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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市场再次大幅下跌，沪
指一度跌到 3016.53 点。一时间，
身边很多人都在说，这下 3000 点
肯定守不住了。然而，下午大盘再
次上演 V 型反转，最终沪指以
3061.50 点报收。而大盘的 V 型反
转，却离不开两只股票的功劳。那
么，眼看3000点保卫战将要开打，
多头突然反攻，是否意味着这次
大盘真的见底了？

如果只看昨天沪指的日K线，
那肯定是振奋人心的。昨天沪指的
日K线是经过大幅下跌后，一根带

长下影线的中阳线，而且还是放量
的光头阳线。这种 K 线形态的出
现，给人的感觉往往就是快见底
了。但是，如果回顾昨天大盘的分
时走势，那确实太让人煎熬了。早
上，沪指直接低开16点，然后持续
弱势震荡，指数始终未能翻红。而
中午收盘时，沪指还下跌约11点。
到下午1点33分左右，沪指最多下
跌近36点，跌到3016.53点。然而，
最后一个多小时时间里，沪指不仅
没有跌破3000点，反而收复了盘中
的失地，最后还上涨8.72点。

对于昨天多头的反扑，其实并
不是无迹可寻的，在不少因素的共
同作用下，大盘出现反弹并不意外。
首先，指数在半个多小时中，一下子

逼近3000点整数关，这种杀跌，多
少是有些非理性的杀跌了。非理性
杀跌的结果，就是大盘短线出现技
术上的超卖，这也意味着技术性反
弹即将来临。而此前，达哥在道达号
（微信号：daoda1997）中说过，多头
真正展开背水一战，可能就在3000
点附近。而昨天沪指最低点 3016
点，实际上已经进入多头背水一战
的区间了；其次，昨天大盘的绝地反
击，离不开两只股票的功劳。这两只
股票，一是红蜻蜓，二是万科A。

红蜻蜓这只次新股跌破发行
价，这也是大盘短线见底的一个
标志。昨天，红蜻蜓盘中最低跌至
17.21元，跌破其发行价17.7元。其
实，红蜻蜓算不上新股，该股在

2015 年 6 月 29 日上市，而当时正
是熊市的开始阶段。所以，从上市
时间上看，红蜻蜓只能算是次新
股。但是，从历史经验看，每次到
熊市末期时，都会出现次新股的
破发潮。再看万科A。昨天下午，也
就在大盘逼近 3000 点附近时，万
科 A 突然被巨量买盘拉起，最终
万科A上涨3%。虽然涨幅不算太
大，但万科 A 的放量反弹是非常
振奋人心的。

那么，昨天的探底反弹是否意
味着大盘筑底成功了？其实，像昨
天这种带长下影线的中阳线，此前
也是出现过的。比如4月27日的日
线和昨天非常相似，但后来反弹力
度太弱，最后又破位了。另外，去年

12月26日，大盘走势和昨天也比
较类似，但短线反弹后，大盘依旧
在底部折腾了较长时间。所以我个
人的看法是，昨天的反弹属于技术
性反弹，因为前期明显超跌了，出
现技术反弹也正常。但从反弹力度
来看，昨天反弹的力度也不算太
强，后面能否成功守住3000点，还
要继续观察。 （张道达）

川航哈尔滨-海参崴航线开通
票价低至546元

成都商报记者获悉，5月11日7时46
分，载有189名旅客的3U8293航班从哈尔
滨太平国际机场起飞前往海参崴，标志着
川航哈尔滨-海参崴航线正式开航。

该航线由 A321 机型执飞，班期为每
周四、周日，去程航班号 3U8293，当地时
间07：30（周四）或07：40（周日）从哈尔滨
起飞，11：00 到达海参崴。回程航班号
3U8294，当地时间 12：10 从海参崴起飞，
11：15抵达哈尔滨。

据了解，海参崴三面临海，拥有优良
的天然港湾，地理位置优越。旅客来此，可
尽情领略海湾风景、享用海鲜美食、参观
历史遗址、欣赏俄罗斯民间歌舞等。而因
为航线刚刚开通，目前票价优惠力度也非
常之大，截至11日下午4点半，记者在飞
常准票务上看到，川航该条新航线下周日
航班的票价最低至546元。

