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期资金转向“漂亮50”，一
定程度上存在监管层引导的原
因。 从A股过去的传统来看，市
场走势往往受到政策导向影响
比较明显， 甚至有投资者每天
盯着新闻联播寻找投资机会，
因为新闻联播发布的新闻就是
最新的政策风向标。

由此看来，此次A股掀起的
对“漂亮50”的炒作，不排除也
走向老套路， 一波疯狂炒作过
后，市场很快便恢复常态，继续
炒作“要命3000”。

近期言辞激烈批评证监会
而走红的经济学家韩志国指
出，靠人为制造“漂亮50”不过
是自欺欺人。 当务之急是推出
三大政策： 立即停止对个股与
板块的人为打压； 大幅削减新
股的IPO数量；尽快出台大小非
减持新规。在治标的同时，加快
修改证券法和刑法， 严刑峻法
地打击财务造假， 建立健全退
市制度、 集体诉讼制度和损害
赔偿制度， 给投资者特别是中
小投资者提供强大的法律保
护，以此来重拾市场信心。

基金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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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26日，我国自行研造
的首艘国产航母成功下水；5月5
日， 国产大飞机C919顺利首飞，
国产航母与飞机的“入海升空”标
志着我国高端装备制造行业的迅
速崛起。 而在国内证券市场，“中
国制造2025”也已成为新的投资

风口。 各大基金公司也纷纷抢占
高端制造业投资高地， 相关主题
基金发行明显提速， 比如正在中
国银行等渠道热销的国泰智能装
备股票型基金就引发了很多投资
者的关注。 ■黄文成

亲“漂亮50”，远“要命
3000”。5月25日，A股真正上
演了一场冰火两重天的走
势， 经历一段时间休整后，
“漂亮50” 迎来全面爆发。其
中上证50指数暴涨近3%，沪
深300指数也有接近2%的涨
幅。相反，创业板指数的涨幅
仅为0.08%。

上证50暴涨救活A股

周四，A股市场在权重
股拉升下强势反弹， 沪指重
返3100点上方， 收复年线并
录得一个半月最大单日涨
幅。 两市成交则放大至近
4300亿元。 创业板也受到带
动而反弹收红， 不过涨幅不
如主板市场。

在此次大反弹中， 上证
50的大涨功不可没。当天，该
指数小幅低开之后， 强势翻
红，一路走高，午后更是强势
抬 升 ， 最 高 涨 幅 竟 达 到
2.88%。

目前， 不仅成交量明显
放大， 最为关键的是上证指
数已经突破了去年11月份高
点， 已经逼近了2015年股灾
后的反弹高点。至周四，上证
50指数已经是六连阳。

在权重股中， 券商股和

银行股成为当天涨幅最大的
板块， 涨幅分别为4.36%、
3.44%。从个股来看，浦发银
行、国元证券涨停。此外，煤
炭、钢铁、保险板块涨幅同样
居前。

创业板仍“扶不上墙”

在“漂亮50”纷纷大涨之
时，“要命3000” 的表现则扭
扭捏捏，勉强收红，创业板部
分个股依旧任性大跌，共4股
跌停。早盘，创业板指数一度
跌幅超过1%。

据wind数据显示 ，自
2016年12月1日以来， 创业
板指数跌幅达18.28%， 期间
最高点为2188.09点，最低为
1727.58点。景嘉微、中科创
达、全志科技、暴风集团、中
亚股份等个股从年初至今跌
幅均超过40%。 同期上证指
数跌幅仅为4.52%。

对于创业板个股的持续
下跌， 湖南资深投资人士李
布维曾向记者表示，随着IPO
发行常态化， 创业板股票已
经不是稀缺货， 加上此前个
股普遍涨幅较高， 如今监管
趋严， 市场资金必然选择出
逃这些股票。

■记者 黄文成

A股放量上涨 沪指重返3100点收复年线

“漂亮50”发力，金融股唱反弹主角
观察

千万别把“漂亮50”
当概念炒

嘉实“投资者回报研究中心”成立五周年
基金产品实现盈利， 投资者

却没有获取“实实在在的回报”，
已经成为长期困扰基金行业的难
题。2012年5月，嘉实基金“投资
者回报研究中心”正式成立。嘉实
基金将投资策略产品化， 进行了
产品与服务的创新尝试，近年来，

