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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营特卖场
市民忙“踩点”将提前封库存

昨日，阴郁了几天的蓉城突然
放晴了，好天气带来好心情，就连去
空调特卖节举办地提前“踩点”的市
民都更多了。

“我们早上才开门，就接连来了
几批看空调的朋友，他们拿着商报询
问现场导购人员，真的是全系产品都
参加特卖吗？”参与主办此次特卖节
的美的空调销售方负责人介绍，看得
出来市民都很认可美的空调，对特卖
活动的期待值也很高，“我们之所以
不提前公布特卖价，并不是为了搞神
秘，而是因为价格确实很敏感。”

该负责人说，每年3月到4月初
都是空调销售的淡季，大促活动往

往会从4月底开始，而今年他们联合
买够网举行空调特卖节，足足将大
促活动提前了一个月，“为了确保活
动顺利进行，每款机型的具体特卖
价会在开幕当天揭晓。”

据介绍，在特卖活动开始前一
晚，美的销售方会封库存，特卖活动
开幕后，会有专人守住特卖场入口、
出口、库房以及电闸所在区域，“空
调价格战向来激烈，我们已做好预
案措施，以防万一。”

价格很给力
全场7折起 全城保价三个月

既然是空调特卖节，活动给不
给力，当然要用价格来说话了。美的
空调销售方负责人表示，买够网是
全国领先的媒体电商，其招牌特卖
会向来以“惠民”为宗旨，这次双方
强强联手搞特卖节，美的不仅要市
场份额，同时也要让市民真真切切

享受到实惠，因此活动的优惠力度
是相当大的，总政策就是，全场7折
起，单品最高直降3000元，还会推出
部分千元特价机。

为了让市民买得更放心，主办
方特别承诺，本次特卖节售出的美
的空调三个月内“全城保价”，买贵
补差！而且在特卖节现场，只要有市
民或是我们的“价格探子”发现成都
其他卖场的同款美的空调售价更
低，主办方会立即现场调价，而且对
已购买的消费者进行补差。所以，要
买空调的朋友，不要再犹豫了，如果
您已认定美的空调，4月1日至5日下
单肯定不会吃亏。

快点打热线
千份好礼免费送 还有名额哦

参与过成都商报买够网特卖会的
市民都晓得，买够网一贯的“特卖作
风”是：不正品不登场，不低价不亮相，

而本次特卖节，买够网除了保证正品、
低价以外，还加码给市民大派福利
——来电预约即送上一份价值48元的
好礼。好礼限量1000份，前日开通热线
86626666后，截至昨晚6时，已有超过
400位市民来电预约空调特卖节。

“去年夏天热惨了才想起去买
空调，结果看上的款式缺货，索性就
忍到今年买，没想到现在活动力度
更大，提前预报名还有礼物送！”家
住万年场的乔先生说，买空调就选
美的，品质好，售后也好，“就等着周
末来逛特卖节了！”

目前，来电预约送好礼的活动
还在火热进行中，对买够网首届空
调特卖节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拨
打买够网热线86626666预约本次活
动。等到4月1日~5日空调特卖节开
幕，只要您来到活动现场，就能免费
领取一支市场价为48元的独一味牙
膏（每人限领一份）。 （余兰）

空调特卖节明天开幕
三个月内买贵补差
4月1日~5日，成都商报买够网携手美的空调举行限时特卖
全场7折起，打86626666提前预约送好礼

空调买回家，消费者最关心
的莫过于安装与售后的问题。对
此，参与本次特卖节的美的空调
售后服务中心特别承诺，将为购
买了空调的市民送上金牌售后
服务。

成都美的售后服务中心的负
责人说，空调是个“看天吃饭”的
行业。因为很多人安装空调都有
个习惯，就是天气不是熬到最热，
绝不买空调。那么，抵拢桑拿天换
空调的后果是什么呢？就是买了
空调，可能个把星期都安装不了。
但这也没有办法，到处都在买空
调，师傅人手不够，而且酷暑天也
影响工作效率。有些用户实在等
不及了就找外面的“游击队”来安
装，“游击队”安一台是一台，不讲

究服务质量，如果安装不到位，这
空调的钱就白花了。而美的集团
认证的专业安装队伍，则会根据
楼层、户型结构等做出安装的相
应安排，外机安装会很稳，很平，
内机位置正确，不会因为出风口
位置不合理引起人体不适。

该负责人表示，为了这次特卖
节，售后服务中心已经进行了全体
总动员，52名经验丰富的安装师傅
全部整装待发，会全力保证各款美
的空调的安装质量。安装师傅上门
时，会向市民出示“美的家用空调
安装上门服务监督卡”，上面列出
了14条服务标准，比如为保持环境
整洁使用盖布、安装位置征得用户
同意等，若市民对安装有疑问还可
以拨打美的售后服务热线。

