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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谷
察观

深大通暴力抗法受顶格处罚
公司实际控制人姜剑被处以 10 年证券市场禁入，其余 4 人均为 5 年禁入

羊城晚报记者 戴曼曼

根据证监会 11 月 29 日发
布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深大通及
姜剑等人拒绝、阻碍证券执法一
案现已调查、审理终结，深大通
存在以下违法事实：

2018 年 7 月 17 日至 2019
年 6 月 5 日期间， 证监会检查、
调查人员先后多次前往深大通
注册地深圳办公场所、实际办公
地青岛办公场所及北京分公司
办公场所进行检查、调查。 在上
述期间内，深大通及相关人员存
在拒绝签收调查通知书，拒绝接
受询问， 拒绝在询问笔录上签
字，拒绝提供会议记录等相关文
件资料，强行闯入询问场所阻断
询问，强行带离正在接受询问的
人员，辱骂、威胁检查、调查人员

等拒绝、阻碍检查、调查的行为。
尤其在今年 5 月 22 日下

午，证监会调查人员在深圳办公
场所送达调查通知书过程中，深
大通员工使用推搡、抓挠调查人
员，抢夺、摔砸执法记录仪等暴
力方法抗拒调查，致调查人员软
组织损伤、手臂被抓伤、执法记
录仪部分零件损毁。 最终在稽查
人员报警，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园
派出所到场后才控制事态进一
步恶化。

另外，股东大会、董事会及
监事会会议记录等文件资料作
为公司重要档案，深大通应当予
以妥善保存并如实向检查、调查
人员提供， 但截至调查结束，深
大通未按要求提供上述材料。 此

外， 深大通还存在擅自转移、隐
瞒存有周例会文件资料等重要
证据的电子设备的行为。

对于上述种种行为， 深大
通在听证过程中提出要求免予
行政处罚的申辩意见。 证监会
不予采纳， 决定对深大通给予
警告，并处以 60 万元罚款。 此
外，深大通实际控制人姜剑、时
任副董事长兼董事会秘书李雪
燕、 执行总经理兼北京分公司
负责人黄卫华等 5 人， 被证监
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其
中姜剑为 10 年，李雪燕 、黄卫
华等 4 人为 5 年。不过，与今年
7 月深大通公布的行政处罚事
先告知书相比， 此次市场禁入
年限已有所调减。

过去的一周，上证指数再次下
跌来到了年线的位置，上周五指数
收 报 2871.98 点 ， 年 线 则 位 于
2877.84 点，显然已跌破年线了。至
于深市，还好，三大指数距离其年
线均有一大段距离，不仅高于其年
线，更高于其半年线。 将沪深两个
市场合在一起看，沪深 300 指数也
是足够给力， 刚好回落跌破半年
线，恰恰将两个市场掺和了一下。

因此 ， 我们不妨将沪深 300
指数作为当下市场的综合指标 ，
则沪深 300 指数的走向如今还是
趋于向下的，其 5 日、10 日、30 日
三条中短期日均线组成了空头排

列，其上周五的收盘点位为 3828
点 ， 刚刚跌破了其半年线 3837
点，其年线则位于 3666 点。

总结一下上述的当下技术形

势，从指数看，长期组的年线和半
年线组合依然是多头排列， 深市
和沪深 300 指数依然在半年线之
上或者附近，显示长期看 A 股勉
强还是一个多头市场格局； 而短
期组均线则显示，当下 A 股继续
走弱，这一点显然就是 11 月以来
本栏一直强调的所谓 “年末效
应”。 这个效应主要就是走弱，这
似乎只是 A 股的特性 ，外围市场

未必如此。 看美股 ，11 月就是一
个继续创历史新高的过程 ，A 股
在年末和外围市场不同步。

这么看来 ，A 股的 12 月走
势应当还是走自己的节奏 ，结合
往年的经验 ，类似 2012 年 12 月
那样出现大反弹的可能性是存

在的 ，但概率上不是太大 。 而从
市场品种的多空走向分析 ，大盘
则正在走向“阶段触底”。

以上周五为时间节点搜寻

短期绝对多空品种 （不含 ST 品
种和当日停牌品种 ），11 月的 5
个周五数据如下 ：两市均线多头
排列品种依次为 187 个 、110 个 、
73 个、74 个 、94 个 ， 两市均线空
头排列品种依次为 113 个 、1003
个、1426 个、704 个、446 个。 可以
看到 ，数据因为统计当日总体交
易品种未必一致存在一定的误

