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场人气恢复 可高配股性活跃题材股
中长期仍有进一步上攻动能，短期将维持震荡上扬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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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速递

一季度铁路货运量下降9 . 4%

吴晓灵:中国经济不会出现系

统性风险

证监会核发7家IPO批文，筹

资总额28亿元

多家上市公司抢食中概股回归

多家券商三月份业绩暴增

大盘预测

短期市场会延续反弹

大摩投资认为，目前成交量依

然是制约指数上行的主要因素。短

期的量价背离依然需要震荡盘整或

者日线级别的调整来修复。短期市

场在震荡消化前期套牢盘之后会延

续反弹，建议以一季报预增个股为

主线，重点关注相关板块和个股。

板块动向

近期可高配题材股

海通证券认为，周一的CPI数

据再度为市场带来一丝暖意，缓慢

坚实地走高，成交量温和放量，符

合慢牛的特征。未来权重板块带动

指数走高，而中小创带动市场人

气，形成良性循环成为大概率事

件。目前控制仓位中权重股与题材

股的比例成为关键。市场人气活跃

时，可高配股性较为活跃的题材

股；而当市场存在调整需求时，可

适当换仓具有护盘意义的权重股。

操作策略

逢高出货，控制仓位

中方信富认为，在目前投资者积

极性逐步回暖，中长期市场将有进一

步上攻的动能；短期来看，市场将维

持震荡上扬的主基调。震荡上扬行情

中，可考虑顺势而为，盘中回落可逢

低吸纳，盈利较可观的短线股要懂得

收获，控制仓位，不可盲目追高。

公告精选

通化金马对华洋增资及收购

神尔洋30%股权

中石油去年负债上万亿元高

居榜首

浩云科技筹划非公开发行股

票，12日起停牌

史丹利年报业绩增长25%，推

高送转

中矿资源2015年净利增9%，

拟10转5派1元

兴业证券母公司3月净利润

6 . 33亿元，环比增长11倍

通威股份拟10送转10股并派

现 记者 李良栋 整理

平安产险捐资105万
惠及30万留守儿童

4月6日，平安产险宣布向

幸福家庭公益基金捐赠105万
元，组建30多名国内知名心理

学专家组成的公益导师团及

300余人助教团队，在江西赣州

市18个县分别举行留守儿童心

理护理种子师资培训。该培训

项目计划培养1800名乡村教

师，覆盖1800所学校，辐射逾30
万留守儿童。据悉，参与本次儿

童护理种子培训的教师由教育

局统一招募，每期学员100人，

共接受7天的心理素质、团体及

个人辅导技术、校园危机干预

等方面课程，使其具备心理教

育、心理辅导的实际操作技能。

平安产险董事长孙建平表

示，“单纯物资捐赠的效应是有

限的，本次携手幸福家庭公益基

金，希望通过此次项目孕育一批

能够呵护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

“种子”，在赣州、在江西乃至更

广大的地区生根发芽，为更多孩

子提供关怀，让他们拥有一个充

满爱与光明的心灵世界。”

