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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结构分化
哪些基金还能买？

目前市场仍处于震荡
市，A股市场机构分化，哪些
基金还能买？ 权益类基金建
议风格上保持均衡偏成长。
大盘平衡风格关注长信内需
成长， 主要投资收益于内需
增长且具有较好成长潜力的
上市公司。

Wind数据显示， 截至
2017年8月14日，该产品今
年以来收益率为20.47% 。
大盘价值风格关注长信银
利精选， 该基金是研究员
精选基金， 基金经理重视
回撤、个股占比相对分散、
投资风格相对稳健。Wind
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8月
14日，该产品今年以来收益
率为14.01%。

经济信息

8月15日， 证监会官网连
发三篇文章，总结今年以来的
股市表现， 近年来上市公司并
购重组服务实体经济的成效，
以及新三板市场为经济发展的
助力。

证监会表示，推进并购重
组市场化的各项改革和监管
措施取得了积极成效，市场化
程度不断提升，市场秩序进一
步规范，并购重组市场为推动
国民经济发展不断发挥更大
作用。

中小创有望再成焦点

证监会在《上市公司并
购重组服务实体经济转方式
调结构取得明显成效》 一文
中表示，按全市场口径统计，
2013年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交
易金额为8892亿元，到2016
年已增至2.39万亿元， 年均
增长率 41.14% ， 居全球第
二， 并购重组已成为资本市
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
方式。

2016年， 新一代信息技
术、高端装备制造、节能环保、
新能源、新材料、服务业新业
态等战略性新兴行业上市公
司共发生并购重组交易270
单，涉及金额3253.31亿元。其
中，艾迪西、大杨创世、鼎泰新
材分别重组申通快递、圆通速
递、顺丰控股，从传统行业转
型为综合物流服务；华中数控
重组江苏锦明，拓展机器人系
统集成业务；四维图新收购杰
发科技，将产业链延伸至汽车
芯片制造。

这一总结说明，证监会有
望继续支持中小创公司的并
购重组，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
发展。这无疑有利于提高中小
创的市场关注度。本周创业板

已连续三个交易日实现上涨，
尤其是在周一，大涨接近3%。

长城证券表示，创业板个
股机会会越来越多。当前时点
建议均衡配置，把握好板块之
间的轮动。

国企重组或成行情发动机

此外，2016年， 国有控股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678单，交
易金额1.02万亿元， 占全市场
并购重组交易总金额的43%。
其中，长江电力收购三峡集团
水电资产、国药一致与现代制
药的重组，实现优质国资控股
上市公司布局优化；中铁二局
注入中国中铁核心制造资产，
主业变更为高端装备制造业；
长城电脑换股合并长城信息
并收购资产， 提升了军工业务
的综合实力。 此外，*ST舜船、
*ST金瑞、*ST煤气等一批僵尸
企业的重组也带动了更多行
业的加速整合。

煤炭、钢铁、电力、船舶、
军工等传统国有控股企业，在
经历了去年以来的并购重组，
多数企业迎来新的发展动力，
并且还带动整个行业“去产
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
补短板”。

对于这些行业来说， 公司
业绩改善后立即迎来的就是公
司股价的走高， 今年前7个月，
上证50、 沪深300指数分别上
涨15.36%和12.92%，足见国企
的并购重组所带来的成果。

由此可见，目前国企并购
重组仍在继续，与之并行的是
国企混改， 如中国联通8月16
日晚间公布的混改方案显示，
京东、阿里、百度等参与投资。
随着这两项改革的不断推进，
或将成为股市新一轮大牛市
的全新发动机。■记者 黄文成

证监会一天连发三文总结股市

国企并购重组或成股市“发动机”

今年前7个月，上证综指在3000
点至3300点之间窄幅波动， 区间振
幅8.98%，处于较低水平。同期，深证
成指在9700点至10700点之间运行，
波动也较小。

大盘蓝筹指数表现良好，上
证 50、 沪 深 300 指 数 分 别 上 涨
15.36%和12.92%， 涨幅高于同期
道琼斯工业（10.77%）、 标普500
（10.34%）、英国富时100（3.21%）、
德 国 DAX （5.55%）、 日 经 225
（4.24%）等境外主要蓝筹指数。体

现了市场风格正在发生改变，价
值投资正逐渐深入投资者心中。

在主板市场波动幅度减小的同
时，中小创的估值则不断的降低，泡
沫也在不断缩小。 中小企业板市盈
率由60倍下降至44倍。 创业板市盈
率由 80倍下降至 50倍， 降幅达
37.4%。另外，大盘蓝筹股与中小股
票的估值结构更加优化。 截至7月
底，上证50、沪深300指数市盈率分
别为12倍和15倍， 均低于境外主要
蓝筹指数的估值水平。

中国股市投资者日均新增人
数，以及新增账户数量开始“止跌回
升”，而且资本净流出状态也呈现明
显改观， 它体现在交易结算资金余
额不在下降，而稳定在1.3万亿元。

据统计，前7个月，沪深两市日
均成交金额为4423亿元， 日均新增
A股账户数20万左右， 日均新增投
资者近7万人，交易结算资金余额维
持在1.3万亿元左右。

A股运行平稳，波动幅度减小

新增账户数量“止跌回升”股民

遗失声明
湖南兴威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
司不慎于 2017年 8 月 16日遗
失已作废增值税普通发票 1 张
（5 联）；发票代码 4300162350，
发票号:01524014，特此声明。

◆杨米琪（父亲：杨兵根，母亲：
余莉莉）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M43095512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慈利县天和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遗失中国人民银行慈利县支行
2015 年 6 月 5 日核发的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5591000281301，
帐号：1909010309020227735，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城步苗族自治县朝阳蔬菜专
业合作社经全体成员大会决
定注销，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
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合作
社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刘家发，电话 13907397738