差 ， 但它反映了 11 月以来的总
体态势 ：从第二周开始空头不断
发力 ，但进入中下旬开始空头的
气势已经收敛 ， 到了最后一周 ，
多头已经有所发力了。

这预示着 ，12 月的 A 股应
当不至于太差 ，多头已经悄悄行
动 ，本周应当是一个先抑后扬的
走势。 （金谷明）

本周很可能先抑后扬

除了殴打证监会执法人员
这种不该蹭的热点，深大通近年
来也是其他各种蹭热点的高手，
暴力抗法事件以来其股价走势
也是令人看不透。

5 月 22 日事发之后，深大通
股价连日跌停， 从之前的 12 多
元迅速跌至 7 元左右。 至 7 月
25 日晚间发布行政处罚事先告
知书，股价一度跌至 6.67 元。 然
而 8 月中旬，深大通股价却突然
开启涨停模式，短短数日股价就
翻了一番，在 9 月中旬达到阶段
高点 17.30 元。 虽然近期有所下
跌，但股价仍与暴力抗法事发前
相当。

在股价频繁走高之际，深大

通也多次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
动公告。 而 11 月 19 日的公告
中，深大通表示，其在当日发布
《关于收购云南诚邦富吉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已
签署收购协议， 拟收购公司主
要经营燃料乙醇、工业大麻、有
机肥等业务板块， 并已取得相
关资质， 将股价走高的理由归
结于工业大麻的热度。 而在今
年 4 月 18 日、4 月 30 日、5 月
20 日和 5 月 22 日，深大通也分
别发布过布局工业大麻产业的
相关公告。

而 2018 年在区块链大热之
时，深大通就曾公告称将进军区
块链领域，收购相关公司，但在

三次延期复牌后宣布终止收购。
而在 2019 年半年报中， 深大通
表示已开始布局以区块链技术
为基础的传媒生态链领域、民间
资本领域，又蹭了一波热潮。

而据天眼查资料显示，深大
通上市之初主要从事房地产业
务，在收购视科传媒、冉十科技
之后，目前公司主营业务已转变
为新媒体传媒运营、 广告发布。
而公司一波蹭热度之后，业绩似
乎并不乐观。 除了 2018 年因商
誉减值巨亏 23.5 亿元之外，今年
前三季度实现营收为 14.7 亿元，
同比下滑 29.78%， 净利润更是
同比下滑 99.25%， 只有 165 万
元。

蹭热度炒作令人看不透

暴力抗法受到顶格处罚

两融
析透 周期股消费股暂时休整 科技龙头板块仍有可为

唐志顺 画

广东省盐业集团全程助力
“粤菜师傅”大赛出新出彩

上周沪指跌 0 .46%，创业板
跌 0 .89% ， 两融股票加权价格
指数跌 0 .39% ， 日均成交金额
较前周减少 8%。 两市融资余额
至上周五约为 9519 亿元， 较前
周五净流出约 34 亿元， 降幅约
为 0 .36% 。 沪市融资盘净流出
19 亿元 ， 深市净流出约 15 亿
元。 上周一、上周二合计净流出
34 亿元， 上周三回流 18 亿元，
上周四 、 上周五转为净流出约
18 亿元。

上周大盘板块振荡激烈，先

是超跌的周期股地产、 钢铁、煤
炭、 基建等出现反弹， 科技股走
软，接着科技股开始重拾升势，消
费类板块如贵州茅台、 恒瑞医药
等出现明显回落， 年内涨幅较大
的基金抱团股不同程度地出现调
仓换股迹象。

11 月两市融资盘单月净流出
12 亿元，沪深分化，沪市净流出
24 亿元，深市净流入 12 亿元。 从
8 月 9 日的相对低点来计算，两
市融资盘合计净流入 711 亿元，
其中沪市净流入 93 亿元，深市净