李庆楠 成都商报记者 刘久林

想要贷款，个人信用记录极为重
要。近日，个贷中心开通征信秒查系
统，现场查询立等可取。手机实名登
记半年以上市民，可申请最高 50 万
元信用贷款，有贷款需求的个人和企
业主不妨拨打 028-86748844，或直
接去个贷中心（位于顺城大街249号
成都银行 4-7 楼），额度高、放款快
速、有无抵押都能轻松贷到款，贷款
最高额度可达3000万元。
■有房就能免费贷

只要大成都市有房就可办理，有
证、无证都能申请20万元信用贷款，
无 需 手 续 费 ，立 即 拨 打
028-86748844免费咨询办理。
■车位也可快速贷款

如今主城区的车位也可快速贷
到款，利息高低根据客户资质的综合
评分而定，这种产品优势是放款速度
快、利息低、可单方面签字。王先生急
需 10 万元周转，他拨打 86748844 咨
询个贷中心，没想到名下车位也能抵
押贷款，工作人员上门考察后，第二
天便获得一笔应急贷款。
■无抵押 社保公积金轻松贷

无抵押也可轻松贷款，可凭借每
月工资放大60倍办理，月息最低2.5
厘；也可通过社保公积金放大贷；还
可用个人商业保单贷款，年缴保费放
大60倍，可同时受理3张保单。
■银行贷款 利息低至3厘

个贷中心联合成都60余家商业
银行共同推出银行贷款，只要贷款人
名下有全款房、按揭房、全款车、按揭
车、营业执照、公积金、社保、保单其
中任意一样，均可办理；资料齐全，当
天可放款。提供不同担保方式的多个
贷款品种，一次办理，可反复使用。
■车贷放款快至2.5小时

如果是有车一族，急需周转资
金，也可拨打 028-86748844 申请汽
车贷款。资料审核完毕，最快2.5小时
贷到款，月息低至8 厘。个贷中心现
推出贷款新渠道：按揭车和租赁公司
的车以及装过GPS的车都可申请汽
车抵押贷款。市民张先生急需要资金
周转，奔驰车被查封，通过个贷中心
向银行申请到35万元的应急贷款。

目前个贷中心欢迎各地有识之
士加入，一起在个贷中心的平台提升
自己与公司的价值，共同成长，共享
未来。合作热线：028-86748844。

查个人征信
找个贷立等可取

停牌十多天的信邦制药在 5
月 10 日晚公告称，公司实际控制
人张观福将其持有的公司 21.04%
股份全部转让给西藏誉曦。但信邦
制药股票5月11日复牌，股价早盘
就大幅走低，截至收盘跌停。

实际上5月以来，随着大盘震
荡下行，A股多只股票复牌后股价
大幅杀跌，甚至部分个股出现连续
跌停。其中*ST昌九自复牌之后就
出现7个跌停，接盘方还未完成股
权转让就已浮亏六成。

停牌股复牌“跌停潮”起

停牌十多天的信邦制药在5月
10日晚发布公告称，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张观福已与西藏誉曦创
业投资签署股份转让协议，张观福
将其持有的公司 21.04%股份全部
转让给西藏誉曦，转让价格为8.424
元/股，较公司停牌前收盘价折价
10%，转让价款总额为30亿元。转让
完成后，西藏誉曦将成为公司第一
大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
朱吉满、白莉惠夫妇。信邦制药股票
5月11日起复牌，但早上开盘信邦
制药就大幅走低，截至收盘跌停。

每经投资宝（微信号：mjtzb2）
注意到，5月以来，已有国际医学、
扬子新材、王府井、山东如意、中源
协和等公司发布终止重大资产重

组的相关公告。其中国际医学向王
府井转让全资子公司开元商业
100％股权的重组事项告吹，而国际
医学复牌后已出现连续三个跌停
了。此外，扬子新材在复牌后也出现
两个“一字板”跌停，还有山东如意
出现两个跌停后又连续下挫。

而随着大盘的震荡下行，A股
多只复牌股股价杀跌，甚至部分个
股还上演了连续跌停。对此有私募
人士在朋友圈表示，目前A股市场
连续下行，市场风险加剧，市场对
于利好消息都很谨慎更别说利空
消息了，一旦有风吹草动都会引发
股价下挫。

