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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3月31日沪深指数

上证指数：
开盘：3009.37 最高：3023.41
最低：2992.92 收盘：3003.92
涨跌：3.27点 成交2522亿元
上涨：516家 下跌：492家 平盘：131家

深成指数：
开盘：10494.52 最高：10552.58
最低：10426.45 收盘：10455.37
涨跌：9.68 成交：4447亿元
上涨：767家 下跌：781家 平盘：259家

市场观察

虽然沪指在3月创下了自去年股灾以来
最大月涨幅，但美中不足的是，周四午后大盘
出现了数波小跳水，多方险些再度马失前
蹄。不过从A股25年历史走势来看，四月上
涨概率高达6成，红四月依然值得期待。

统计显示，自 1991 年以来，沪指在过去
的25年间，上涨次数高达15次，仅有10年下
跌，上涨概率达 6 成，这 25 年间平均涨跌幅
也有4.98%。更值得一提的是，A股4月涨跌
幅超过 10%的概率也较高，在上升的 15 年
中，有 6 年的升幅超过了 10%，其中有 3 年升
幅逾 20%，1993 年的 4 月甚至大涨了 47%。
也就是说，四月是一个比较乐观的月份。

历史不会简单的重演，但总是惊人的相
似。我们认为，随着美国加息疑云消退，外
部环境渐暖，A 股也有望在 6 月纳入 MSCI
新兴市场指数，为 A 股带来更多的增量资
金；此外内部环境方面，监管层的多项举措
也打消了投资者的顾虑，不仅有暂停注册制
和战略新兴板等政策利好，还有外汇局三剑
客、社保基金等高级主力大手笔杀入 A 股。
总的来说，目前内外环境皆有利于大盘在四
月继续走强。

我们认为在这样的背景下，唯有跟紧主
力脚步，精选好符合政策方向、有利好催化剂
的个股，才能在四月行情中跑赢大盘。例如
以下四条主线，一是高校及科技园区相关个
股，管理层继续明确要建设上海科技创新中
心，政策信号明显；二是电竞概念股，阿里启
动电竞运动会，不仅填补了国内大型电竞赛
事不足的短板，还有望引发众多资本巨头的
争抢；三是手势识别概念，三星申请手势识别
专利，预示着手势识别在三星未来产品中应
用有望增加，投资者对手势识别概念短期看
好预期有望升温；四是无线充电，无线充电是
未来消费电子发展的趋势，在市场企稳的背
景下，概念股有望再迎预期炒作机会。

广州万隆

国元视点

大箱体震荡是主旋律
周四股指跳空高开，早盘沪指在震荡过程中一度跌穿 3000

点整数关，券商股的午间发力又将股指快速拉起，但保险、银行、
煤炭等表现不振对市场形成一定的拖累；创业板指数则维持着高
位窄幅震荡走势，至尾市，沪指收于3003.92点，创业板指数收于
2238.29 点。两市量能的些许放大反映出市场重回箱体上沿后，
多空争夺有所加剧。

券商股再度发飙，国海证券盘中一度快速拉至涨停，并创出
阶段性新高，带动券商板块走强，将股指从跌势中拉回；而银行、
保险大多以回调为主，大金融内部分化从而导致市场高位震荡。
次新股在前一交易日大面积涨停之后再现涨停潮，柏堡龙、国恩
股份等连续涨停，市场重心的稳定让资金有意从筹码相对较轻次
新股中寻找赚钱效应；海上丝路、职业教育、体育等题材股也出现
一定的上涨，其连续性有待进一步观察。

股指重回箱体上沿，资金意图再度通过主打券商股，引发市
场共鸣，来实现对于重要阻力位置的有效突破，但市场跟风盘有
限，中小创最终飘绿反映出市场当中最活跃的一部分资金主动上
攻意愿不强，反而呈现出一定的“落袋为安”迹象。股指的高位反
复拉锯，导致成交量较前一交易日出现略微放大，多空均显现实
力，双方对于当前位置的分歧不容忽视。

