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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5亿掀报复性反弹长阳反击藏“硬伤”

利好刺激 沪指夺回3000点

市场观察

业绩快报

浩丰科技10股转28股派5元
浩丰科技披露 2015 年报，公司实现营

业收入354,442,980.04元，同比增长24.79%，

净利润 57,220,413.46 元，同比增长 6.53%。

公司拟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5元，以资本公

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28股。

东方航空净利润同比增逾三成
东方航空披露年报显示，公司 2015 年

度实现营业收入 938.44 亿元，同比增长

4.57%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的 净 利 润

45.41 亿元，同比增长 32.89%；基本每股收

益0.355元。

万达院线去年净利11.86亿元
万达院线披露 2015 年报，公司实现营

业收入 80 亿元，同比增长 49.9%；净利润

11.86 亿元，同比增长 48.1%。公司拟向全

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元。

中国银行净利1708亿同比增0.74%
中国银行公布 2015 年年度业绩，2015

年实现税后利润 1794.17 亿元，同比增长

1.25%。该行股东应享税后利润1708.45亿

元，同比增长0.74%。

华泰证券去年净利增长逾138%
华泰证券公布了 2015 年年报，该公司

营业收入、净利润同比大幅提升，并双双创

下历史新高。实现营业收入 262.62 亿元，

同比增长117.72%，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106.97亿元，同比增长138.44%。

上证指数日K线图

深成指数日K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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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3月30日沪深指数

上证指数：
开盘：2941.22 最高：3001.11
最低：2941.22 收盘：3000.64
涨跌：80.81点 成交:2344.11亿元
上涨：1029家 下跌：5家平盘：99家

深成指数：
开盘：10187.64 最高：10445.69
最低：10187.64 收盘：10445.69
涨跌：350.98点 成交：3940.18亿元
上涨：1567家 下跌：10家 平盘：220家

新股看台

赛福天、景嘉微2新股今日上市

受隔夜外围市场向好的影响，周三股指跳空高开，震荡上行，四
大股指先后收复 5 日、10 日均线，创业板指数再度领涨，涨幅超过
4%，唯一遗憾是成交量未能出现明显放大，市场的作多情绪并未被
有效激活。

股指结束连续两个交易日的回调，强劲反弹，沪指再度展开挑战
3000点整数关囗走势。耶伦鸽派言论降低了4月份加息的预期，成
为市场大幅反弹直接原因；同时，中长期新增资金入场预期增强，社
保基金条例5月1日起实施，使得全国社保增量资金投资A股市场变
得有章可循，外管局旗下的投资平台梧桐树投资平台有限责任公司
开始买入银行股，无不增强了市场走高的底气；第三，上周新增投资
者 53.50 万，证券保证金净流入 59 亿元，为连续第二周净流入，短期
场外资金净流入为股指的反弹
起到助推作用。多重因素形成
合力，推动股指现一阳包二阴形
态，但板块个股的普涨并未带来
量能的有效放大，意味着短期沪
指3000点区域多空双方的争夺
并未结束。 国元证券

周三大盘不仅没有延续周二杀跌之
势，更是在各大权重崛起下纷纷走出报复
性反弹，资金亦从周二的大幅流出变为周
三的流入。据资金流检测，周三两市净流
入金额达645.5亿之巨，直接让大盘以大阳
包阴的方式重回3000点。

而在资金大幅回流下，市场各大热点
也再次强势爆发。板块个股全线开花、大
盘中阴后出现长阳反击，如此无疑超出大
多数人预期。不过尽管大盘能长阳报复性
反弹，但其中也暗藏了量能欠佳的硬伤，这
意味着周三长阳普涨后，后市分化仍会是
主基调。我们认为，由于权重股维稳后不

太可能持续上行，同时也被市场存量资金
有限所制约；美联储四月加息尘埃落定、李
克强答记者问明确深港通今年开通且可买
创指，这些积极因素导致了周三资金大幅
回流，中小创题材亦掀起大反弹，但退市博
元等利空因素也存在，这对绩差股会有一
定的影响。