流入 618 亿元。 以成长股为代表
的中小创行情不断获得场内融资
盘加码。 观察另一个资金数据，8
月以来，沪股通净流入 665 亿元，
深股通净流入 1038 亿元 ；11 月
以来，沪股通净流入 230 亿元，深
股通净流入 373 亿元。 上周沪股
通净流入 155 亿元， 深股通继续
净流入 163 亿元。 过去三个多月
的资金流向显示， 成长股或中小
创为代表的深圳市场正越来越获
得场内资金和北上资金的认同，
蓝筹股和消费类板块暂时进入休

整。
上周的平均维持担保比例均

值为 261%，与前周的 263%有所
回落， 上周五回落到 260%附近。
总体仍保持在相对安全线之上，
融资盘的偿还和周转频率会有一
定程度的降低，在 250%之上保持
相对稳定。

上周融资买入额为 1503 亿
元，日均值为 300 亿元，较前周日
均值减少 16%。 融资买入占成交
比为 8.2%， 与前周的 9%有所下
降。 融资买入额占融资余额比为

3.10%， 较前周的 3.80%有所上
降。 上周板块振荡激烈，蓝筹龙头
明显回落， 融资盘开仓力度有所
减少。

上周偿还额为 1537 亿元，日
均值为 307 亿元， 较前周日均值
减少 13%，小于开仓降幅，部分融
资盘顺势小幅降低仓位。

后市研判： 周期股和消费股
暂时休整，科技股龙头仍有可为，
投资者可继续适当关注绩优高成
长的游戏、锂电池、硬件类个股。

（海通证券 刘然）

文 / 马灿

深大通（000038）暴力抗法“神剧”终于等来结果。近日，证监会网
站公布针对深大通及相关负责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和市场禁入决定
书。 针对深大通拒绝配合证监会调查中存在的多处违规现象，证监会
对公司开出 60 万元的顶格处罚。 对于深大通实际控制人姜剑，证监
会对其处以 10 年证券市场禁入，其余相关 4 人均为 5 年禁入。

第二届粤港澳大湾区“粤
菜师傅” 技能大赛暨粤菜产业
发展交流活动于 11 月 29 日至
11 月 30 日在广州琶洲广交会
展馆举行。 本次活动由广东省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州
市人民政府主办， 广东省盐业
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协办单位全
程助力。

主动对接，增添姿彩
这是一场粤港澳三地粤菜

技艺同台竞赛的高端盛会，来
自广东 21 个地市及香港、澳门
的名厨代表队云集羊城同台竞
技。 广东省盐业集团有限公司
作为唯一一家协办大赛的企业
代表，主动对接活动，主动提供
本地优质原材料食盐产品，主
动支持全场活动出新出彩，发
挥好粤菜调味品的主渠道、主
力军作用， 勇于承担国有企业
应有的社会责任，受到省委、省
政府、省有关主管部门、广州市
政府等高度认可。

11 月 29 日上午， 省有关
领导来到广东盐业展台了解

“粤盐”品牌、产品，肯定了广东
盐业近年来的发展， 并寄语广
东盐业今后发展得更好。

精准参与，展示精彩
现场粤菜文化展示区里，

粤港澳大湾区优质食材和饮食
文化尽收眼底，“粤盐” 领鲜粤
菜百味， 与 21 个地市及香港、
澳门的粤菜代表同台推介展
示，在展示区中独树一帜，充分
展示了“粤盐”的实力。作为“粤
盐”的主打产品，采用湛江非遗
技艺十二道古法晒制的生态海
盐备受关注， 这是广东盐业发
挥雷州半岛的海洋生态优势，
于去年推出的首个荣获国家生
态原产地产品保护认证的海盐
产品。“粤盐”生态海盐作为大
会比赛专用盐， 区别于一般矿
盐的苦涩味， 突出粤菜提鲜的
特点， 大大提高大赛作品的出
品品位。

广东盐业还以生态海盐
为原料， 开发出休闲食品、健
康保健、个人护理等系列深受
消费者欢迎的泛盐产品，充分

展示“新时代 新广货” 的魅
力。 观众在“粤盐”展位不仅能
了解安全购盐和健康用盐科
普知识， 还能品尝海盐果干、
老盐柠檬饮料、海盐脆脆大虾
等多种美味食品，体验 AR（增
强现实技术 ）动画了解大湾区
盐业史、食盐生产过程等趣味
内容。 现场参展代表、参赛队
伍、观众对广东盐业的产品兴
趣浓厚 、赞不绝口 ，纷纷提出
购销需求。