幸福家庭公益基金专注为

留守儿童的家长及教师提供家

庭教育与心理教育专业辅导支

持，利用现代心理技术，针对家

长、老师开发了多个儿童心理

护理培训体系，希望通过简单

可操作的体验式练习与活动，

让更多家长、老师去改善留守

儿童的亲情缺失与心灵孤单。

红娘在线
天喜缘优质会员期待与您相见

朋友相交 贵在相知相惜
访天喜缘金牌红娘小凡老师 相亲热线：88340101、88346697

“每一位来到天喜缘的朋

友，都是真心想寻找到自己的

另一半，看着每一张期待的脸

庞，我更迫切地想为他们寻找

到幸福。”红娘小凡老师说，她

把每一位会员都当做自己的朋

友，切实了解他们的需求，这样

才能更专业地为他们服务，条

件符合的双方，争取让他们可

以见到面，只有通过见面后的

交流才能更好地了解对方，交

往过程中随时跟踪了解，解决

他们感情中的疑惑，从而促进

双方感情的发展。

小凡老师一直坚称不要将

就的爱情，也不要凑合的婚姻！

婚姻找的是相守一生的人，绝

不用凑合的态度来对待它。在

寻找对象的过程中不要被自己

的择偶条件束缚，遇见心动的

人要积极主动一点。真正的爱

情并不一定是他人眼中的完美

匹配，而是相爱的人彼此心灵

的相互契合，是为了让对方生

活得更好而默默地奉献。

小凡老师专线：

15688860255、88341187

在线 QQ：1354385088

郑重承诺：条件符合均不收取任

何费用，欢迎查询预约。

会员编号 1002 男，公务员，未

婚，27 岁，身高 1 . 76 米，1989 年 3
月出生，双鱼座，本科学历，有婚房。

咨询电话：88340199
会员编号 10022-1 男，勘探院工

作，未婚，29 岁，身高 1 . 80 米，1987
年 12 月出生，射手座，本科学历，有

婚房。 咨询电话：88341187
会员编号 G8141 男，团职军官，

未育，36 岁，身高 1 . 80 米，1980 年 9
月出生，天秤座，本科学历，父亲军

官，母亲医生，有婚房。

咨询电话：88340101
会员编号 10016-1 男，上市公

司，未育，38 岁，身高 1 . 79 米，1978

年 1 月出生，水瓶座，本科学历，车房

俱备。 咨询电话：88341167
会员编号 A6427 女，妇产医院医

生，未婚，25 岁，身高 1 . 70 米，1991
年 2 月出生，水瓶座，本科学历。

咨询电话：88346697
会员编号 A6449 女，税务局工

作，未婚，27 岁，身高 1 . 63 米，1989
年 6 月出生，双子座，大专学历，父母

退休。 咨询电话：88346929
会员编号 13471 女，医院工作，

未育，33 岁，1983 年 12 月出生，射

手座，1 . 60 米，本科学历。

咨询电话：88342728
会员编号 13484 女，大学教师，

未婚，37 岁，身高 1 . 65 米，1979 年 1
月出生，摩羯座，硕士学历。

咨询电话：88346808

爱情的

机会来了，

不要推脱，

不要拒绝见

面，要勇敢

地把握住机

会，不要在

自己的一方

天地里坐井

观天。我们

为你推荐的

会员都是符合择偶要求的。缘分是很

奇妙的东西，它会超越你的要求，来到

你的身边，为你缔造幸福。

●小凡妙招

天喜缘金牌红娘小凡

任泽平看多A股

认为还能涨20%
国泰君安首席宏观分析师

任泽平10日在内部会议表示，

二季度大盘有2 0%的上涨空

间，建议配置弹性大的成长股、

业绩改善的周期股、高股息股

以及供给侧改革受益股。

任泽平认为，战略性看多

A股主要因为企业盈利有了明

显改善，市场风险偏好得到修

复，大类资产配置的需要，A股

估值处于历史均衡略低水平。

据全球央行观察

马云要来济南告诉你未来三十年做什么
2016中国绿公司年会4月22日至24日在我们身边召开，35场活动令人期待

□记者 徐佳

弱肉强食，成王败寇。现在挣

钱这么难，企业之间的竞争还要这

么残酷吗？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

好说，在经济新常态下，企业之间

已经不是“零和游戏”了！

4月22日至24日，2016中国绿

公司年会将在济南召开，届时中国

企业界的翘楚柳传志、马云、雷军

等大咖将悉数亮相，与企业家共话

“经济新秩序”。

商业领袖将齐聚济南

4月11日下午，由山东省经济

与信息化委员会和济南市人民政

府联合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共同举

办的2016中国绿公司年会举行新

闻发布会，宣布本届年会将于4月
22-24日在山东济南召开。

中国绿公司年会由中国企业

家俱乐部于2008年创立，肩负着

“推动商业可持续”的时代使命。年

会致力于弘扬新商业文明，打造良

性商业生态。目前年会已经在全国

7个城市巡回举办，每年来自全球

的参会嘉宾超过1200人。

发布会上，中国企业家俱乐部

秘书长程虹对年会概况和目前的

筹备情况进行了介绍。她透露，中

国绿公司年会有75%的嘉宾来自

于企业创始人及高管团队，其中

90%来自民营创业公司。

截止到目前，已经确认出席年

会的有柳传志、马云、马蔚华、郭广

昌、刘永好、李东生、钱颖一、王玉

锁、雷军、贾跃亭、朱新礼、刘积仁、

曹国伟、胡葆森、黄怒波、田溯宁、

王中军、张懿宸、王文京、蒋锡培、

陈春花、项兵、陈浩等业界名人。

35场活动探讨“新秩序”

“企业家的生存规则叫竞争关

系，以前你质量够好、服务够好、价格

够低就能生存下来，但是现在规则发

生了变化。”在媒体见面会上，中国企

业家俱乐部执行理事、新希望集团董

事长、中国民生银行副董事长刘永好

认为，目前企业要按照“绿丛林”法则

来生存，也就是竞争与合作并存，同

时加快国际融合的步伐。

这次年会将有35场活动，围绕

着“绿丛林：商业新秩序”的主题来

展开。这35场活动将探讨最受关注

的供给侧改革、互联网与共享经济、

新产业投资热点、公司治理与持续

发展、创业与创投等20个话题。

而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活动当

数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十周年专场：

“10人看10年”。柳传志、刘永好、俞

敏洪、马云等十位演讲嘉宾将就未

来十年行业发展趋势和关键的社

会话题进行演讲接龙。

“马云先生说，他能不能讲得

更多一些，不光说未来10年，他要

说说未来30年。”中国企业家俱乐

部秘书长程虹说，如何在未来的时

代大潮中脱颖而出，如何在未来的

企业发展中谋得机遇，如何在未来

的商业格局中获得生存智慧，这些

问题都将在“10人看10年”演讲里

找到答案。

对济南而言机会难得

截至目前，中国绿公司年会已

经举办了八届，对推动举办地经济

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而这一次，山

东济南作为联合主办方，也希望借

助这次年会，推介济南，为本土企业

搭建合作平台，寻找合作机会。

山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

任钱焕涛介绍，2015年全省实现地区

生产总值6 .3万亿元，首次跻身“6万
亿俱乐部”，居全国第三名。不过山东

的结构性问题仍然比较突出，转型升

级任务依然非常艰巨，一季度经济呈

现稳中向好的态势，期待通过这次年

会与企业家开展合作。

济南市副市长张海波希望借

助这个平台宣传济南、推介济南，

同时也为济南企业与绿公司企业

推介交流创造条件。

作为山东本土企业的代表，海

丰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杨绍鹏说，作为航运界民营企业的

龙头，公司已经在十几年前开始经

营日韩东南亚航线，“如今借助国

家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我们愿意通

过这个平台结识更多企业，为他们

提供物流配套等服务，一同在创新

服务中寻找新的经济机遇。”

将开展儿童心理护理
师资培训

见面会上，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回答记者提问。 记者 徐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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