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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于海南深化改革开放
政策落地的积极影响，海南本
地股周一大放异彩，板块指数
大涨 5.
24%，大幅领先其他地
区板块，同时创下该板块近两
年来最大单日涨幅。
盘面上，
16只海南本地股
直接涨停板开盘，收盘时，除停
牌股外，海南本地股全线飘红，
21股被封上涨停板，气势堪比
去年大热的雄安新区概念。
题材炒作，龙头股是个避
不开的话题，不仅是因为龙头
股的带动效应，也有龙头股具

有更强持续性的因素。在选取
题材龙头股时，涨停板的封单
金额与封涨停板时间是比较重
要的参考因素之一。
从昨天盘面上看，
海南本地
股中，
12只个股一字板涨停，包
括海马汽车、大东海 A、罗牛山
等；多股盘中震荡后涨停，如中
钨高新、
京粮控股、
双成药业等。
从涨停板封单情况看，
6
股涨停板封单金额逾亿元，分
别是罗牛山、海峡股份、海南瑞
泽、海南高速、海南橡胶、海航
+*
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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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海南板块飞了!但可悲
的是!多数个股一字板买不到"

市公司!一定会有主业转型!专门
干这一行的" 从机构遴选出的股

其实!遇到这种问题!游资与

票来看!罗顿发展%海航创新%罗牛

机构同样会遇到" 换句话说!机会

山%海南瑞泽这 ! 家公司被认为转

对大家都是平等的" 因此!我们现

型可能性最大" 此外!海南本地旅

在要考虑清楚# 海南到底炒什么!

游股大东海 "%海峡股份%海南高

这些公司的未来如何$

速机会也不小"

!
"
#
$
%
&
'
(
)
*
+
,
.
/
0

*
+
1
2
3
4
5
.
6
7
8
9
:
%
&

:U
EçF

%>""

0G·

?>%#

0HI

?>9&

0JK

9>%'

0LM

9>$(

0NO6

$>#<

PÁ·

&><9

EQR

&>%<

S@ö

&>%(

0Tßà

&>%&

:U

¥¦cxd
`/+=*

0Y·

9'&$>$"

`ZJ6

"?9>??

D0 :

9&%>##

0HI

$(&><#

Þi[~

$'?>$"

Jÿ·

$9'>"?

0NO6

$9'>$&

0\Ò

$$(><'

!B ]^

$&%>'9

_`Y

$&'><#

再动手也不迟"按以往上海自贸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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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赛马% 彩票概念股都在疯涨"

与雄安两个大题材操作的历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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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市场对于海南发展彩票业

验看!纯一字板的个股涨幅会有一

是相当看好的" 因此!哪家公司会

倍左右!如果是换手板一般会有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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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海南彩票业的龙头股票!绝对

票涨 # 倍左右" 因此!有换手的个

0N½b

?#>'#

值得研究的"

股比没有换手的更值得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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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两个问题!市场昨天已

具体操作上! 投资者看准了

经给出了初步的答案!周一所有的

面对这种诱惑! 海南本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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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群由翔安区国税
局青年税官组成的 “小分队”
连日来活跃在翔安众多创新企
业之间。他们主动上门，
为企业
讲解税收知识和普及税收优惠
政策，为企业发展降低了创业
成本和创业风险。
“陌生人！陌生人！”当翔
安区国税局干部走进厦门市仟
信德智能设备有限公司，一台
设备响起阵阵警报，并将人脸
投放在屏幕上。原来这是一台
“酒店自助服务机”，可以迅速
识别人脸，
并作出反应。负责人
蔡文强告诉税务人员，近年来，
翔安微电子育成中心已孵出数
十个“双百”人才项目，这就是
其中之一。
日前，翔安区国税局青年
文明号宣传小分队（以下简称
“小分队”） 走进翔安微电子
育成中心，为进驻的初创企业
进行 一 对 一 的 创 业 辅 导 和 扶
持。有针对性的税收宣传，
零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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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利好刺激，海南板块个股昨
天集体涨停。龙虎榜数据显示，
昨天买卖海南板块个股的资金
多为游资营业部。其中，
海德股
份买入前5席位均为游资，合计
买入3798万元，而游资卖出更
为坚决，前5席位合计卖出1.
59
亿元；双成药业也是游资在兴