强力宣传，效果精彩
广 东 盐 业 自 2018 年 12

月起 ，积极响应省委 、省政府
“粤菜师傅” 工程实施方案的
工作部署， 在全省 21 个地市
全面助力“粤菜师傅”工程项
目活动 ，开拓服务香港 、澳门
市场，大力支持岭南饮食文化
的传承弘扬及粤菜烹饪技能
人才培养 ， 助力粤菜产业发
展。 此次大赛从规模、标准、专
家阵容等来说都是当前最为
强大的。 广东盐业作为大赛协
办单位 ， 为大赛主动提供了
500 套生态海盐产品作为比赛
专用盐，23 支代表队和裁判穿
着大赛统一印制“粤盐”标志
的服装 ，在每块背景板 、每个
通道 、活动手册都能见到“粤
盐”的“身影 ”，每个比赛区均
呈现“粤盐”品牌，有关作品区
展示了用“粤盐”烹饪的代表
作品 ，构成了多层次、立体式
宣传效果，使活动参与各方均
能熟知“粤盐”。

广东省盐业集团党委副书
记、总经理林浩钧，党委委员、
副总经理伍茂辉受邀出席了大
赛活动， 林浩钧还受邀成为大
赛新一届竞技获奖选手的颁奖
嘉宾。 此外，广东盐业亦荣获大
赛优秀组织奖。

此次活动规格高、规模大、
专业性强， 新闻媒体和社会认
知度高。“粤盐”品牌及产品通
过强力的宣传效果， 为粤菜擦
亮名片。 主流媒体全程跟踪报
道， 在全省范围形成广泛的宣
传效应和品牌效果，“粤盐”品
牌更加受到广大家庭、 社会广
泛信赖认可， 进一步提升品牌
的社会影响力。

金
手
指

10月30日， 体彩大乐透第19124期
开奖，来自江门市蓬江区聚德花园12栋
102铺4409030049体彩实体店的购彩者
陈先生凭借一张6+3的复式票， 中出二
等奖2注、三等奖1注、五等奖10注、七等
奖5注，投入54元，便收获奖金合计150
万元。

娱乐为主没想到能中奖
近日， 陈先生来到江门市体彩中心

领取了属于自己的大奖。 陈先生是体彩
的忠实拥趸，尤其钟爱体彩大乐透，他透
露，之前几百几十元的小奖经常中，但是
中出奖金这么高的大奖还是第一次。

陈先生表示， 自己投注非常理性，
每次购买金额不会超过百元，都是以娱
乐为主。“我的投注号码大部分都是自
选的，每次购买前我都会分析一下走势
图，从历史的开奖号码中找出心水号码
来投注。 ”陈先生激动地说，“第一次中
大奖，心情激动了很长时间，真的没想
到！ 太开心了，感谢体彩，今后我还会继
续购买大乐透支持公益事业。 ”

西藏一人独揽5805万元
11月27日，体彩大乐透第19136期开

奖， 全国井喷9注千万级头奖， 包括5注
1800万追加头奖和4注1000万基本头奖，

其中西藏一幸运彩民独中5805万元巨奖。
大乐透第 19136期前区开出号码

“03、16、20、26、29”， 后 区 开 出 号 码
“03、09”。 结果全国开出9注一等奖。 其
中5注为1800万元 （含 800万元追加奖
金）追加投注一等奖，出自湖北（1注）、
贵州（1注）、西藏（3注）；4注为1000万元
基本投注一等奖， 分落北京、 河北、浙
江、陕西。

数据显示， 西藏中出的3注1800万
元追加投注头奖 ， 中奖彩票是一张

“7+3”追加复式倍投票，3倍投注，投注
金额567元，投注注数189注，单票中奖
金额5805万元，这注超级巨奖也成了西
藏自治区史上的第一大奖。

此外，湖北1800万元追加头奖出自
荆州， 贵州1800万元追加头奖出自遵
义， 中奖彩票是同样都是15元5注单式
追加票。 北京1000万元基本投注头奖出
自朝阳，河北1000万元基本投注头奖出
自石家庄，浙江1000万元基本投注头奖
出自温州，陕西1000万元基本投注头奖
出自西安。

