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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大通 9个交易日股价翻番

问题股频遭资金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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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岁湛江的 L 先生自主创业， 来到

中山建起了自己的工厂并组建起了自己

的家庭。 商海机遇多但是险阻也多，只有

拼尽全力往前冲才有不被淹没的可能。家

庭成为 L 先生不断在外奔波、在外打拼的

动力。 作为家里的经济和精神支柱，由于

长期的奔波以及对身体的透支，使得他平

时无暇照料家庭。 正因如此，有着强烈责

任感的他，开始盘算，要给自己和家庭逐

步补充合适的保障。

L 先生经朋友介绍接触了保险，并开

始考虑为自己购买一份合适的保障型产

品。 2013 年 1 月 16 日，L 先生在太平人寿

保险有限公司湛江中心支公司为自己购

买了太平人寿产品“卓越人生定寿 2010”

保额 80 万、“附加卓越人生重疾 2008”保

额 30 万、“附加卓越人生意外” 保额 50

万，年缴保费 10950 元。 考虑到自己长期

在外奔波， 他在 2015 年 10 月 28 日又为

自己购买了太平人寿的“驾年华两全 B”、

“驾年华意外 B”， 保额 10 万， 年缴保费

1350 元。

本以为这样生活就可以圆满的延续

下去，然而世事无常。 在一次外出拉货的

路上，L 先生遇到了三车相撞的严重事

故，并在事故中不幸遇难。 噩耗刹那间令

到整个家庭陷入了深深的阴霾与悲痛里。

L 先生原保单服务人员在获悉了这一情

况后立刻帮助其拨打了报案电话。接到报

案后，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湛江中心支

公司的理赔人员迅速配合协助客户收集

理赔材料。 由于 L 先生一家都在中山生

活，公司急客户之所需，经过两地、多个机

构的联合核实、上报审核，最终由太平人

寿保险有限公司中山中心支公司赔付给

L 先生家属共计 140 万元的身故保险金。

与此同时，L 先生此前还曾为自己的

两个孩子购买了重疾保障并且配上了豁

免功能。 这次理赔之后，L 先生两位孩子

的保单顺利豁免剩余保费， 不仅无需继

续缴纳重疾险的保险费， 而且保险保障

继续有效。

L 先生家属拿到赔款后，略有安慰并

表示庆幸能及早认识到保险并在适当的

时候接触到了太平人寿。 他说，这笔赔款

支撑的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希望，而且支

撑的还是一个家庭，使整个家庭都感到温

暖和关爱。

太平 140万赔款，让爱不留遗憾

太平百万理赔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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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行情只剩下最后一个交

易日，从各大指数的月

K

线图上看，

至周四都是带着长下影的

K

线，创

业板指最强，是红三兵形态；深圳成

指则是几乎原地不动的小阴小阳组

合，上证指数是三个指数中最弱的，

至周四是一根长下影线的锤子阴

线 ， 其收盘点位与本月开盘点位

2920

点只有

30

个点的距离，因此只

要周五努力一把， 月

K

线也存在翻

盘可能。

如果月线最终能够收阳， 将意

味着沪指日

K

线阳后双阴阳的强势

形态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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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行情或许会有好的

开头。 不过，就目前市场波澜不兴的

量能来看，技术上看着是强势，但量

能不济使得行情要整体向上欠缺火

候。 而且短期内即使走好，向上的力

度也较为有限， 不排除接下来再度

回调的可能。

之前我们预告过，

9

月份是个时

间窗口， 不仅因为面临着长假避险

资金的考验，还有一个是，斐波那契

神奇数字落在这个月份。 上证指数

在

2007

年

10

月份见到历史最高位

6124

点之后， 至今年

9

月正好运行

了

144

个月。 历史上看，开始阶段神

奇数字几乎都能产生灵动， 如

3

的

那个月份在猛烈下跌后发生反弹，

5

的月份反弹不力再度下行，

13

的月

份阶段见底，

21

的那个月则不太灵，

两个月后指数才升到阶段见顶 ，

34

那个月份则产生阶段反弹。 后来的

89

则只是牛市中途的震荡蓄势月

份，下个月指数重新走牛，也可归入

灵动的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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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选股的方向，除了要继续