定频空调、变频空调、智能空调……买够
网首届空调特卖节将展售美的全系空调产
品，为了让市民有更加舒心的购物体验，买够
网特别将此次特卖节的活动地址设在金牛区
解放路一段202号附14号美的旗舰店（瑞安·
城中汇对面），活动期间不仅有金牌导购为您
贴心服务，您下单后还将享受到最快24小时
内送货包安装的金牌售后服务。

在即将到来的清明小长假，
除了郊游踏青，蓉城市民还期待
什么？当然是趁着天气还没大热
起来，趁着商家给出大把优惠，提
前把该买的空调买回家噻！所以，
明天开幕的成都商报买够网首届
空调特卖节，您真心不能错过！

经过1个月的选品、比价等筹
备工作，4月1日~5日，买够网将携
手美的空调打响2016年第一波空
调价格战！届时，美的全系空调产
品都将以超低劲爆价限时特卖，全
场7折起，单品最高直降3000元！

“打价格战不是我们的本意，我
们联手厂方、销售方打造本次特卖
节，就是希望让好产品以合理的
价格卖给市民朋友！”成都商报买
够网相关负责人表示，无论是新
房装修、家用电器升级换代还是
追求更高品质的生活，明天至下
周二的空调特卖节，都是一个让
您省心更省钱的难得机会！

明天约“惠”空调特卖节
记得来解放路一段美的旗舰店

乘9路、83路、
36路，均可在
高笋塘站下车
前往。乘K1、
K2线二环路
快速公交均可
抵达，向驷马
桥方向行300
米左右即到。

公交

特卖价格劲爆
金牌售后服务更贴心

大牌

低价
速来

昨天文章的最后一句，我曾经
写道，“让我们一起为国足加油，一
起为A股加油吧”。如今，中国男足
已经战胜卡塔尔，奇迹般晋级世界
杯亚洲预选赛12强，这足够令我们
这些球迷兴奋好几天。

A股市场昨日也终于迎来一
根大阳线，暂时摆脱了沪指跌破
60日均线的危机。最终，沪指大涨
80.81点，以3000.64点报收，A股的
大涨，我们又能兴奋多久？

国足能够突出重围，晋级亚
洲世预赛12强，除了依靠自己出
色的发挥之外，还需要感谢菲律
宾战胜朝鲜、感谢伊朗战胜阿曼、
感谢澳大利亚战胜约旦等。

那么，昨天A股力挽狂澜绝处
逢生，是哪些因素起到刺激作用
呢？在一些分析人士看来，刺激昨
日行情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美联储
主席耶伦的讲话。周三凌晨，美联
储主席耶伦讲话中提到，大宗商品
价格特别是油价等不确定性因素

的存在，加剧了美国经济所面临
的风险，从而支持美联储采取更
缓慢的加息路径。对于耶伦的此
次讲话，多数市场人士认为，短期
内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大大降低，
这对新兴市场无疑是一大利好。

不过，我倒认为，对于耶伦
此次讲话的利好效应，大家还是
不能太放在心上。在我印象中，
美联储对于加息的态度向来都
是变化多端，基本上是处于一种
让你猜不透的状态。现在说加息
可能性小，有可能过两周又来个
大转变。

对于A股市场，除了外部因素
的刺激，更重要的还是要看自身。
如果我们自己不能重新恢复自信，
不能依靠强劲上涨来形成赚钱效
应，那么3000点也不是那么容易就
能站稳的。就像国足一样，如果自
己不能战胜卡塔尔，那么其他球队
的帮忙都没有任何意义。

对于A股后市，我认为昨天成

交量依旧没有明显放大，一根大
阳线只能算是暂时缓解了大家
的担忧。后市能否有效突破，还
需要进一步观察。在操作上，暂
时还是要保持冷静，不要兴奋过
头，等待趋势彻底形成之后再提
升仓位也为时不晚。如果震荡局
面无法摆脱，那也就只能还是小
打小闹而已。 （张道达）

本栏目从1997年开始，每天
陪伴股民朋友，至今已近20载，拥
有良好的口碑，聚集了大量的粉
丝。2015年6月股灾前，张道达已
持续一个月看空股市；2016年1月
3日晚，张道达提示新年应控制仓
位获利了结，次日大盘暴跌近250
点。现在，只要您关注微信公众号
“每经投资宝”，就可以提前一天
收看张道达先生的最新观点，每
晚9点，不见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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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前两个交易日震荡调整之后，
沪指已跌破60日均线，好在昨日（3月
30日）多重利好共振，A股高开高走实
现绝地反弹，并强硬地站上3000点，深
证成指和创业板指数分别录得逾3%
和4%的涨幅。行业板块全线走强，且
除银行板块外整体涨幅均在2%以上。

昨日沪指以2941.22点的全天最
低点小幅高开，早盘冲高回落，午后稳
步上行。尾盘沪指成功重返3000点整
数位，报3000.64点，较前一交易日涨
80.81点，涨幅达到2.77%。

深 证 成 指 大 涨 350.98 点 ，收 报
10445.69点，涨幅达到3.48%。创业板
指数表现更为强劲，2248.78点的收盘
点位较前一交易日大涨4.47%。