对比可见， 追加投注仅仅是投注额
多了一元， 但是中奖金额每注却多了
800万元，非常实惠。 因此，“晚晚好彩”
也提醒大家，在投注大乐透的时候千万
不要忘记追加投注！

大乐透：前区：大号强势，大小比关注3：2防4：1。
和值上升，关注90—120之间。 奇数反弹，关注奇偶比
3：2防4：1。 012路关注：1：2：2。 连号淡出，关注散号。
后区首防双小、双偶组合，次防双大、双奇组合。

七星彩：849—162—778—420—586—907—452。
排列3：精选号码三注：785、318、070。
排列5：精选号码三注：86247、08426、14893。（安颖）

陈阳去年9月才开始买彩票。 当
时他应聘到长沙河西一家企业工作，
发现与他合租的彭轶仅仅玩了两个
月彩票就中了一注三等奖， 很是心
动。 第二天，陈阳机选了5注号码，也
学着彭轶的样子开始守号。

彭轶性格内向，平时很少话，自
从陈阳开始买彩票后， 两人的话多
起来。 有时候陈阳的同学过来玩，彭
轶也会去他房间打个招呼。

不久，冬天到了，一个大雪纷飞
的周末，陈阳的两个同学来找他玩。
三个人聊了好一会儿，意犹未尽。 其
中一个同学说：“咱们玩斗地主吧，
谁赢谁请客。 ”陈阳说：“行，我去叫
彭轶，四个人玩更有意思。 ”

可是彭轶说他要加班， 匆匆走
了。 天气太冷，陈阳将厨房的煤炉提
过来， 三个人围着炉火兴致勃勃打
牌。 输赢很快分出胜负，赢了的那个
用手机点外卖。 20分钟后， 辣椒炒

肉、排骨炖土豆、芹菜牛肉、西红柿
炒蛋、宫保鸡丁、豆腐焖茄子摆满小
餐桌。他们甚至还买了一瓶白酒。因
为房子空间狭小， 陈阳只能坐在床
上吃。 喝着小酒，聊着天，吟着白居
易的“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 晚
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三人觉得
无比惬意， 欢声笑语和浓郁的酒香
溢满出租屋。 （熊燕）

11月18日开奖的大乐透19132
期，江苏中出2注一等奖，其中1注
花落盐城。中奖者叶先生近日现身
省体彩中心兑奖大厅领走了大奖。

仔细查看叶先生的中奖票，是一
张6+3的复式票，11月18日19时57分
购于盐城3209009832体彩网点。 该
票除了中得1注1000万元的一等奖，
还收获了二等奖2注， 四等奖5注，五
等奖10注，奖金共计11057584元。

谈及购彩过程， 叶先生长舒一
口气，笑着表示：“有点‘惊险’。 ”原

来那天当他想起来大乐透还没有买
的时候， 已经临近销售截止时间
了。 来不及再仔细看号研究， 叶先
生果断打了一张6+3的复式票。 之
所以要投注复式票， 因为在他看
来，复式票中奖面更大一些。 并且，
这也不是叶先生第一次打大乐透随
机复式票。 就在不久前， 他也打过
一张，而且中了奖。 这次，得知自己
中得了大乐透千万元大奖， 叶先生
的第一反应是不敢相信， 用他的话
说：“感觉在做梦一样。 ”（风信子）

男子复式票压哨买彩撞中大乐透1105万元

江门幸运儿收获大乐透150万元
笑称“真的没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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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海外知
识产权保护促
进会筹备公告

根据广东省社会组织
管理局和广东省市场监督
管理局（知识产权局）的批
复，决定筹备成立广东省海
外知识产权保护促进会，现
诚邀从事与海外知识产权
保护相关企业、个人入会。

特此公告。
联系人：幸小姐
联系电话：
020-82037152
15915887179）

广东省海外知识产权保护
促进会筹备组

2019 年 11 月 2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