远离绩差股之外， 可以多关注阶段

性主题投资机会。 一是军工股，特别

是军工中的科技股和重组股； 二是

5G

受益公司； 三是科技蓝筹股，尽

管会受到消息面的影响， 但每次都

可以当做适当入场的机会。 至于科

创板， 盘面已经可以看出个股分化

的迹象， 建议继续跟踪并参与经营

模式鲜明且有潜力的个股， 耐心等

待行情的到来。 王方

□

本版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梁诗柳

沪指在 2900 点附近反复徘徊，一

批绩差股、问题股的表现却秒杀大盘表

现。 比如前期因为“暴力抗法”而震惊资

本市场的深大通，在资金的炒作下股价

早已翻番。 与此同时，多只上半年业绩

同比大幅下滑的企业， 股价也连续上

扬。 Wind 数据显示，近 11 个交易日来，

业绩爆雷概念指数累计上涨 8.11%，而

同期上证指数仅上涨 2.92%。 业内人士

表示，对于问题股，普通投资者要区别

对待。 如果公司仍然有基本面支撑，则

可以进行买入，否则需要保持谨慎。

问题股近期频现涨停

刚刚被监管层“点名”，股价却诡异

地开启“狂飙”模式，资金炒作问题股的

情况近期频频出现。 8 月 28 日晚，风华

高科发布公告称收到中国证监会广东

监管局下发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然而，这一行政处罚书并没有吓退投资

者。 昨日，风华高科开盘不足半个小时

便封上涨停。 与此同时，此前因“暴力抗

法”而震惊资本市场的深大通，昨日也

再度封上涨停，报收 15.55 元。 至此，在

过去的 9 个交易日，深大通股价已经暴

涨 121.51%。 龙虎榜数据显示，本月内深

大通 4 度登上龙虎榜，东方财富拉萨团

结路第二证券营业部、华泰证券深圳益

田路荣超商业中心等知名游资的身影

反复出现。 而在今年 5 月，深大通因暴

力抗法形象一落千丈，先后面临被深圳

证监局出具警示函、董秘出走、董事长

引咎辞职、证监会也出具行政处罚书等

情况。 当时，深大通股价受此影响连续

大跌， 自 5 月 24 日起 10 个交易日，深

大通股价从 12 元附近跌至 7 元附近，

几近腰斩。

多只问题股近期股价也出现较大

波动。账上有 18 亿现金，却拿不出 6000

万分红的辅仁医药已经连续三日涨停；

实控人因涉嫌票据诈骗罪被抓的宝塔

实业，近 6 个交易日内也有 4 日出现涨

停； 刚被监管部门顶格处罚的 ST 康美

近期频频出现涨停，但股价盘中却曾触

及跌停；而在微博“官宣”控制权之争的

*ST 步森，月内也收获了 4 个涨停。

“爆雷指数”显著跑赢大盘

与此同时，近半个月来，业绩爆雷

股表现频频抢眼。 本周二，商赢环球披

露了半年报，显示其上半年实现

营 收 6.73 亿 元 ， 同 比 下 滑

51.63%。 与此同时，归母净利润

则直接由盈转亏，亏损高达 2.01

亿。 但业绩发布后，商赢环球股

价一改往日横盘震荡的走势，开

启了连续两天涨停的

走势。

联建光电走势也

是如此。 8 月 18 日，

联建光电披露半年报

显示， 上半年营收同

比下降 12.38%， 净利

润同比下降 87.2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 净 利 润 下 降

120.12%。 但业绩的下

滑并没有让股价受挫。 8 月 19 日，联建

光电上涨 5.53%。 近四个交易日内，叠加

了分拆上市概念的联建光电收获了三

个涨停。 截止昨日收盘，联建光电还有

2.24 万手的涨停封单， 全天成交额为

3.24 亿。

昨日，尽管业绩爆雷概念指数下跌

0.20%。 但在板块内，盛运环保、商赢环

球、联建光电、华鹏飞等个股仍以涨停

收盘。 鼎龙文化、恒康医疗、奥飞娱乐等

个股也有不同程度的上涨。 Wind 数据

显示，自 8 月 15 日以来，业绩爆雷股显

著跑赢大盘。 近 11 个交易日中，业绩爆

雷概念指数 8 天收红，累计上涨 8.11%，

而同期上证指数累计上涨 2.92%。 从板

块内个股来看，归母净利润同比下滑近

五成的华鹏飞涨幅最大， 累计涨幅为

42.92%。联建光电、领益智造、恒康医疗、

科陆电子、商赢环球的累计涨幅超过了

25%。

分清业绩下滑原因

中国市场学会金融学术委员、东北

证券研究总监付立春在接受信息时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问题股近期获得资金

的炒作，一种是非理性的，另一种则可

能是因为出现问题尚不至于影响未来

持续的经营能力，这种情况资金布局存

在一定的合理性。 格上财富研究员张婷

也表示，投资者要分析业绩暴雷的具体

原因， 如果公司仍然有基本面支撑，则

可以进行买入，否则建议保持谨慎。

信息时报记者发现，向来有“聪明

资金”之称的外资，对待同一个业绩爆

雷股的态度也有所分歧。 半年报显示，

大族激光上半年归母净利润下滑逾六

成，但二季度却获加拿大年金计划投资

委员会增持了 1256.32 万股。 相反，瑞士

银行有限公司则减持了大族激光 310.22

万股。 前海开源基金首席分析师杨德龙

在接受信息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大族

激光业绩大幅下滑仍能获得 QFII 的增

持，主要有其仍旧是行业龙头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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