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管理人 持仓品种 代码 最新价（元）股数（万股） 今日操作计划 现金
（元）

当前总资产
（元）

收益率
（%）

大爱一博
荣之联 002642 14.83 2 荣之联15.43元清仓。新美星跌到32元止损，午盘若

不红盘，午盘价清掉。 464246 1084846 8.48
新美星 300509 32.40 1

人生如梦 创意信息 300366 12.18 8 13元清仓 88000 1062400 6.24

不见不散 中国太保 601601 32.65 2.7 32.52元买入中国太保0.5万股，33.2元、33.5元分别
卖出0.5万股。 175044 1056594 5.66

山野村夫
世名科技 300522 23.44 2

持股 76000 1038800 3.88
汇金通 603577 12.35 4

华荣 飞利信 300287 9.92 4 海格通信委托10.89元买入2万股，兴业银行委托16
元买入1万股，先到先得。 636450 1033250 3.33

冲浪者 中科曙光 603019 53.77 1 持股 84900 1009600 0.96
东软载波 300183 19.35 2

犇三
亚邦股份 603188 13.01 2 海螺水泥涨7%、9%分别卖出0.95万股和0.94万股。

亚邦股份跌2%、4%各买入0.5万股。 135784 999461 -0.05
海螺水泥 600585 31.93 1.89

梦想起航
鄂武商A 000501 14.86 3 鄂武商A涨7%、8%、10%各分别卖出1万股。杭萧钢

构跌1%、3%、5%各买入0.5万股。 46400 995450 -0.46
杭萧钢构 600477 9.15 5.5

犇基金
碧水源 300070 17.27 2.8 碧水源涨8%、9.5%各卖出0.7万股，华侨城A涨7%、

8%、9%各卖出1万股。 580 992300 -0.77华侨城A 000069 7.94 6.4

菲菲
贵阳银行 601997 14.38 3 如果建发股份开盘不高于11.2元，则开盘卖出中天

科技换入建发股份。持仓股涨7%、9%各卖出1万股。101400 990000 -1.00
中天科技 600522 11.43 4

画龙点金 万达信息 300168 17.55 1 持股 810000 985500 -1.45
山高水深 科创新源 300731 33.90 2.89 37.28元清仓 2400 982110 -1.79
苗大侠 嘉凯城 000918 6.86 14 持股 21700 982100 -1.79

格菲 葛洲坝 600068 8.36 6.8 两只股票涨幅8%、9%、10%各卖出五分之一 54 974379 -2.56
碧水源 300070 17.27 2.35

三牛开泰 中国建筑 601668 8.47 3.28 两只股票涨幅8%、9%、10%各卖出五分之一 362 973008 -2.70
蒙草生态 300355 10.07 6.9

良友
英威腾 002334 8.60 5.5

持股 1390 956592 -4.34
中农立华 603970 27.09 1.78

顺势 昆仑万维 300418 23.20 3.87 25元卖半仓 766 898606 -10.14
开赛日4月1日，起始资产100万元，业绩基准A股指数，基准日3318.71点。4月16日收盘3257.64点，涨幅-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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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４月１６日电 证监会
１６日晚公布了对万家文化的行政处罚
决定书和相关人员市场禁入决定书，驳
回了赵薇夫妇、龙薇传媒、万家文化及
相关当事人的申辩，最终决定：对黄有
龙、赵薇、孔德永分别采取５年证券市场
禁入措施。
同时，证监会还对万家文化、龙薇传

媒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６０万
元罚款；对孔德永、黄有龙、赵薇、赵政给
予警告，并分别处以３０万元罚款。
证监会驳回了赵薇夫妇、龙薇传

媒、万家文化及相关当事人的申辩，最

终认定龙薇传媒在自身境内资金准备
不足，相关金融机构融资尚待审批，存
在极大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以空壳公司
收购上市公司，且贸然予以公告，对市
场和投资者产生严重误导。
此外，证监会还认定龙薇传媒关于