遗失声明
方杨静-湖南省临湘市向阳路
遗失临湘市市场和质量监督
管理局 2012 年 4 月 23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068260015229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方杨静-湖南省临湘市桃林镇万
安路遗失临湘市市场和质量监
督管理局 2011 年 5 月 25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
43068260012144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开福区名敦贵足养生保
健会所遗失湖南增值税普通发
票，发票代码 4300171320,号码
28125567,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攸县中园页岩环保砖厂（普通合
伙）经全体合伙人决议注销，请各
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企业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文国和 13077058638

注销公告
株洲麦可锡商贸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注销， 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朱晓璐，电话 13874189861

◆陈泓鄅（父亲：马少云，母亲：陈
燕青）遗失湖南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O430153067，声明作废。

◆马伟涛（父亲：马少云，母亲：陈
燕青）遗失湖南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M430063161，声明作废。

◆谭语轩（父亲：谭付红，母亲：周
丽雅）遗失湖南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L430015141，声明作废。

◆刘彩妮（父亲：刘书军，母亲：刘
云艳）遗失湖南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O43016852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韶山华晨园林绿化有限公司遗
失湖南省韶山市质量技术监督
局核发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本，
代码：59103883-5,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康丽德防虫灭鼠服务有限
公司经股东会决议注销， 请各
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
权。 联系人:王健 15973117893

遗失声明
长沙市开福区迷妮美容美体会
所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开福分局 2013年 1 月 18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30105600337500，声明作废。

◆李纲遗失湖南金安交通设施
亮化景观建设有限公司安全生
产考核 A 证，号码为：湘建安 A
（2011）150000065，特此声明。

◆唐蛟，肿瘤学专业，2016 年遗
失中南大学报到证，证号 2016
10533103002，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瑞鸿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
人: 胥女士，电话:18975816115。

郑重提示：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微信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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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元/行（每行限 13个 6号字）

遗失声明
长沙县星沙镇鑫连鑫中老年服
饰用品超市遗失长沙县工商行
政管理局 2009年 9月 1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为
43012160014815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鑫怡花卉(纳税人
识别号为 430102L78569902)遗
失发票购领簿，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刘芳遗失韶山市工商局 2010 年
7 月 27 日核发注册号 43038260
0019043 营业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茶陵县洪生废品回收有限责任
公司遗失茶陵县工商行政管理
局 2013 年 11 月 25 日核发的 430
224000015667 营业执照正、副
本，另遗失茶陵县地方税务局
核发的 430224083577568 地税
登记证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霓霓网吧有限公司遗失长
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经济技术
开发分局 2015年 12 月 11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430100MA4L25CG
5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花垣县猫儿网吧遗失花垣县工
商行政管理局 2013年 6月 19 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3312400001135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花垣县丰源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遗失花垣县工商局 2013 年 12 月
10 日核发注册号 4331 240000
11944的营业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潭县牛头岭电灌站遗失中国
人民银行湘潭市中心支行 2005
年 7 月 5 日核发的开户许可证
正本，核准号 J5530000546901；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湘潭易
俗河支行，帐号 18224801040
00068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株洲永祥餐饮服务有限公司经
股东决定注销， 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肖永祥，电话：13975355759

注销公告
长沙隆顺物流有限公司经股东
会决议注销， 请各债权人自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人:
曾三，电话 17788944212

遗失声明
湘潭卓鑫创意装饰有限公司遗
失由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地方
税务局 2015年 1月 15 日核发
的税务登记证正本，税号为：43
030232933607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永顺县张晓敏采石场遗失原
永顺县工商局 2013 年 7 月
17 日核发的注册号码为 433
127000010654的营业执照正、
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涟源市湘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遗失涟源市工商行政管理和
质量技术监督局 2015 年 1 月
27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 431382000026826；
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周永皓（父亲：周海明，母亲：
彭雪） 遗失湖南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K430677612，声明作废。

湖南博信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拟投资 10000 万元在宁乡高新
区实施年产 6000 吨锂电池电
解液项目。 项目符合国家产业
政策和土地利用规划。 通过采
取评价中提出的污染防治措施
和建议， 可确保污染物达标排
放和满足总量控制要求， 并使
其对区域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
程度，因此，在落实本环评提出
的各项环保措施和建议后，从
环保角度分析，项目建设可行。
公示见报后， 可联系核工业二
三○研究所直接咨询提出环保
方面的意见或建议。 项目公示
时间自见报日起 10 个工作日。
环评单位： 核工业二三○研究
所 联系人：雷工 0731-89867334
建设单位：博信新能源公司
联系人：李总 15225890161

湖南博信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年产 6000 吨锂电池电解
液项目环评第二次信息公示

◆陈提凤遗失第二代身份证，号
码 430522198509097821，声明作废。

◆姚水燕遗失会计从业资格证，证
号 433123199004023028，声明作废。

◆阳拓遗失身份证，证号 430624
199902160017，声明作废。

◆王婧澜(父亲：王在好，母亲：
蔡玲)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M430733458，声明作废。

◆杨小龙 510723198201101174
身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龚哲晗(父亲:龚志，母亲:
黄灿)出生医学证明遗失，编
号:P43063460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张刚遗失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二份（机打票）， 发票代码：
143001310128， 发 票 号 码 ：
12423501-12423550,声明作废。

◆徐铁雄（父亲：徐伟，母亲：
苏想）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P430769855，声明作废。

今年以来我国股市总体运行平稳，主要股指稳中有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