专注投资者回报研究与实践，让
客户赚到真金白银。2016年5月，
嘉实自有理财平台嘉APP推出以
“目标止盈”为核心策略的定制账
户管理服务，7个月便实现了9.9
亿元的累计投资额， 旗下产品复
购率达到78%。 ■黄文成

国泰大农业股基深耕农业板块价值洼地
二季度以来大盘持续波动，

业内人士指出，避开泡沫或许成
为选股的首要考量因素。好的选
股策略直观地反映在公募基金
业绩上，以国泰聚信价值C为例，
最近一年净值增长率21.45%。据
悉，拟由国泰聚信价值基金经理

程洲管理的国泰大农业股票基
金进入最后发行冲刺阶段。在个
股选择方面，该基金将根据上市
公司的获利能力、 成长能力、估
值水平等指标，采取定性和定量
相结合的方法，精选个股，构建
投资组合。 ■黄文成

高端装备制造行业崛起 主题基金搭投资顺风车

近 日 ，“永 恒 之 蓝 ”
WannaCry 蠕虫勒索病毒肆虐全
球， 影响到百余个国家上千家企
业及公共组织， 造成了巨大的经
济损失和社会恐慌， 中国作为一
个网络大国，也未能幸免。 然而，
黑客组织最近再次发布消息，声
称将从今年 6月开始， 将逐月公
布更多 0day 漏洞，包括浏览器、
路由器、 手机漏洞及相关工具、
Win� 10的漏洞利用工具等。 面对
即将到来的勒索病毒攻击， 瑞星
迎难而上， 利用多年来的反病毒
经验和对勒索病毒的长期跟踪分
析，于 5 月 19 日，独家发布拥有
世界先进技术的勒索病毒防御软
件“瑞星之剑”。用户只要安装“瑞
星之剑”，即可有效阻止已知勒索
病毒， 还能防御未知勒索病毒破
坏文件。

瑞星安全专家介绍，传统安全
软件应对勒索病毒主要采取“截
获样本” --“分析处理” --“升级
更新”的方式，而这种模式会给勒
索病毒的传播和破坏带来一个
“空窗期” ，因此，如何有效遏制勒
索病毒及未来可能出现的变种，已
经成为全球范围内的一个难题。

瑞星公司真实的感受到用户
的强烈需求， 瑞星研发人员经过
日夜奋战， 创新研发了“瑞星之
剑” 这款可自动防御已知和未知
勒索病毒的工具。 该软件采用了
“智能诱饵”、“基于机器学习的文
件格式判定规则”和“智能勒索代
码行为监测”技术，这项技术目前
在全球范围内属于国际领先水
平。经测试和验证，达到了良好的
预期效果， 目前该技术已申请国
家专利。

“瑞星之剑” 还能避免为了
防御勒索病毒传播， 关闭系统正
常服务端口、打补丁、开启防火墙
等操作给企业带来的兼容性问
题。可供广大政府、企业和有定制
化业务系统的用户直接使用，既
能实现安全防御的效果， 又不影
响正常工作和系统性能。

瑞星作为国内资深拥有全部
自主知识产权的信息安全专业厂
商， 拥有多年的信息安全的积累，
瑞星认为“事后补漏”不如“提前防
御”，瑞星之剑的研发与应用，能够
减少国家的不必要损失，同时也让
中国在应对勒索病毒技术方面走
在了世界的前列。

全球首创！
瑞星发布可防未知勒索病毒工
具———瑞星之剑

5月 18日，“观世界 揽未来”
———金龙龙威新一代产品在北京正
式发布。龙威Ⅱ代作为金龙客车战略
级产品，承载着金龙客车的品牌文化
和精神， 是金龙客车立足全球化视
野，以先进的世界观，面向未来打造
的旗舰产品。

进入数据化时代，新一代龙威开
创性构建模块化、平台化研发模式和
全过程 DMD数据化开发模式的双模
研发方式。龙威Ⅱ代采用了模块化平
台设计， 通过一次完整的平台规划，
将整个平台下的车型全视角定义下
来， 并且保证车辆性能水平一致，不
会造成不同发动机、不同轴距等变化
下整车性能差异大的问题。

