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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众分析师纷纷大唱白马股赞
歌、高喊创业板行情来临的时
刻，昨天以“黑天鹅”股为代表
的一众问题股却突然发飙并成
功逆袭，部分个股的短期投资
投机收益足足超过了50%。乐
视网就是这一众 “黑天鹅”股
逆袭大部队中的领军先锋。
周二早盘，多头力量一举
发威，大举将乐视公司股价托
上涨停，截至收盘，涨停板上还
有2300多万股封单。随着乐视
网的强势上板，不少此前由于
黑天鹅事件股价出现连续大幅
下跌的个股都跟随乐视网的脚
步，出现涨停，如大连电瓷、
ST
巴士、
獐子岛等。
事实上，从2月14日至今，
乐视网便进入上升通道，其间
仅仅一根阴线，其余全部红盘
报收。在过去三个交易日里，乐
视网均有小幅上涨，3月以来，
涨幅已超过20%；而倘若以2月
14日情人节当天乐视网的最低
价4.
01元计算，截至3月13日，
短短14个交易日的涨幅，更是
达到了惊人的53.
6%。由于周
三股价惯性冲高的预期强烈，
收益继续上涨的概率仍然是大
大的。
再往前回溯，在乐视网复
牌前，不少基金公司下调了对
乐视网股票估值，调整后价格
多为3.
92元或3.
91元，较乐视网
停牌前 15.
33元 的价 格下 跌 超
过70%，大约相当于13个跌停。
但从乐视网的股价表现来看，
这些基金公司或有过度悲观之
嫌。不少投机资金已经提前抄

底，将乐视网股价“打捞出”此
前机构给出的“深水区”。
为什么乐视网股价会表现
如此强势呢？华泰证券厦禾路
营业部投顾林峰分析认为，原
因主要有两点：
首先，与创业板指数的整
体反弹有关。乐视网虽然复牌
股价羸弱，但是也赶上了创业
板指数整体反弹的大好时光，
在一众成长股股票都出奇上涨
的时候，想让乐视网股价落单
的难度较大。
其次，与公司 “否极泰来
式”的反转预期有关。虽然公司
目前未收到贾跃亭关于其持有
乐视网股票的任何处置计划或
安排告知，但是市场已经传出
部分实力雄厚的个人或者财团
或部分接盘的声音，投机资金
可能提前入场豪赌。
昨天，盘后公布的龙虎榜
数据显示，昨天5大买入席位均
为游资，净买入1.
67亿元。其
中，实力大游资中信证券上海
分公司 更 是豪 买1.
1亿 元 。此
外，昨天买四的银河证券厦门
美湖路更是对乐视网青睐有
加，改营业部之前分别在2月9
日、2月23日重金买入21511万
元、5157万元。
不过，林峰提醒投资者，
虽
然有投机资金买入，
但是包括乐
视网在内的一众 “陷阱股”，
倘
若没有业绩、
成长性和困境反转
因素带来持久性的支撑，
其估值
也只能最终被打回原形。因此，
投机资金的表演，
依然有赖于基
本面的搭台，
才能有持久的大戏
可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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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调，
机构未落井下石。昨天的龙
虎榜数据显示，机构资金净买入
0.
26亿元，净买入居前个股分别
为文投控股、
南都物业、
普路通。
与此同时，游资仍在入货。
昨天游资合计净买入 1.
17亿元，
净买入较多个股分别是乐视网、
中科信息、
东方网络。其中，
乐视
网的净买入额高达 1.
64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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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恶传单外，发挥最大作用
的还是志愿者们耐心细致地
将扫黑除恶的要点一遍遍的
向社区居民们讲解。
据悉，车购税分局志愿
者主要从最贴近民众的举报
方式着手宣传，而派出所的
民警以打击罪犯重要性为抓
手进行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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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x 昨日，记
者了解到，
海沧地税注重提升
环保税纳税人申报“实战”技
能，
将辅导企业模拟申报作为
环保税宣传的重要手段。
据悉，
该局根据前期识别
环保税名单，
及时将环保税模
拟申报任务分解，
要求各分局
按时保质对环保税基础信息
登记、
申报表填写等环节加强
管理。大力开展环保税培训，

在模拟申报前期开展针对内
部和外部的培训，
帮助干部和
所有环保税纳税人了解环保
税的征税对象、
计算方法等关
键要素，
并对环保税模拟申报
过程全流程演示，
找准环保税
申报的着力点。同时，
还突出
个性化辅导，
对华夏电力等环
保税纳税人大户加强调研和
服务，
组织专人开展一对一的
模拟申报辅导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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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陆续推出大型团购会、促销政
策也会逐步释放、预计未来零售
较好的局面仍将持续。
个股方面，陈玲建议布局
一线自主品牌车企：上汽集团、
长城汽车、
广汽集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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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x日前，
厦门国税车购税分局的志愿
者联合金安社区、金山派出
所在社区内开展了扫黑除恶
的宣传活动。据了解，此次活
动是为最大限度地发动市民
群众，积极参与到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工作中来。活动现
场除了电子屏幕宣传及扫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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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汽
车流通协会统计，
2
月底汽车行业
库存预警指数52
.
3
%，同比下滑
15
个百分点，
较去年显著降低。
申
万宏源证券厦门分公司投顾陈玲
表示，随着3
月份产销大月来临、
经销商也开始补库存，多家车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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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 册 、解 答 问 题 、互 动 交 流
等形式，号召市民在购买商
品和接受服务时主动索要
发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同时 ，重点 对 商 家 进 行 辅
导，要 求树 立 诚 信 经 营 理
念，依法依规开具发票，履
行纳税义务，营造协税护税
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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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近日，湖
里区国税局、地税局组织青
年干部，走上街头，深入社
区、商场，向消费者、商家开
展税收维权知识普及活动。
活动中，湖 里国 地 税的
青年干部主要围绕发票开
具常识、税收维权途径等内
容进行宣传，通过发放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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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日前，同
安区国家税务局党团员志愿
者前往小坪山森林公园开展
义务植树活动。他们满怀热
情，
有的给石碑上的“国税青
年林”字样仔仔细细地描红，
有的不顾泥土飞溅，奋力地
挖着树坑，又小心翼翼地栽
种树苗，不太熟练的劳作却

透着一股股真心诚意。
据了解，同安国税多年
来坚持定期开展志愿文明服
务活动，自 2000年即与小坪
山护林队开展共建合作，每
年植树节期间来自国税局的
先进党员和优秀工作者们都
会前往小坪山开展义务植树
活动，时至今日已连续坚持
18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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