3月以一根带量的中阳线完美收官。这根阳线目前只能定义
为年初大幅下挫后技术性反抽的结果，四大股指均被5月均线反
压，从趋势的角度考虑，市场弱势的调整格局未变。当然短期困
扰市场的因素确实减少，注册制、战略新兴板管理层明显预期，人
民币汇率相对稳定，美联储 4 月加息可能性降低等；然而市场也
缺乏脱离困局最有效的动力，中国经济尚处于转型过程中，经历
了去年“杠杆牛”之后，各方资金都趋于谨慎，养老金入市又是需
要时间、条件的。因此，就4
月份而言，维持大箱体震荡
是主旋律，市场机会将集中
在事件推动所带来的主题
投资上，踏准节奏、波段操
作是关键。 国元证券

A股25年历史走势显示四月上涨概率高达6成

四条主线有望跑赢大盘

投资论坛

对于“梧桐树”投资平台有限责任公司现
身A股，市场更多以“国家队”来形容，背后隐
含的就是稳定股市。但依笔者看来，这棵“梧
桐树”扎根A股并没有这么简单，它与中央汇
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汇金资管)、中国证
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证金公司)共同构成了
中国式“平准基金”的架构。这是践行“发展资
本市场是中国的改革方向”论述的一招大棋。

平准基金一般是指政府通过特定的机构以
法定的方式建立的基金。这种基金可以通过对
证券市场的逆向操作，比如在股市非理性暴跌、
股票投资价值凸显时买进；在股市泡沫泛滥、市
场投机气氛狂热时卖出的方式，熨平股市非理
性波动，达到稳定证券市场的目的。目前多个

国家和地区以各种形式设立了类似基金。
在进入21世纪后，伴随着A股市场的起

伏，呼吁成立平准基金的声音也是时高时
低。汇金资管、证金公司的出现让市场看到
了希望。笔者以为，具有正宗外汇储备“血
统”的“梧桐树”扎根 A 股，则让中国式“平准
基金”初步成型。

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国内股市、债市、
汇市、货币市场等市场板块间相互溢出冲击
的特征日益明显，因此决策层一再强调要防
止国内几个金融市场之间交叉感染、相互冲
击，防止出现系统性风险。而“梧桐树”、汇金
资管和证金公司的出现就承担着防范系统性
风险的功能。 阎岳

“梧桐树”扎根A股意义重大

中国式“平准基金”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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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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丰县罗塘机械施工总公司
第五公司营业执照正本遗失，
注 册 号 ：340121000025135
声明作废。
●长丰县罗塘机械施工总公司
第五公司税务登记证正副本遗
失，税号：34012170490418X声
明作废。
●长丰县罗塘机械施工总公司
第五公司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
本遗失，代码：70490418X声明
作废。
●长丰县罗塘机械施工总公司
第五公司遗失中国工商银行合
肥银屏花园分理处开户许可证
遗 失 ， 核 准 号 ：
J3610004166601声明作废。

宿州艾月儿家政服务有限公司(注册号
341302000056456)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
请注销登记，清算组由李庆红、蔡蓓蓓组成,
清算组负责人李庆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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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肥剑熹商贸有限公司拟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注销登记，已于2016年3月16日
成立清算组，清算组由裴锋，陈永玲组成，负
责人为裴锋，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内
45日向公司清算组申请债权。

合肥剑熹商贸有限公司
2016年3月16日

注销公告

淮南耀铭商贸有限公司拟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注销登记，已于2016年3月31日
成立了公司清算组，清算组成员由杨龙等人
组成，负责人为杨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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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金鹏无人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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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算组由宫志明、朱美娟组
成，负责人为宫志明，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
之日内45日向公司清算组申请债权。

注销公告

安徽昊达电梯装潢有限公司拟向公
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已于2016年3
月31日成立清算组，清算组由李慧、张昊
组成，负责人为张昊，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
布之日内45日向公司清算组申请债权。

注销公告

安徽矫健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0990188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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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人民币一百
五十万圆整整减少至一百万圆整减去原
股东刘克来五十万.请债权人于2016年
4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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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双飞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34010035855282X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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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由原来
625万人民币减少至125万人民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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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舌尖农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340100399899184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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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金1068万，股东:仇模生
342823197101102341退股159.1万，黄
同壮340823198101011810退股149.45
万，左小平512225197112240503退股
149.45万，共减资458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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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华建工程造价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4010072631795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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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由原来500万人民币减
少至380万人民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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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亳州市中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3416000959220663）拟向公司
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已于2016年3月31
日成立了公司清算组，清算组成员由王朋、张萍
二人组成，负责人为王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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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山德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注册号：
3410040000157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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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
德利、姚海辉.组长：洪德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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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德利，电话：13515590881

