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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速递

[券商荐股]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沪指三月长阳，令投资
者对四月行情充满期待，4月1日迎
来开门红，那么四月A股是否会春意
盎然？可布局哪些行业？机构最新
研报显示，关于四月行情，机构观点
有分歧，广发、国海等认为受四月初
经济数据扰动，四月初可能遇到一定
阻力，而海通机构等券商认为不急于
撤退。

过去25年涨多于跌
历史数据显示，四月 A 股涨多

跌少。在过去的 25 年中，4 月沪指
15 次录得上涨记录，10 次录得下
跌。相比其他月份，A股4月上涨概
率较高。

最新的年报数据显示，沪深两市
目前有近500家公司出现了国家队
身影；沪股通连续17个交易日的流
入；新增投资者数量环比第六周增
长，同时也是第二周站上50万户关
口，证券保证金亦连续两周净流入，
不断为市场注入新活力，市场情绪也
有所改善。

关于四月趋势判断，机构分歧较
大。

国海证券判断经济企稳和人民
币强势将会持续，但从节奏上来说，4
月初可能遇到一定阻力。

广发证券则认为熊市反弹的约
束将逐渐增加。该券商认为4月上
旬发布的通胀数据如果超预期上升，
将可能成为终结“熊市反弹”的第一
个因素；而二季度人民币汇率趋势如
果再次出现反复，则可能将市场的负

面力量进一步加强。整个二季度很
可能是一个“震荡慢熊”的趋势，因此
建议投资者要开始降低仓位，并在结
构上更加偏向低估值板块，比如金融
服务、食品饮料、房屋建设等。

宏观政策未到转变期
不过也有机构持相反态度。
海通证券荀玉根认为近期不急

于撤退。市场上涨至此，分歧和疑虑
变多很正常，其认为，行情未到转折
决断期。本轮行情类似2015年4季
度，行情起点和终点均源于政策面变
化，自上而下宏观政策未到转变期，
国内方面未来需跟踪4月中旬公布
的经济数据和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外
需跟踪 4 月 27 日美联储议息会议
等。自下而上看市场情绪面，对比
2015年4季度位于从底部回升的中
间水平，并不高，未到物极必反的状
态。操作上，建议继续持有，继续跟
踪未来政策面和情绪面的变化。

平安证券分析师则对四月的市
场持谨慎乐观的看法。其判断四月
市场涨幅将较三月明显收窄，但市场
的投资机会将从β迅速转向α，普遍
性的反弹将结束，市场进入个股选择
的阶段。该券商不认为被市场反复
预期的通胀、人民币汇率、联储加息
等问题会构成市场大幅调整的原因，
与其等待黑天鹅，不如积极参与市
场。

恒泰证券最为乐观，称随着市场
风险偏好逐渐修复，A股放量上涨，开
启春季行情，4月或将延续反弹。但
长期问题仍待解，市场在上涨过程中
仍存疑虑。

乐观派海通证券四月推荐这些

标的华斯股份、神雾环保、中国平

安、再升科技、黄山旅游、恒宝股份、

绿盟科技、海兰信、多氟多、*ST 建

机、登海种业、小商品城、爱尔眼科、

驰宏锌锗、青岛金王、立思辰、东北

制药。

光大证券本月推荐鄂尔多斯、常

铝股份、东方雨虹、豪迈科技、天汽

模、智光电气、博世科、国药一致、摩

登大道、中兴商业、上海绿新、龙力生

物、洲明科技、聚龙股份、光线传媒。

平安证券本月重点推荐周期品

涨价品种，比如粘胶短纤、禽类、维生

素A等；新消费板块和科技类主题机

会，如无人驾驶、客厅经济、充电主题

等。个股方面重点关注五粮液、新和

成、新疆天业、益生股份、中体产业、

美盛文化、金固股份、海信电器、和顺

电气、东兴证券。

青年报资深记者 吴缵超

本报讯 上市以来数次打出跨界
转型牌的姚记扑克，这一次甩了一手
主业牌。

姚记扑克公告，拟以每股14.53
元非公开发行1052.99万股，并支付
现金1.02亿元，合计作价2.55亿元
收购万盛达扑克85%股权，并拟非公
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2.54 亿元用于支付现金对价、对标
的公司进行增资等，公司股票今天
复牌。

万盛达扑克是国内主要的扑克
生产销售商，其品牌与公司同在中
国文教体育用品协会评选的六大中
国扑克牌行业知名品牌之列，并购
后公司产能与经销渠道都将实现大
规模扩张。根据业绩承诺，万盛达
扑克2016年至2018年扣非净利润
分别不低于2000万元、2550万元和
3100万元。

姚记扑克认为，就一般扑克而
言，由于其进入壁垒相对较低，低水
平非专业化的市场参与者相对较多，
低水平市场竞争激烈。

目前，我国扑克牌市场约一半的
消费量来自非专业化生产企业及中
小型企业，这类企业缺乏专门设备和
技术，使用非专业纸张及油墨作为原
材料，其低水平的市场竞争方式主要
体现为价格战，随着消费者收入水平
的上升，扑克的价格差异对于消费者
选择的影响逐渐降低，消费者日益倾

