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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关于4月投资机会，券商关注点

并不完全一致。

恒泰证券则认为3400点之上，“ 一

带一路”将举起领涨大旗。该券商认为

宏观经济层面尚未出现明显的不可控

风险，无需担忧市场震荡引发的整体

信心动摇，目前真正值得关注的是，谁

将担当本阶段行情的领涨旗帜。他们

的结论是“ 一带一路”成为这面旗帜

将是大概率。虽说“ 一带一路”涉及的

板块十分庞杂，在铁路基建中“ 中字

号”更能代表国家这一战略核心。

广发证券指出牛市中快速回调

将带来逢低介入的好时机。建议保持

7—8成仓位，关注互联网+、国企改

革、环保、军工、高送转等领域。4月推

荐歌尔声学、沱牌舍得、鼎汉技术、中

国人寿、中青旅、正泰电器、康缘药

业、中国电建。

国都证券则从已披露一季度业

绩预告（ 截至3月27日）的361 家筛选

出业绩增速较好、估值相对合理的股

票。建议投资者可重点评估以下股票

投资机会：拓维信息、思源电气、利亚

德、国星光电、三维丝、三聚环保、盛

运股份、尤夫股份、普利特、司尔特、

达实智能、西王食品、奥瑞金、网宿科

技、华东医药、信立泰等。

券商：4月A股或迎宽幅震荡
建议投资者留一份清醒

A股投资者迎来甜蜜3月，上证指数相继突破3300、3400、3500、
3600、3700点数个整数关口，市场信心大增，A股新开户数加速，两市成
交量连续超过万亿元水平。对于即将到来的4月市场，券商认为或将迎来
宽幅震荡，建议投资者留一份清醒。 青年报记者 孙琪