注销公告

宿州市上城置业有限公司(注册号
341302000049587)拟向公司登记机关
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由王佳荟、王土
良、尚晓东组成,清算组负责人王佳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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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洲坝新疆工程局有限公司安
徽分公司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
本 ，证 号 ：合 地 税 地 字
340111078745133号，声明作废
●葛洲坝新疆工程局有限公
司安徽分公司遗失组织机构
代 码 证 正 副 本 ，代 码 ：
07874513-3，声明作废
●葛洲坝新疆工程局有限公
司安徽分公司遗失营业执照
正 副 本 ， 注 册 号 ：
340100000845370，声明作废
●安徽瑞南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注册号：
340122000069130声明作废。
●安徽瑞南进出口贸易有限组
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遗失，证
号：05449858-8声明作废。
●安徽瑞南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税务登记证正副本遗失，证号：
340122054498588声明作废。
●安徽瑞南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开户许可证遗失，证号：
J3610016898703声明作废。
●安徽瑞南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机构信用代码证遗失，机构信用代
码证号：G1034012201689870F，
声明作废。

●安徽金鹏无人机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副本遗失，注册
号：340100001158803（1-1）
声明作废。
●朱锋V22，新银河通讯商城
经营押金收据遗失，收据号：
0031193，金额：一万元整，特
此声明
●安徽辽安伟烨投资有限公
司原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宋淑萍安徽警官职业学院
学 生 证 遗 失 ，证 号 ：
13110736524
●邓广画身份证遗失，证号：
340111194703024510
●母苏菊，父樊国宝所生之女樊
紫妍的出生证编号0330390417
遗失作废，特此声明
●詹浩，中级电工证号：
1212010000407239，遗失，特
此声明。
●肥西紫蓬混凝土有限公
司资质证书副本遗失，编
号:B3054034012304-3/2 声
明作废
●安徽诚程竹木装饰有限公司
税务登记证副本遗失，税号：皖
合税字 340102097398739 声
明作废。

●王娜，安徽林业职业技术学
院学生证证号:15209827050
遗失声明。
●合肥乐资商贸有限公司公
章遗失，声明作废。
●尚明明人寿保险公司车辆
保险（商业险）发票遗失，票号：
805102013340197001049，金
额：1698.85元。
●合肥新起航职业培训学校
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李成先个体工商户营业执
照正副本遗失，注册号：
340104600229643声明作废。
●安徽建苑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遗失商业银行稻香楼支行，核
准号：J3610004369701，编号：
3610—00041450声明作废。
●万卉 高新区长江西路665
号新西茗阁11层1115室，房
产证号：合产8110035638遗
失，特此声明。
●赵新雁遗失护士执业证书，
编号：200834043048
●合肥市南门小学青少年体育俱
乐部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段静雅出生医学证明，证
号：O340122868.现声明作废！

安徽和味农业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因公司经营原因，拟向公司登记机关
减少注册资本，由3000万元人民币减少
至2000万元人民币，自公告之日起四十
五日内，债权人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
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减资公告

合肥中通抛光机械有限公司（注册
号：340100000532715），经股东会决议，
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
注册资本由人民币30万元减少为10万
元。 请债权人于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
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担保，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杜珂，合肥市复员退伍军人
统一分配入户介绍信，号为：
NO0001960，特此声明。

4 月 1 号至 5 号，合肥高新区长宁中心

河西村将组织由入党积极分子、发展对象和

党员村干组成的志愿服务队，佩戴小红帽、

红袖章在高新区松岗功德园开展志愿服务

活动，劝阻居民不要在功德园区焚香烧纸、

不要燃放烟花爆竹，自觉抵制祭祀陋习，引

导居民树立“绿色清明、文明长宁”的祭祀

新方式。

一顶小红帽，一份文明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