向于购买价格较高但手感细腻、材质
佳、耐折性优、可多次重复使用的高
端扑克牌产品。

由于消费者日益偏好具有固定
品牌的高端扑克牌，各级经销商和零
售商也开始增加价格较高的高端扑
克牌的进货量，因此，知名品牌扑克
销售网络的覆盖面逐渐提升，行业集
中度有所提高，目前市场知名品牌除
姚记扑克和万盛达扑克外，主要还有
宾王、钓鱼、三A、三兔等四家企业，这
六家企业凭借良好的生产技术、营销
渠道、研发能力、生产效率以及内部
管理制度，在市场竞争中处于领先地
位。

至于姚记扑克不再收购乐天派
80%股权的具体原因，在对深圳证券
交易所重组问询函的回复中，姚记
扑克表示，乐天派的主营业务为移
动网络游戏的研发，预案披露后，上
市公司管理层对本次跨行业并购的
可行性进行了进一步论证，鉴于上
市公司管理层目前尚缺少在移动网
络游戏领域的经营管理经验，当下
以控股为目的对乐天派进行并购相
对难以实现对其业务的整合，不利
于为上市公司中小投资者提供稳定
的回报。

此外，网络游戏十余年间已先
后经历了客户端游戏、网页游戏
及移动网络游戏所分别主导的行
业发展阶段，该行业产品升级换
代迅速，行业发展前景具有一定不
确定性。

青年报资深记者 吴缵超

本报讯 匹凸匹发布公告称，公
司目前主要的生产经营活动在荆门
汉通，且控股股东五牛基金同意在
公司基本账户被冻结期间，必要的
资金支出由五牛基金垫付，因此，银
行账户被冻结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
造成影响，公司股票将于今天开市
时复牌。

匹凸匹于3月30日获悉，公司在
建设银行设立的账户被冻结，冻结账
户为建设银行临平路支行，尾号为
1538的公司基本账户余额34.81万
元、尾号为0449的公司工会专用账
户余额0元；冻结账户为建设银行上
海金茂支行，尾号为7610的公司一
般账户余额3117.46元。

经公司核查，自然人黄永述就
与公司前控股子公司深圳柯塞威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的投资咨询服务协
议纠纷而向法院申请冻结公司上述
账户。

匹凸匹表示，公司目前主要的生
产经营活动在荆门汉通，且控股股东
五牛基金同意在公司基本账户被冻
结期间，公司必要的资金支出由五牛
基金垫付，因此，上述银行账户被冻
结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影响。
公司董事会认为，此次公司银行基本
账户被冻结事项不属于《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3.3.1条第
（三）款规定的“公司主要银行账号被
冻结”情形。

此外，上海证券交易所对于匹凸
匹2015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
函，匹凸匹继续申请延期回复。

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公司在3
月17日之前对其提出的问题进行书
面回复，目前，匹凸匹仍在积极组织
中介机构等各方共同对《问询函》中
涉及的问题进行逐项落实和回复。
由于问询函涉及的内容较多，需要
公司及中介机构进一步补充和完
善，无法及时完成，故匹凸匹继续申
请延期回复。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清明小长假后，岭南控
股等一批上市公司将因为各种原因
停牌。

国旅联合昨日下午发布公告
称，因该公司拟筹划重大事项可能
涉及重大资产重组，鉴于该事项存
在重大不确定性，为避免造成股价
异常波动，公司股票自 4 月 5 日起
停牌。国旅联合表示，公司承诺将
尽快确定是否进行上述重大事项，
并于股票停牌之日起的 5 个工作
日内（含停牌当日）公告并复牌。

岭南控股昨晚公告，该公司实
控人广州市国资委正筹划重大事
项，公司拟收购广州岭南国际企业
集团有限公司下属优质旅游产业资
产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鉴于此次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复杂性，且涉
及与政府主管部门的沟通，目前最
终方案尚未确定。公司股票于4月
5日起停牌。

山东路桥昨晚公告，公司拟筹划
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因该事项存在
一定不确定性，为避免对公司股价造
成重大影响，公司股票经申请将于4
月5日开市起停牌。

电广传媒昨晚也发布停牌公告，
该公司拟调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并于
4月5日开市起停牌。

此前，公司拟向特定投资者发
行 股 份 募 集 配 套 资 金 不 超 过
21.38 亿元，用于收购成都古羌科
技有限公司 79.25%股权、北京掌阔
移动传媒科技有限公司 80%股权、
上 海 久 之 润 信 息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30%股权。

该事项已经董事会及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公告称，电广传媒现拟
调整上述方案，预计将构成方案重
大调整，并涉及重新确定标的资产
交易价格、资产评估基准日和公司
股份发行定价基准日、股份发行价
格等重大事项。

此外，联创股份公告称，公司于3
月25日收到证监会《关于核准山东
联创节能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叶
青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的批复》，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12.29亿
元。经该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
请，在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询价
及认购过程中，公司股票自4月5日
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5
个交易日，待公司通过指定媒体披露
相关公告后复牌。

市场上唯二未股改的公司S佳
通，昨日称公司日前接到控股股东佳
通轮胎（中国）投资有限公司通知，控
股股东拟筹划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
重大事项。经S佳通申请，公司股票
自4月5日起停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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