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消费主题基金表现
“当红不让”， 而消费主题基金的
“走红”也令其成为基金公司布局
的对象。记者获悉，今年首只消费
主题基金———信诚幸福消费股票
型基金正式获批，已于3月31日开
始发行。值得注意的是，信诚消费
股票基金拟任基金经理将由信诚
基金旗下绩优基金经理杨建标担

当。 据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数
据，截至3月21日，杨建标管理的
信诚新机遇股票基金过去一年的
份额净值增长率为24.16%，在
332只同类基金中排名46位，同
时信诚新机遇过去两年份额净值
增长率为38.87%， 在284只同类
基金中排名36位。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黄文成

受到行业景气的刺激，
LED概念股4月1日集体飙升。
整 个 节 能 照 明 板 块 大 涨
4.16%，个股方面阳光照明、利
亚德、鸿利光电、佛山照明等4
股强势涨停，联建光电、奥拓
电子、 华灿光电等10股涨逾
4%。

从资金流向来看， 同花顺
数据显示，4月1日， 净流入该
板块的资金达到4.5亿元，其中
净大单流入为3.8亿元。据盘后
的龙虎榜数据来看， 今日LED
概念股的推升主力是游资为
主，机构也有参与。

以早盘即涨停的佛山照
明为例， 今日在买入榜前5个
席位中，买一席位为活跃游资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彩虹北路证券营业部，买
入近4220万， 而在卖出榜5个
席位中， 惜售现象非常明显，
卖一席位中国银河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大庆南路证券
营业部也仅有550万元的卖出
金额。 双方买卖净差9323万
元。

节能照明板块2013年7月
-10月，经历一波大幅度炒作。
经历两个调整后， 于今年1月
份，再度启动一波行情，板块内
多数个股已处于相对较高的
位置。由于创业板中小板出现
回调，多以中小盘股为主的节
能照明板块个股， 进入2月后
出现集体大回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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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伸

3月31日，*ST长油发布公
告称，“预计2014年4月23日之
前公司股票进入退市整理期交
易，期限为30个交易日，其间涨
跌幅限制为10%。 退市整理期
结束后， 公司股票将从上海证
券交易所摘牌。”

这一纸公告， 不仅仅是宣
告一家公司将推出A股市场，
它还意味着央企无一退市的先
例被打破。此外，据统计数据显
示， 目前有36家上市公司预计
于2013年续亏，在这些续亏的
上市公司中， 有4家ST公司同
样面临退市的危机。

央企第一退市股

央企往往以“财大气粗”形
象面世， 更别说在A股市场上
市的央企， 而从A股中退市的
央企也是史无前例。3月31日
*ST长油一纸公告打破了这一
惯例。

*ST长油曾因从2010年至
2012年连续三年亏损，于去年
5月14日被暂停上市。然而亏损
并没有停止，近日，沪深两市的
上市公司陆续披露2013年年
报，*ST长油在披露2013年业
绩亏损59.22亿元。

在连续四年亏损的情况
下，根据相关规定，为*ST长油
挂牌上市的上交所将在未来
15个交易日内给予是否终止
其股票上市的决定，如果上交
所的决定是肯定的，那么公司
将成为上交所2012年退市改
革以来，第一家因财务指标不
达标而退市的公司。 同时，作
为央企，它也是第一家退市的
央企。

5只ST股危险

当然，2013年度续亏的公
司并非只是*ST长油，据统计，
目前有36家上市公司于2013
年持续亏损， 其中*ST凤凰、
*ST超日、*ST武锅B、*ST二重
和*ST国恒等5家公司将面临
退市危机。

其中*ST凤凰已经连续两
次发布《关于股票暂停上市第
二次风险提示公告》，而且公司
目前已经进入破产重整程序。
*ST凤凰自去年12月27日至今
一直处于停牌状态， 若*ST凤
凰2014年不能实现扭亏为盈，
公司将直接进入暂停上市阶
段。而*ST国恒则更为“悲剧”，
公司原本预计全年可扭亏为
盈， 然而接着披露出的多起历
史诉讼问题， 让扭亏出现了很
大变数。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黄文成

1年亏59亿，央企首现退市股
*ST长油4月23日前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

据同花顺统计数据显
示，2014年以来已有19家ST
公司成功“摘帽”，另外有 6
家已申请摘帽，且未公布年
报。

其中*ST东热4月1日晚
间发布公告称， 公司股票自4�
月 3�日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
及其他风险警示。股票名称将
由“*ST�东热”变更为“东方热
电”。