*ST昌九接盘方遭遇浮亏

大股东转让股权的个股近期也
摆脱不了复牌下跌的命运。每经投
资宝（微信号：mjtzb2）发现，*ST昌
九自5月2日复盘以来，*ST昌九一
直走在股价逼近跌停的下跌路上。
截至5月11日，该股8个交易日累计
跌幅已达32.73%，其中出现7个跌
停。值得注意的是，历经多次“卖壳”
的*ST昌九如今找到的接盘方，若按
照公告披露的约定交易价格计算，
接盘方目前至少已亏损69%。

据*ST昌九公告，江西航美传
媒拟以不低于14.32亿元的价格收
购江西昌九化工集团 100%股权，

目前已缴纳 4 亿元保证金。而*ST
昌九5月6日发布公告称，将对部
分关键内容修改。其中在4亿元的
资金来源上，表述为"4亿元交易保
证金为航美公司及控股股东的自
有资金。未来航美公司不排除向其
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金融机构依
法筹集部分收购资金。

值得注意的是，江西航美还没
把股权拿到手，但已出现不小的浮
亏。昌九化工集团目前持有*ST昌
九 4398 万 股 的 股 份 ，如 果 按 照
14.32 亿元的交易价格，则每股交
易价格约为32.56元。而*ST昌九5
月2日复盘后经历一波猛烈下跌，
截至5月11日收盘，*ST昌九已跌
至 10.08 元，这意味着江西航美将
浮亏69%。

广东辰阳投资告诉每经投资
宝，在弱势市场中，资金风险偏好
降低，流动性明显变弱，叠加当下
监管风格取向和IPO扩容，重组等
资本运作事件很难再取得过往的
超额收益。不同的市场环境下需要
对原有的盈利模式进行重新审视，
在当下应避免落入“刻舟求剑”的
困境中。现在市场走势也不好，导
致“壳资源”的贬值速度也在加快，
对应在二级市场也不再像之前那
样受到市场的关注，目前市场垃圾
股估值重心都开始大幅下移。

（每日经济新闻）

根据国家
有关部门的最
新规定，本手
记不涉及任何
操作建议，入
市风险自担。

3000点有惊无险 两只股票立了功

“史上最严”奶粉新规颁布已有 7 个
月，奶粉企业们过得怎么样？

5 月 9 日，惠氏营养品（以下简称惠
氏）发布了高端奶粉新品。在此之前，惠氏
就推出惠氏金装旗舰版等多个高端奶粉
品牌。事实上，除了惠氏，国外的雅培、美
赞臣，国内的伊利、飞鹤等多个奶粉大品
牌企业最近都在忙着抢夺高端奶粉市场。

去年10月1日，号称“史上最严”的婴
幼儿奶粉注册制正式颁布，行业洗牌走上
高速路。根据配方注册制的规定，婴幼儿配
方乳粉产品的注册申请人必须为生产婴幼
儿配方奶粉的企业，并具备相应的研发、生
产和检验能力。门槛的大幅提高让业界普
遍认为大量的小品牌将被淘汰。根据预估，
2000多个品牌最多只能留下528个，约有
75%的品牌将被清理出局。乳业资深分析
师宋亮告诉记者，奶粉注册制颁布7个月
以来，小品牌已经减少了300~500个。

随着数百个小品牌的退场，高端奶粉
产品获得更多空间。凯度调研数据显示，
2016年，高端白奶、常温与低温酸奶品类
的消费支出分别比上年增长7.8%、43.1%、
9.7%，以上品类销售增速领涨整体乳品市
场。宋亮认为，随着行业集中度的提高，大
品牌的市场份额将扩大，高端奶粉市场亦
将受到推动。他表示，目前高端奶粉市场
的规模已达到200亿元。

不过，宋亮认为，尽管目前高端奶粉市
场规模较大，但竞争非常激烈，“跨境购对传
统线下渠道的影响比较大。”（每日经济新闻）

奶粉新政颁布7个月：
已有数百个小品牌消失

5月11日24时起，油价迎年内最大降幅——

92#汽油每升下调0.2元
加满一箱油少花近10元

停牌股上演复牌“跌停潮”
私募：重组概念不要“刻舟求剑”

受国际油价下跌影响，本轮
成品油迎来下调，并刷新了年内
最大跌幅。此前今年最大跌幅是
在3月28日，汽、柴油价格每吨分
别下调230元和220元。按照本轮
汽、柴油分别下调 250 元/吨、235