龙威Ⅱ代客车以独具匠心的美学

范式， 将工业品审美带入了大众视野，
将人本主义理念与美学完美融合，赋予
工业品如工艺品一般的灵感与美感，再
次以数据化对设计美学进行设置。

安全是一切设计的核心， 龙威Ⅱ
代采用比国家客车安全法规更严苛的

标准，完成 11项安全改进，搭载多项
领先于行业的安全配置， 以周全的
主、被动安全防护，消除安全困扰。作
为一款面向未来的全新车型，龙威Ⅱ
代还继续瞄准车联网和自动化驾驶
技术，通过智慧云大数据平台，更好
地实现车辆智能化，为乘客和大众交
通提供智能化解决方案。

历 10年积淀，为未来而来。龙威
Ⅱ代是面向未来的高端旅游团体新
旗舰，它的到来，对金龙客车、对客车

行业、对客户，都意义非凡。 研发与制
造实力的提升， 让龙威Ⅱ代发起了向
国际高端客车制造塔尖的冲击， 龙威
II代将向世界证明， 中国客车不仅销
量全球第一， 而且也能造出不输国际
一线客车品牌的高端客车！

金龙龙威新一代产品龙威Ⅱ代在北京发布

不断增长的“新动能” 正在
为中国经济撑起一片“新天地” ，
其中作为传统经济动能的制造业
升级尤为明显。

经济转型不仅改变了我们的
生活， 同时也提供了一轮新的投
资机遇。 国内公募基金公司诺安

基金于 5月 2日发行了一只专注
投资“高端制造” 行业的主题基
金———诺安高端制造股票基金，
该基金即将于 6月 2日正式结束
募集， 目前投资者可通过中国农
业银行等各大银行、 券商和诺安
基金直销平台进行认购。

新动能为“智”造业加油
诺安高端制造股票基金即将收官

当下，盛夏即临，全国部分地区
气温“飙” 向 30℃，京津冀一带更是
逼向 39℃以上高温。此刻防暑降温神
器———空调不登场，更待何时。

在空调大展身手的季节，奥克斯
空调自然不会让其用户失望。 5月底，
其火爆社交网络的 “AUX� RUN一跑
倾城” 也解开了面纱，开启全网报名
通道。

报名进行时
奥克斯 &京东邀你点亮北京
据工作人员介绍，本次跑步将于

6 月 11日在北京奥森与广大跑友见
面。 在过去的一年，奥克斯空调从一
路奔跑到全线领跑， 品牌效应突出。
今年奔跑第一站就选在北京，对奥克
斯来说，新的征程已经扬帆启航。

本次开跑与以往跑步略有不同，
从内到外都是一次全面升级，电商巨

头京东的加盟， 让奥克斯空调北京站
奔跑更加激情迸发。

近日， 这场奔跑盛宴的报名渠道
已全网开启， 而其中的特殊之处便是
员工与社会跑友有其对应的报名通
道， 奥克斯员工将组建专属 “奥跑
团” ，与京东快递员开展友谊赛跑，参
与到这次奔跑狂欢当中。

一跑倾城
AUX� RUN互动娱乐再升级
根据介绍， 本次活动赛场的互

动区还为参赛者提供了丰富的娱乐
设施，如 AUX� Shining� Tower，以奥
克斯倾国倾城柜机原型为创意灵
感，打造独一无二的光芒塔，闪耀全
场。

而京东 6·18 大红礼盒也将空降
AUX� RUN现场，京东家电巅峰狂欢
趴随即开幕。 奥克斯空调、京东各自

的吉祥物也将与跑友积极互动。

奖品更实在
幸运抽奖带空调回家

好玩又有趣，多姿多彩而又满怀激
情，这样的奔跑怎能不约？而主办方奥克
斯空调更是为本次活动提供了诚意满满
的奖品。 只为快
乐， 不进行排
名。 所有按赛事
线路进行 5 公
里跑的完赛者，
均可参加抽奖
活动。 其中特等
奖便是奥克斯
空调倾城柜机，
奥克斯新品挂
机 PYA明系列
也将作为大奖
与消费者见面。

报名进行时
奥克斯“AUX� RUN一跑倾城” 邀你点亮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