据 *ST东热公告显示，
2013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
7.27亿元，实现净利润为6.74
亿元，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为 6.68亿元。

6股申请“摘帽”

… 牛熊论剑

多方：巨丰投顾

大多数投资者在诚惶诚恐
的时候，主力资金已经开始对优
质个股进行吸纳（尤其是龙头个
股）， 目的是为了在下一次的行
情中快速拉升。

空方：今日投资

综合来看，大盘短期仍以弱
势调整为主。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黄文成

会上涨
38.7%�

平行盘整 7.9%�

会下跌
53.4%

… 操作提示

汇添富现金宝周四前申购享假期收益

清明将至， 马年第一个小
长假即将来临。 放假期间可以
让自己的钱在假期赚取不菲的
收益。互联网金融热潮之下，许
多投资者选择了货币基金作为
现金管理工具。功能强大、收益
稳定的汇添富现金宝成为许多
投资者的首选。 根据货币基金
的交易规则， 在4月3日本周四

下午3点之前存入现金宝，可以
享受清明小长假的假期收益。
对一些用户来说，3天的假期收
益足以覆盖一次短途旅游的交
通费。据银河证券数据统计，截
至3月31日，汇添富现金宝的最
新 7日年化收益率为 5.471% ，
每日万份收益为1.6775元。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黄文成

华商基金2013年投资性价比最高

2013年年报披露刚刚落下
帷幕，各家基金公司旗下基金的
业绩表现与盈利能力一览无余。
华商基金成功跻身十大“金牛基
金管理公司” 行列。 据同花顺
iFinD最新统计数据， 加权平均
净值利润率前50名偏股基涉及
26家基金管理公司，其中华商基
金旗下共有6只偏股基金入围，

除华商动态阿尔法混合型基金
外，还有华商主题精选股票型基
金、 华商领先企业混合型基金、
华商盛世成长股票型基金、华商
价值共享灵活配置混合发起式
基金及华商价值精选股票型基
金。业内人士介绍，这可以反映
出基金的实际投资盈利能力。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黄文成

信诚消费已于周一发行

… 热点板块

机构看好LED概念股

2014年4月， 中国体育彩票
即将迎来全国统一发行20周年。
20年来， 体育彩票累计发行超过
7000亿元， 为社会公益事业和体
育事业筹集公益金超过2100亿
元。纪念日来临之际，体育彩票邀
您参加三大网络活动赢取大奖。

活动1：“寻找身边的公益体
彩”照片有奖征集。时间为2014
年3月31日至2014年12月31日。一
等奖奖品为价值4600元跑步机
一台+北京体彩公益之旅； 二等

奖奖品为价值4600元跑步机一
台；三等奖及钟爱奖奖品为价值
360元羽毛球拍一支； 幸运奖奖
品为30元手机充值卡一张。

活动2： 微博有奖话题转发
活动。 时间为2014年 3月31日至
2014年12月31日，共进行10期。奖
品为30元手机充值卡。

活动3：微信有奖问答活动。
时间为2014年3月31日至2014年
12月31日，共10期。奖品为50元手
机充值卡。

就游资热炒LED概念股的
现象，国金证券高远认为，4月1
日LED涨势如虹， 主要因为白
炽灯淘汰进入倒计时。 而这也
表明新兴产业板块， 仍然存在
大量的机会， 尤其是政策支持
的板块很可能成为未来的热
点，因此投资者需要引起重视。

目前， 二级市场中有不少
LED上市企业， 例如三安光电
(600703)、阳光照明(600261)、佛
山照明 (000541)、 德豪润达
(002005)、 天龙光电 (300029)、
等，投资者可以重点关注。

… 投资建议

新兴产业板块机会多
喜迎20周年 体彩大奖等你拿

浙江富润(600070)4月1日晚
间发布年报。2013年度， 公司实
现营业收入107237.32万元，同

比增长1.48%；分红预案：拟每10
转5股派3.00元(含税)。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黄文成

浙江富润拟10转5派3元

5家申请摘帽企业相关情况一览
名称 去年业绩情况 扭亏原因
*ST鞍钢 净利润预计为77000万元左右 产品盈利能力获得提升
*ST祥龙 预计净利润将扭亏为盈 重大资产重组
*ST远洋 预计净利润逾2亿元 资产出售取得收益
*ST西仪 全年净利润585.99万元 政府补助1117万元
*ST济柴 全年净利润984.46万元 开发新产品，推出新技术

… 基金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