元/吨来计算，国内92#汽油以
及0#柴油每升均下调0.2元。
调价政策落实后，国内有车一
族消费者用油成本有所下降。

隆众石化网成品油分析
师丁旭测算表示，以油箱
容量50L的普通私家车计
算，这次调价后，车主们加
满一箱油将少花近10元。
按行驶里程计算，再考虑
到随着气温升高，空调制
冷系统的使用也将增加部

分消耗，平均每行驶 1000 公里费
用将会减少14元左右。

而对于物流行业来说，据卓
创资讯测算，物流行业油耗成本
减少较大，以月跑1万公里、百公
里油耗在38L的斯太尔重型卡车
来计算，未来半个月内单辆车油
耗成本减少幅度高达380元左右。

据中石油四川销售公司数
据，本次调价后，四川一价区国五
标准各品种批发、零售最高限价
分别为：92#汽油8127元/吨、6.28
元/升（下调 0.2 元/升），95#汽油
8604 元/吨、6.77 元/升（下调 0.21
元/升），98#汽油9161元/吨、7.36
元/升（下调 0.23 元/升），0#柴油
6680 元/吨、5.94 元/升（下调 0.2
元/升）。5月11日，国家发改委发布消

息，根据近期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
况，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
制，自2017年5月11日24时起，国
内汽、柴油价格（标准品，下同）每
吨分别降低250元和235元。

本轮调价周期内，国际油价
跌幅明显，其中WTI一度逼近45
美元/桶的关口。截至5月10日收
盘时，纽约商品交易所 6 月交货
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47.33美元。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
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50.22
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本轮成品油
调价为年内第四次下调，并创下
年内最大降幅。据测算，以油箱容
量 50L 的普通私家车计算，这次
调价后，车主们加满一箱油将少
花近 10 元。对于下一调价周期，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发现，
目前各界判断不一，搁浅或上调
观点均存。

本轮计价周期内，多国石油
产量持续攀升令市场忧虑情绪弥
漫，国际油价跌幅明显。特别是 5
月 4 日，WTI 与布伦特双双暴跌
至 2016 年 11 月底欧佩克宣布减
产以来的价格水平。

中宇资讯分析师朱英华对《每
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利比亚计
划进一步推高产量的消息激化忧
虑，同时欧佩克4月减产执行率下
降，对油市形成打压。近日，利比亚
重启本国最大的两个油田生产。利
比亚国家石油公司表示，该国原油
产量已恢复至每日76万桶以上，
达到2014年12月以来最高水平，
并且还计划进一步推高产量。

此外，据路透社公布的一份
报告显示，4月欧佩克成员国对减
产协议的执行率为90%，略低于3
月份的92%。

值得注意的是，欧佩克的出

口下降幅度远低于减产幅度。英
国《金融时报》4 日援引摩根士丹
利的分析称，欧佩克已减少了高
达每日140万桶的原油产量。但船
运数据显示，从今年年初到现在，
欧佩克的原油出口下降不及每日
100万桶。这表明进入国际市场的
原油数量仍多于预期。

另一方面，美国能源信息署
（EIA）在5月9日发布的月报中上
调了对2017年美国原油产量的预
测，同时下调了价格预期。报告预
计，未来两年不断增加的钻井活
动将提升美国原油产量，预计
2017 年美国原油日均产量为 931
万桶，较此前预期上调 1%；预计
2018年日均产量为996万桶，较此
前预期上调0.6%。EIA将今年原油
价格预期下调3%，预计WTI原油
平均价格为每桶50.68美元，布伦
特原油价格为每桶52.60美元。

国际油价近期跌幅明显

油价调整：
自2017年5月

11日24时起，国内
汽、柴油价格每吨
分别降低250元和
235元。本次油价调
整为2017年内第四
次下调，创年内最
大降幅。

四川油价：
92#汽油 6.28

元/升（下调0.2元/
升），95#汽油6.77
元/升（下调0.21元/
升），98#汽油7.36
元/升（下调0.23元/
升），0#柴油5.94元/
升（下调0.2元/升）。