股指强势走高带动沪深两市个股
普涨，告跌品种总数不足20只。不计算ST
股和未股改股，两市百余只个股涨停。

行业板块全线飘红。IT、传媒教
育两大板块表现抢眼，涨幅双双超过
4%。汽配、化工化纤、日用品、电子等
板块涨幅也在3%以上。昨日仅有银行
一个板块涨幅不足2%。

沪深两市成交温和放大，分别为
2344亿元和3940亿元，合计接近6300
亿元。

美联储主席耶伦对于“加息需谨
慎”的表态，令国际市场风险偏好快速
回升。此外，增量资金有望入市的消息
也令投资者信心提升，A股也随之告
别调整，重拾升势。 新华社

国足已晋级
现在就看A股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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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知道公募基金的投资需要严
格的审核，究竟严格到什么程度呢？

火 山 财 富（微 信 公 众 号 ：
huoshan5188）了解到，基金公司对
于可供选择的股票有一般股票池和
核心股票池之分。只有核心股票池
的股票才能买入基金净资产2%以
上，而持股超过5%以上就需要向基
金公司投委会专门申请，由此可见
公募基金投资的严格。

尽管如此，火山财富注意到，仍
然有一些基金持有相关个股占净值
比超过9%，甚至直逼10%的上限，这
些基金经理敢于下重手的个股到底
有何魅力，是否值得投资者关注？

抢眼的易事特

易事特无疑是近期表现相当抢
眼的股票之一，而它恰恰也是一只
基金顶配个股。

数据显示，2015年三季报时，国
泰基金旗下多只基金涌入该股，包
括国泰中小盘、国泰估值优势、国泰
金鼎价值、国泰成长优选和国泰金
龙行业等。其中，国泰中小盘、国泰
金龙行业和国泰估值优势的持股数
量为79.38万股、82.89万股和13.74
万股，持股市值占基金净值比达到
9.61%、9.57%和9.6%，均基本达到

“顶配”。
2015年基金四季报显示，上述

在三季报“顶配”易事特的基金在
四季度仍然在不断加仓，国泰中小
盘、国泰金龙行业、国泰估值优势
的持有市值占净值比虽然小幅下
降至8.89%、9.02%和8.83%，但是持
股数则增加至100.92万股、91.4万
股和24.01万股。

从二级市场表现来看，去年整
个三季度，易事特在12元（前复权）
至22元区间来回震荡，中间也不乏
短时间内涨幅超过30%的机会。进
入四季度以后，该股一度涨至25元，
随后在一月份的急跌行情中曾回落
至18元附近。

最重要的是，这几只基金于2016
年1月20日披露四季报，此时如果投
资者有注意到上述基金持续“顶配”
的情况，并开始选择买入，从1月20日
至3月23日，该股区间累计涨幅达到
60.47%，尤其是从3月14日至3月23
日，短短8个交易日涨幅达到63.12%。

虽然这仅仅是一个案例，但却充
分说明基金“顶配”个股的魅力所在。

《股市荒野猎人》值得期待

既然公募顶配个股具有如此魅
力，何不充分发掘这一数据宝藏？鉴
于目前距离基金四季度持股已过去
整整3个月，基金也完全可能进行了
调仓换股，因此为了大家能够更清
晰地看到公私募的最新动向，针对
今年一季度的数据，每经研究院专
门推出了《股市荒野猎人》资讯产品
第一期供您参考。

基金一季报一般在4月的第15
个工作日之内披露完毕，相对一季
度末节点的时效性更强，而个股市
值占比达到9%的重仓基金，一般是
很难在较短时间内进行大幅调仓
的。而且对于这些重仓个股，一位公
募基金经理曾跟每经研究员表示，
除非这些个股在短时间内迅速拉
高，比如说短时间内涨幅达1倍或2
倍，基金才会考虑兑现收益。

此外，顶尖私募的重点出击以
及机构的调研动向一直也是投资者
关注的焦点，如果大盘在接下来较
长时间一直在3000点上下盘整的
话，那么，这些私募的坚守或变化
无疑也值得进一步跟踪。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股市荒
野猎人》资讯产品第一期在本周三
（3月30日）推出众筹后，众筹价为
168元/份，短短12小时最低的100
份认筹额已经完成，因此该项目
将于4月11日正式启动。这里火山
财富再次提醒，由于粉丝的积极
性相当高，所以该产品原定截止
的众筹时间4月7日将有可能提
前，而价格也将会结束优惠，恢复
原价299元/份。 《每日经济新闻》

8个交易日这只个股涨幅超60%
这就是基金顶配个股的爆发力

用手机微信扫描上方二维码即
可购买。手机微信购买网址：
https：//wap.koudaitong.com/v2/
goods/2ohp700wl9g02

温馨提示：购买中如有相关问
题，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鑫火山财富
（xinhs5188），将您的疑问砸过来，
我们看到后将在第一时间（正常工
作日9：00～18：00）给予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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