青年报资深记者 吴缵超

本报讯 昨天沪深股指震荡走

高，沪指最高冲至3795.94点，逼近

3800点，再创7年新高。

盘面上，一带一路概念股领涨两

市，中国电建、中国交建等涨停，工程

机械板块出现涨停潮，常林股份、柳

工、山推股份、三一重工、中联重科纷

纷涨停。新疆板块多股涨停，青松建

化、西部建设、新疆城建、天山股份、

北新路桥涨停。权重板块“ 王者归

来”，兴业银行涨逾8%，盘中冲击涨

停，光大银行、工商银行、浦发银行等

多股涨幅超过4%。地产股昨日午后大

幅冲高，保利地产、中天城投、荣安地

产、深深房、招商地产冲击涨停，房地

产B、地产B基金涨停。

昨日收盘后，央行等三部委发布

通知，二套房贷首付比例最低降到四

成，房产新政利好得以兑现。

两市昨天共有78只非ST个股涨

停，涨幅超过5%的个股共有21 0只，

共有1 1 只非ST个股跌停，跌幅超过

5%的个股共有71 只。截至收盘，沪

指报3786.57点，涨幅2.59%，成交

6921 亿元，深成指报1 31 93.32点，

涨幅2.48%，成交5273亿元；创业板

指报2290.48点，跌幅1 .43%，成交

967.6亿元。

昨天A股沪深主板再显强势，沪

指突破3700点整理平台，而前期持续

走强创业板指数则借机展开技术性

回调，国产软件、计算机、移动支付等

创业板权重板块跌幅居前，A股第一

高价股朗玛信息跌停，报收259.20元。

青年报资深记者 吴缵超

本报讯 上交所网站消息，沪市上

市公司201 5年第一季度季报披露时

间公布，其中，东方金钰4月9日将首先

披露，其次是万华化学、兴发集团，两

家公司都预定4月1 0日披露一季报，

鲁商置业预定4月1 1 日公布，也就是4

月一季报公布的首周有4家公司。

东方金钰因为重大事项目前在

停牌中，其3月20日晚间发布201 4年

年 度 报 告 ， 公 司 去 年 实 现 净 利 润

9869.71 万元，同比下降37.2%，每股收

益0.28元。公告称报告期内，国内经

济增长放缓导致居民消费趋于谨慎，

黄金及珠宝首饰消费量出现下降，对

公司业绩产生了一定影响。公司称

201 5年继续稳步发展主营业务，依托

公司在翡翠、黄金等领域的领先优势

及规模优势，加强产品设计和加工能

力，进一步巩固公司优势地位，同时

继续加大渠道建设，推进完善销售网

络布局。

万华化学、兴发集团和鲁商置业

都已经公布了去年的年报，万华化学

去年净利润24.1 9亿元，同比下降

1 6.33%，基本每股收益1 .1 2元。兴发

集团去年净利润4.94亿元，同比增长

745.35%，净利润大幅增长，主要是投

资收益增加所致。鲁商置业去年年度

报告，每股收益0.21 元，净利润同比

减21 .55%。

青年报记者 陈颖婕

本报讯 昨日，中金所发布《 关

于上证50、中证500股指期货合约上市

交易有关事项的通知》。该《 通知》

称，上证50和中证500股指期货合约自

201 5年4月1 6日起上市交易，首批上

市合约为 201 5 年 5 月 、201 5 年 6 月 、

201 5年9月及201 5年1 2月合约，挂盘

基准价由中金所在合约上市交易前公

布。上证50、中证500股指期货各合约

的交易保证金为合约价值的1 0%。《 通

知》明确，上证50和中证500股指期货

合约交易的手续费标准暂定为交易金

额的万分之零点二五，交割手续费标

准为交割金额的万分之一。

青年报记者 陈颖婕

本报讯 针对上周五有媒体报道

提及“ 31 家被证监会立案调查上市公

司”名单一事，多家公司昨日紧急做

出澄清，称相关报道系误传。而受此

消息影响，昨日多家公司股价受挫。

多家“ 被点名”公司股价受挫
据了解，上周五，网络上诸多网站

刊载或转载了有关“ 31 家上市公司处

于立案调查阶段”的报道，报道中提

及“ 目前沪深两市共有31 家公司因涉

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处于立案调查阶

段，上述公司中如有被认定为欺诈发

行或重大信息披露违法的，将按照重

大违法公司强制退市要求启动退市机

制”等有关内容的信息，部分网络媒

体报道中还列示了一份31 家处于立

案调查阶段的上市公司名单。

受上述报道影响，除停牌公司

外，昨日多家公司股价逆市下跌。其

中，*ST广夏、勤上光电、宝鼎重工等

均以阴线报收；湖南发展开盘后的跌

幅更是一度达到8.8%，截至收盘，该

股跌幅也达到4.49%。

上市公司紧急澄清
不过，昨日，已有多家相关上市

公司就此事发布澄清公告。其中，*ST

广夏表示，201 0年1 2月1 5日，因公司

信息披露等行为涉嫌违反证券法规，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

国证监会向公司发出立案调查通知。

201 4年1 2月末，公司收到监管部门

通知，本案已终结审理，不予处罚结

案。201 4年1 2月30日，公司对案件终

结情况进行了公开披露。截止公告发

布之日，公司未接到监管部门涉及本

公司的新的立案调查通知。

勤上光电则称，网上流传的被立

案调查一事系误传。公司因涉嫌信

息披露违规，已于201 5年3月1 7日收

到广东证监局的《 行政处罚决定

书》，根据相关规定，公司无需就此

次信披违规定期发布相关退市风险

警示公告。

精功科技、珠江啤酒也表示，截

止公告披露之日，本公司未收到任何

关于公司被立案调查或调查进展的

通报文件。目前，本公司生产经营情

况正常，各项业务围绕公司战略目标

稳步发展。”

此外，包括*ST中富、铁岭新城、

湖南发展、勤上光电、宝鼎重工、东江

环保和博汇纸业在内的多家上市公

司也均发布了相关公告，对于媒体的

报道进行澄清。

业内分析师表示，市场中各种各

样的传闻较多，此前还有包括“ 证监

会点名全通教育和超图软件”的网络

误传，而这些消息也给市场产生了负

面影响。因此，建议投资者针对市场

传闻要谨慎对待，一切应以监管机构

和上市公司的公告为准，防止避免因

此而产生投资损失。

昨多家上市公司紧急澄清
未被列入证监会调查名单

沪市公司一季报披露时间表出炉

中金所公布

上证50和中证500首批上市合约

金融地产迎利好 沪指逼近3800

大盘观察

广发证券认为3月中旬市场突破

了七年高位3478点，成为进入牛市的

象征性指标，市场对“ 改革牛”和“ 转

型牛”的认同度不断提升，庞大的场外

资金源源不断加速入场，一股牛市大浪

潮正席卷而来。该券商深信这轮超级牛

市的持续时间很可能会超出以往，但从

短期看市场的过热特征较为显著，预料

4月份市场将展开宽幅震荡，沪指运行

将在3400—4000点区间，证券法修改

及注册制推出进程加快或将影响市场

上涨节奏，建议在上行趋势中保持一份

清醒，以应对可能发生的短期波动。

不过国都证券认为4月市场，在

宏观数据与公司业绩披露的密集考

验且利好政策已较为充分预期下，或

进入纠结休整期，而在业绩考验、减

持意愿上升与监管趋严下，预计借题

材疯炒的高估值伪成长股，将面临较

大调整压力。

4月机会：一季报、互联网+

4月沪指：3400点—4000点

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