因此，在市场刚从弱势中苏醒下，板块
个股反弹幅度差异巨大。我们认为，本轮
行情由注册制延缓与战略板设立取消所引
爆，因此后市具有并购重组、与壳资源类个
股，有望成为本轮反弹强龙头，我们可择机
大胆布局。 广州万隆

行情总是在众人悲观中崛起！周二两市跳水杀跌引发一定恐慌，而周三A股便获重
大利好，在汇金、证金等国家队后，外汇局也首次成为A股股东，这释放了市场战略地位
显著提升的信号。此外，还有美联储主席耶伦对美国加息事件发言，短期加息概率降低；
基金公司已拿到社保新增资金，百亿资金即可入市。受上述消息影响，周三沪指一扫颓
势，高开高走，最终收盘飚升2.77%，尾盘成功收复3000点，创业板井喷4.47%。

应时报表

高送转填权风暴来袭
10股或进“疯狂”模式

随着 3 月即将落幕，高送转填权行情
也进入了“疯狂期”，周三截至收盘，国恩
股份、游族网络、巨轮智能、陕国投 A 等多
只高送转概念股涨停。

数据发现，3.30-4.8 日期间共有 20 只
个股即将除权除息，其中“出手阔绰”的有
10 股，游族网络、杭电股份等领头羊的方
案均达到了10转20。 杨晓春

国元视点

美联储加息预期降低 A股闻声反弹

据上交所公告，赛福天3月31日（周四）起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交易，公司证券简称为“赛福天”，证券代码为“603028”。公司发

行价4.26元，发行市盈率22.94倍，发行市净率2.09倍。

据交易所公告，景嘉微将于2016年3月31日（周四）起在深交所

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简称为“景嘉微”，证券代码为“300474”。公

司发行价为13.64元，发行市盈率为21.25倍。 杨晓春

简 称

游族网络

杭电股份

陕国投A

旋极信息

三鑫医疗

清水源

富瑞特装

汤臣倍健

国民技术

柏堡龙

分红送转方案

10转20派1.8元

10转20派1.5元

10转10派0.3元

10转10派0.42元

10转10派2元

10转18派1.5元

10转6派0.1元

10转10派6元

10转10派1元

10转10派1.8元

股权登记日

2016-04-07

2016-04-05

2016-04-05

2016-04-01

2016-03-31

2016-03-31

2016-03-31

2016-03-31

2016-03-31

2016-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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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淮河路步行街门面房
对外招租租

招
13805515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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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
安徽润宇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拟

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已于2016
年3月19日成立清算组，清算组由阮仁
海、江少毅组成，负责人为阮仁海，请债权
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四十五日內向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安徽润宇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2016年3月29日

●王紫萱，出生医学证明遗失，
证号N340113996声明作废。
●无为县赢运二手车经纪有限
公司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遗失，
代码：69412317-8 声明作废。
●合肥融银电子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营业执照副本遗失，注
册号：340106000029774（1-1）
声明作废。
●皖D0967警、商业险保单号
CFAA1504089184。发票号为
FJ340400201500003482 丢
失，声明作废
●凤台县丁集乡郭仕群农资
经营部的营业执照副本号：
340421600114368遗失，特此
声明
●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安徽分公司不慎遗失四份
平安团体人身险投保单，代码：
000000K00032 保单 流水
号 ：为 K000321500181601、
K000321500181597-599， 现
声明作废。
●深圳市合创建设工程顾问
有限公司宿州分公司营业执
照 副 本 遗 失 ，注 册 号 ：
34130000083705声明作废。

固镇种羊场；税务登记证
号：340323485308651的税务登记
证正本遗失，声明作废。

二0一六年三月三十日

遗失声明

经全体股东决定将蚌埠市鑫源电器
有限公司注销，清算组成员由刘涛、刘勇组
成，刘涛清算组负责人，请 债权人自公告
之日起45日内向清算组申请其债权。联
系人：刘涛；联系电话：13909621699。

二0一六年三月二十九日

公告

固镇县永兴贸易有限公司；税务
登记证号：340323327942059的税
务登记证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二0一六年三月二十九日