风作浪，买入前5席位合计买入
5212万元；海南橡胶买入前5席
位合计买入逾6400万元，卖出
前5席位合计卖出4300万元。
机构方面，昨天机构净买
入较多个股分别是思创医惠、
中石科技、博济医药，其中，
4家
机构净买入思创医惠逾1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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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央行行长易纲表示，内地和
香港从 5月 1日起互联互通额
度扩大，将把股市互联互通每
日额度扩大四倍。
对此，申万宏源证券厦门
分公司投资顾问陈玲表示，当
前陆股通和港股通单日额度充
足，该时点证监会放宽对于陆
股通单日额度限制，或是出于
MSCI纳入 A股的考虑。
MSCI将 A 股纳入 MSCI
新兴市场指数，拟 2018年 5月

和 8月分别纳入 2.
5%。陈玲建
议关注未来 MSCI纳入 A股可
能超预期的三大情形：
1.
若
MSCI一次性纳入 A股，纳入
节奏超预期，建议关注金融及
食品饮料行业；
2.
若 MSCI扩大
A 股 5%市值纳入因子，则 A
股整体增量资金规模将提升；
3.
若 MSCI指数成分纳入中盘 A
股，则新增中盘 A股标的有望
迎来增量资金布局，建议关注
医药生物、地产、传媒、计算机
和有色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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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的政策辅导，拉近了税务机
关与纳税人的距离。“我们过
去忙于创新，总是忽视了税收
这块，
税务部门主动到公司，来
给我们解释政策，帮助我们理
解政策，
用好政策。”厦门市润
航无人机有限公司负责人吴佐
秀说，这样的支持确实降低了
他们的创业成本和创业风险。
翔安微电子育成中心负责
人告诉记者，产业基地着力打
造成为海西微电子产业培育和
行业应用的产业基地，构建形
成“创业苗圃 +孵化器（育成
中心）+加速器 +产业园区”
的微电子产业孵化体系，并由
科翔高新企业发展有限公司承
担产业基地的建设、运营和管
理。在小分队进行了一场通俗
易懂、干货满满的税收宣讲及
互动交流之后，
科翔公司常务副
总陈文达表示：
“税务机关的支
持与鼓励大大地增加了我们创
业的信心，也激发了企业创新
的活力与动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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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近日，中国领先
的品牌评级与品牌顾问机构
Chr
nbr
and发布了 2018年 中
国品牌力指数（C-BP1）研究
成果，平安产险连续第八年获
得车险、财产险第一品牌，在品
牌认知、品牌关系两大维度的
六项指标中全面领先。
据悉，
Chnbr
and拥有中国
市场唯一覆盖全品类的品牌价
值与顾客关系多维度评级体
系，
其中 2011年研发的中国品
牌力指教（C-BP1）已连续数
年获得工业和信息化部的专项
扶持。在 C-BP1最新研究成果
中显示，品牌关系成为品牌力
的关键决定力量，在蝉联第一
品牌的企业中，
81%得益于品
牌关系的提升，在品牌联想、品
牌忠诚、品牌偏好三项品牌关
系评估指标当中，品牌偏好对
消费者的购买转化会产生直接
影响，己成为“好品牌”与“最
好品牌”之间的现实差距。而平
安产险过去八年在三项品牌关
系指标始终处于领先地位。
近年来，平安产险在平安
集团“科技 +全融”双轮驱动
的战略指引下，坚持依托创新
科技，为消费者提供“安心·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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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温暖”的服务体验，创新多
项服务举措，比如业内率先推
出车险理赔爆款服务 “510极
速查勘”及“车险理赔一键包
办”。其中，
极速查勘质盖率已
达 92.
9%，一键包办服务可包
办三者车损及小额人伤理赔、
车辆维修及事故车接送、事故
教拨等六类服务，覆盖 70%的
案 件 ，理 赔 责 料 包 办 率 超 过
80%。2017年，平安产险共处
理车险理赔案件超过 1061万
件，平均单方案件理赔时效仅
为 0.
56天，客 户推 荐 率 高 达
82.
68%。今年年初，
平安产险推
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车险
理赔服务新标准，从服务范围、
服务流程、服务模式三方面进
行升级，强化服务进程中的人
性化关怀，强调随客户的心意
完成理赔全过程，
帮助客户“一
次接触、
简单办事、
不添堵”。
平安产险副总经理朱友刚
表示，连续八年获得 C-BPl第
一品牌，
得益于广大客户对公司
服务的支持与认可。2018年是
平安成立 30周年，平安产险在
“懂感恩、助未来”的战略指引
下，
将通过打造一系列客户回馈
活动，为广大车主带来更加安
心、
简单、
温暖的出行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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