加满一箱油将少花近10元

对于下轮成品油调价预期，多
家机构判断不一。隆众资讯分析师
李彦认为，下一轮成品油调价搁浅
的概率较大。李彦对《每日经济新
闻》记者解释说，近期国际原油价
格承压运行，美国页岩油复苏迅猛
及全球的高库存，让超供压力依然
存在。当前5月下旬的欧佩克会议
成为关注焦点，伊拉克等产油国表
示支持减产协议延长，沙特更是表
示将不惜一切代价去平衡市场，带
来了利好预期支撑。“另外美国传
统需求旺季将至，石油库存也有望
下降，亦属基本面利好。短期内油
价或面临空好继续交锋的局面，因
此预计下一轮成品油调价搁浅的
概率较大。”李彦说。

但在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
臧文刚看来，下一轮国内成品油

零售限价出现上调的可能性较
大。究其原因，臧文刚表示，尽管
利比亚原油及美国页岩油产量仍
在增加，但美国原油库存已出现
明显下降。美国能源信息署周三
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5日当
周美国原油库存减少524.7万桶，
市场预估为减少178.6万桶，创12
月以来最大单周降幅，因进口大
幅下滑。同时，汽油库存减少15.0
万桶，市场预估为减少53.8万桶；
精炼油库存减少158.7万桶，市场
预估为减少 101.3 万桶。“以沙特
为主的减产国力推延长减产，市
场关注的焦点俄罗斯以及伊拉克
也明确支持延长减产，这将对未
来油价的上涨提供一定程度的支
撑。”臧文刚说。（每日经济新闻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费成鸿）

下轮调价预期机构存分歧

5 月 11 日，一家名叫 Go-
tham City（Gotham City Re-
search LLC）的机构发布了一份
名叫《为什么瑞声科技的利润率
比苹果更高更平稳》的做空报告
（以下简称“做空报告”）。在做空
报告中，Gotham City 表示，自
2014年以來，瑞声科技已使用了
20 多个未披露的关联方和可疑
的会计报表来夸大和平滑利润；
至少有20家未披露的关联方供
应商由瑞声科技首席执行官的家
庭成员或员工拥有或管理，这些
未公开的关联方供应商不在苹果
的供应商名单中列出，尽管有其
他声明。一些未公开的相关实体
提供与瑞声科技相同的产品，位
于与瑞声科技相同的位置，并以
瑞声科技的名义聘请员工。瑞声
科技已使用这些隐藏的实体来规
避苹果供应商行为准则中规定的
苹果劳工标准。苹果（和其他各
方）将进行独立调查，验证他们的
调查结果。除了上述质疑，该做空
机构还指出，瑞声科技的股价将
下降至每股40至50港元。

对于做空机构的质疑，瑞声
科技在 5 月 11 日盘中发出澄清
公告，公司董事会强烈否认做空
报告中的陈述，认为有关内容并
不属实及有误导性。

不过也有业内人士提出不
同看法。信诚证券联席董事张志
威撰文表示：“无可否认，过去瑞
声科技超高毛率让市场一直很
怀疑，为何一家苹果手机零件供
应商傲视同侪。还有瑞声科技市
值按昨日收盘价计算，高达1363
亿港元，究竟是否合理？”

瑞声科技是一家涵盖声学、
触控马达、无线射频及光学各部
的微型技术器材的全面解决方
案供应商。公司于1993 年成立，
在 1998 年为摩托罗拉批量生产
手机类讯响器，2005年在港交所
挂牌上市并获得索尼供应商资
格 。随 后 公 司 又 在 2008 年 获
HTC&谷歌供应商资格，在2011
年后为三星批量出货。长期以
来，瑞声科技都被市场认为是绩
优股而被各家市场机构看好。

（每日经济新闻）

进入2017年后，港股市场做空事件频繁出现。辉山乳业、丰盛控
股被机构做空一度成为市场关注焦点。每经投资宝注意到，以往被做
空的公司一般都是中、小市值的公司。而今市值上千亿港元，还是恒
生指数成份股（此类股在港股市场被称为蓝筹股）的瑞声科技也遭遇
了做空机构的做空。在遭遇做空后，瑞声科技的股价突然下跌，昨日
最终下跌达到10.45%，以每股99.4港元报收。同时瑞声科技昨日的
成交量也明显放大，达38.67亿港元。

千亿市值的港股蓝筹遇“空袭”
瑞声科技下跌10.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