筹资计划和安排的信息披露存在虚假
记载、重大遗漏；未及时披露与金融机
构未达成融资合作的情况；对无法按期
完成融资计划原因的披露存在重大遗
漏；关于积极促使本次控股权转让交易
顺利完成的信息披露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等违法事实。

证监会公布对万家文化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和相关人员市场禁入决定书

赵薇夫妇禁入证券市场5年

2016年12月27日，万家文化发布公
告称，控股股东万家集团将向龙薇传媒
转让其持有的1 . 85亿股万家文化无限
售条件流通股，占万家文化已发行股份
的29 . 135%。此次交易完成后，龙薇传媒
将成为万家文化的控股股东。公开信息
显示，演员赵薇是龙薇传媒的控股股东。
然而，后续由于龙薇传媒方面融资

不能到位，交易方案几经变更，直至最终
以放弃收购而告终。据《行政处罚及市场

禁入事先告知书》称：“上述行为造成万
家文化股价大幅波动，引起市场和媒体
高度关注，严重影响了市场秩序，损害了
中小投资者的信心，影响了市场的公平、
公正、公开。”二级市场显示，龙薇传媒期
初向万家集团抛出橄榄枝之时，万家文
化的股价应声大涨，一度上涨至25元/
股。随着闹剧散场，万家文化股价一路下
跌。

综合

■链接 万家文化股权收购闹剧始末

□半岛全媒体记者 张欣健 报道
本报4月16日讯 4月16日股市开

盘后，海南板块个股全线涨停，与大盘
下跌回调的大势形成了鲜明对比。对于
新一轮的“炒地图”到来，专家建议个人
投资者树立正确投资观念，谨慎投资，
避免造成损失。
4月16日开盘后，沪深两市一路震

荡下跌，截至收盘沪指跌1 . 53%，收于
3110 . 6 5点；深指跌0 . 6 1%，收于
10621 . 79点；创业板指数涨0 . 77%，收
于1838 . 71点。当天银行等板块领跌，
权重板块上证50大跌2%。A股市场迎
来新一轮回调。
与A股市场全线飘绿相对，海南板

块在4月16日开盘就迎来全线涨停。神
农基因、海马汽车、海南橡胶、罗牛山、
罗顿发展等20余只个股一字涨停。
与2017年的A股走势类似，在4月

份A股大盘不断回调时，雄安新区的
出台让资金找到热点，拉开了一轮
“炒地图”热。但是海南板块热度能否
复制2017年的“雄安热”成为市场关
注的焦点。中泰证券青岛香港中路营
业部投资顾问丁永升认为，从政策力
度方面看，海南板块热度很难超越雄
安，随着政策细则的不断出台，雄安
热度贯穿了较长时间。另一方面，虽
然国家公布了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
开放的指导意见，提供了政策利好，

但是海南板块并不是第一次经历这样
的政策利好。
丁永升表示，炒作热点一般情况下

个人投资者很难买入，一旦打开涨停，
很可能伴随着回调，导致高位买入的个

人投资者出现损失，“炒地图”的现象在
之前A股市场曾经多次出现，许多个人
投资者也因此蒙受过损失，投资者还是
应将注意力关注在个股的基本面，研究
个股发展的详情。

全线涨停，新一轮“炒地图”到来
海南板块成热点，专家提醒个人投资者应谨慎

□半岛全媒体记者 王媛 报道
本报4月16日讯 16日，记者从市

商务局获悉，全市商务主要指标一季度
运行快报出炉，数字显示，进入2018年
以来，全市商贸流通领域扩大消费、国际
贸易、双向投资继续保持良好发展态势。
社会消费指标显示，1～ 3月份，预

计全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额1130亿
元、增长9 . 5%；限额以上批发业实现销
售额1270亿元、增长15%，限额以上零
售业实现销售额360亿元、增长12%，限
额以上餐饮企业实现营业额13 .7亿元、
增长9%。
据监测系统显示，1～ 3月份，在传

