合型基金、国
投瑞银优化增强债券基金和国投瑞银稳定增利
债券基金分别获得“2015 年度开放式混合型金
牛基金”、“五年期开放式债券型持续优胜金牛
基金”和“三年期开放式债券型持续优胜金牛基
金”三项大奖，可谓股债双丰收。国投瑞银基金
雄厚的投研实力一直备受业界的认可。

国投瑞银包揽三项金牛大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