遗失声明

安徽百乐超市有限公司；税务登记
证号：340323092148503的税务登
记证正本遗失，声明作废。

二0一六年三月二十九日

遗失声明

宿州市宏利轧花有限公司(注册号
341302000057051)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
请注销登记，清算组由周雷 、赵书英组成,
清算组负责人周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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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宿州市助兴轧花有限公司(注册号
341302000019156)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
请注销登记，清算组由周雷、周德龙组成,
清算组负责人周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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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葛 士 全 身 份 证 ：
372523198308089237 遗失，
声明作废。
● 朱 丽 微 身 份 证 ：
231181198301103227 遗失，
声明作废。
●合肥荣荷日用品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正本遗失，注册号：
340100001154906声明作废。
●赵城玲大地保险公司商业险保
单 PDDK201534010180008039
遗失。
●吴晓松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商业险保单遗失，保单
号:805102015340199003330
印刷流水号:1520023320声明
作废。
●姚广棋遗失合肥万达城投资有
限公司开具的往来款收据，金额
10000元，收据编号0105070声
明作废
●芜湖港联商贸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正、副本遗失，注册号
340221000015687声明作废
●淮南市顺风汽车保养服务有
限公司遗失财务专用章一枚，声
明作废

湖南金木土建设有限公司安徽分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401003532420807）公章，财务章、法
人（谢长虎）章遗失，自见报之日起启动新
公章，财务章、法人章（郭元玉），特此声明。

变更公告

合肥荣荷日用品有限公司拟向公司登
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已于2016年3月21
日成立清算组，清算组由贺乐、贺六荣组
成，负责人为贺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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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淮南市诚成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因经
营需要，经股东会决议向公司登记机关
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人民币叁仟万圆
整减至叁万圆整。请债权人于2016年3
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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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资公告

安徽诚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于2016
年3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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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算组由陈群、黄芳组成,清算组
负责人:陈群，联系电话:13655610866

注销公告

●淮南秀泰贸易有限公司营业
执 照 副 本 遗 失 ，注 册 号
340400000180540（1-1）声明
作废
●淮南秀泰贸易有限公司税务
登 记 证 副 本 遗 失 ，税 号
340403355209452声明作废
●淮南秀泰贸易有限公司组织
机构代码证副本遗失，代码证
号35520945-2声明作废
●淮安市山河园艺绿化工程有
限公司合肥分公司组织机构代
码证副本（证号590152812）遗
失，声明作废！
●张蕾出生医学证明遗失，证
号：M340891914 特此声明。
●遗失安徽省亳州市涡阳县城
关镇北环西路029号李玉英货
运 资 格 证 ，身 份 证 号 ：
342124198209053326，现声明
作废！
●合肥穗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本遗失，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340100092868279P
声明作废。
●淮南市顺风汽车保养服务有
限公司遗失法人（杨亮）印鉴章
一枚，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芜湖港联商贸有限公司（注册号：

340221000015687），经股东会决议现拟
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
成员为：徐孝弟，高群，徐孝弟为清算组
组长，请债权人于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请债权债务。
联系人：徐孝弟 电话：13916612244
公司地址：芜湖县花桥镇开发区
清算组地址：芜湖县花桥镇开发区

●合肥必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本遗失，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3401000928683083
声明作废。
●合肥冉冉地产代理销售有限
公司天门湖分公司的国地税合
证的税务登记证副本遗失，纳税
人识别号340104059742666，
特此声明
●操高琦出生医学证明:
P340101597遗失
●杨正涛安全员遗失，证号:皖
建安C20140188610特此声明。
●合肥叁陆伍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罗红购置万达文旅城27幢403
室购房收据遗失，收据编号
0004388，金额20000元整，收据
编号0015543，金额308959元整，
收据编号0039948，金额218000
元，以上收据遗失，声明作废

合肥纬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拟向公司
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已于2016年3月
23日成立清算组，清算组由赵纬、赵振磊组
成，负责人为赵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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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麦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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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