统节日、文体娱乐、外出踏青、商场促销
等综合因素影响下，居民购买力显著提
升。其中，食品类、服装类等传统商品热
销，销售额同比增长12 . 3%；金银珠宝、
通讯器材、家用电器等时尚品质类商品
也增长较快，增幅超过15%。
国际贸易方面，1～ 3月份，预计全

市实现国际贸易总额278 . 1亿美元、增
长5 . 6%；其中，货物进出口完成177 . 4
亿美元、增长2 .5%，出口103 .1亿美元、
增长2 . 6%，进口74 . 3亿美元、增长
2 . 3%；服务进出口完成37亿美元左右、
增长15%左右；境外营销额63 . 7亿美
元、增长11%。

市商务局分析，服务进出口对外贸
增长发挥了积极作用。1～ 3月份，预计
青岛市服务进出口完成37亿美元左右、
增长15%左右。其中，出口19亿美元左
右、增长16%左右，进口18亿美元左右、
增长13%左右。1～ 3月份，全市承接服
务外包合同额11 . 5亿美元、执行额8 . 2
亿美元，分别增长72 .2%、28%。
双向投资保持良好态势，1～ 3月

份，新批外商投资项目244个，合同外资
18 . 78亿美元、增长34 . 56%，实际到账
外资25 . 61亿美元、增长10 . 88%。1～ 3
月预计全市引进内资项目900个，引进
内资到位420亿元、增长11%。

一季度预计社会消费品零售额1130亿
今年青岛首份商务运行报告出炉，国际贸易、双向投资保持良好态势

据新华社北京４月１６日电 商务
部１６日发布数据，２０１８年一季度我国境
内投资者共对全球１４０个国家和地区
的２０２３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
接投资，累计实现投资２５５亿美元，同
比增长２４．１％，连续五个月保持增长。
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负

责人介绍说，一季度我国对外投资合作
取得“开门红”，特点之一是对“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投资合作稳步推进。一季
度，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的５２个
国家有新增投资，合计３６．１亿美元，同
比增长２２．４％，占同期总额的１４．２％。
特点之二是对外投资行业结构进

一步优化，非理性投资得到有效遏制。
一季度，对外投资主要流向租赁和商
务服务业、采矿业、制造业以及信息传
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房地产
业、体育和娱乐业对外投资没有新增
项目。
特点之三是东部地区对外投资保持
活跃，西部省份成为新的增长点。一季度，
东部地区１０个省市合计对外投资１２０．４亿
美元，同比增长２５．２％，西部地区对外投
资２３．６亿美元，同比增长３６．４％。

我国对外投资
实现“开门红”

□半岛全媒体记者 娄花 报道
本报4月16日讯 16日，全国首

批税收普法教育示范基地——— 青岛市
嘉定路小学迎来了一批特殊客人。来
自贵州安顺、内蒙古赤峰以及山东德
州、临沂、菏泽的五所海尔希望小学的
师生前来学习交流，学生们在嘉定路
小学参加了税收主题升旗仪式，参观
了税收普法教育展室，上了税收公开
课，并到青岛崂山国税局办税服务厅
进行了办税岗位体验，系列活动充分
发挥了全国税收普法教育示范基地的
示范效应，加深了海尔希望小学学生
对税收的理解与认知，有力推动青岛
税收普法教育经验走向全国。
“去年我们在网上就与嘉定路小
学见了面，孩子们一起上了税收公开
课，今年我带着孩子们来到嘉定路小
学，亲身走进税法课堂，感觉收获很
大。”贵州省安顺市紫云县板当镇海尔
希望小学李树勇校长说。在今年的课
程中，海尔希望小学的同学与嘉定路
小学同学一同进行了分组，以团队竞
赛形式完成了税收公开课的学习任
务，在游戏互动中学习了税收的历史、
来源和作用，迎合了孩子们的兴趣点，
收到了很好的成效。

六地师生同上
税收公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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