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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办

★盘面分析:
回顾二月行情，春节过后，在央行

财政部“齐变脸”利空下，市场短暂只
经历了一天的下跌（2月3日）便一路
震荡攀升，截止二月底上证指数月涨
2.61%，创业板涨2.17%。本月，以天
山股份为代表的水泥板块表现最为突
出，引领行情。

3月3日和5日，2017年全国“两
会”即将开幕。历史上两会期间从时
间段落上来看，会前、会中、会后市场
的表现并不相同：两会前期，市场情绪
通常会率先酝酿，呈现震荡上行走势，
在两会召开期间，市场以震荡回调行
情为主，而在两会召开之后，市场或有
短暂震荡上行，随后3月下旬行情震
荡走弱。政策方面，上周末刘主席讲
话更为强调二级市场稳中求进；对恒
大人寿的处罚体现严监管的政策意
图，整体上看，A股慢牛化、国际化将
是趋势。

★操作策略:
春季躁动将进入到后半段,指数

以震荡为主，难有大行情。配置上，控
制仓位，防守为主，紧跟两会热点，兼
顾结构性机会。目前市场已经趋于将
经济上半年无忧作为一种基准假设,
包含了部分经济的乐观预期。未来经
济的乐观预期对于市场的影响将不断
钝化,且较难进一步显著超预期。三
月份旺季开工之后,对于经济的乐观
预期将面临数据考验。我们认为市场
短期进入巩固调整阶段，
相对于3044以来之前的
调整规模将有所加大，预
计调整周期将持续到 3
月中下旬，强支撑 3120
附近。建议将近期手中
持有获利较大，估值较高

的品种兑现利润，降低仓位，保住胜利
果实。

板块方面，可以关注逢会必炒概
念（如：农业环保，一带一路）以及次新
和高转增个股。

★股民学校：
开盘价是怎么定的？
开盘价又称开市价，是指某种证

券在证券交易所每个交易日开市后的
第一笔每股买卖成交价格。世界上大
多数证券交易所都采用成交额最大原
则来确定开盘价。在股票交易中股票
是根据时间优先和价格优先的原则成
交的，那么，每天早晨交易所刚上班
时，谁是那个“价格优先者”呢？其实，
早晨交易所的计算机主机撮合的方法
和平时不同，平时叫连续竞价，而早晨
叫集合竞价。每天早晨从9:15-9:25
是集合竞价时间。

开盘价即集合竞价，它的产生原则
是：某一个股票在9：00—9：25之间由
买卖双方向深沪股市发出的委托单中
买卖双方委托价一致股价，但值得说明
的是一这个“一致股价”是指能够单笔
撮合量最大量的那个“一致股价”，它不
一定是买卖双方委托价一致的最高
价。在9：00——9：25之间产生的“集
合竞价”不执行在9：30以后“连续竞价”
中当委托价一致时所执行的“时间优
先”原则。

免责声明: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
慎，本文观点和数据仅供参考，不作为

投资依据。
(吕吉君 财通证券淳安

营业部高级投资顾问
执业证书编号:
S0160613070004)

三月大盘恐将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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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90年代，村民有亲戚在台

湾或家有美元，不仅在左邻右舍

中，就连整个乡镇都会引起不少

的议论。当时的淳安县唐村镇长

岭村方某的哥哥就在台湾，这成

了周边村民都知道的事情。

家有美元
引来歹人惦记

1998年 10月，江西人李某

伙同谢某、李某、徐某、曾某5人

来到村子，以做人民币换美元生

意为由，向沿途居民打听村里谁

家有美元。在得知方某家有亲戚

在台湾的消息后，他们找到了方

某家。

长岭村的方某当时50多岁，

在家务农。谢某等人搭讪后提出

用人民币换他的美元，并承诺会

给出比市面上高的价格进行兑

换。而事实上，谢某等人企图在

人民币换美元的过程中，准备用

事先藏好的假美元偷换掉方某的

真美元。

骗取不成
便杀人越货

对于这些初来乍到的“生意

人”，谨小慎微的方某在心中有所

怀疑，交谈后心中更是感觉不对

劲，不愿与之交换。由于方某的

防范意识强，这帮“生意人”始终

未得手。

随着事情的发展，李某心中

隐隐感到害怕，找借口离开了方

某家。随后，谢某和曾某对村民

方某实施捆绑、殴打，致方某死

亡，并抢走家中5000多美元后逃

离现场。

警方18年追凶

案件发生后，5名嫌疑人中

有3人于当年被抓获并判处刑

罚。李某逃回江西后，不敢回家，

东躲西藏，非常害怕自己被抓。

为了生活，他不敢用真实真份，使

用假名字在工地打小工，而且经

常更换打工地点。

案发后，我县警方始终没有

放弃对在逃嫌疑人的追逃工作。

18年过去了，办案民警无数次去

江西寻找线索、布控守候，对其家

属开展劝逃工作。

2016年12月28日，办案民

警通过细致的工作分析，发现李

某有可能在江西南昌市红谷滩一

带落脚，便立即对该线索进行了

布控追查。2017年 2月9日23

时许，民警在某棋牌室抓获李

某。被抓获后，李某对自己当年

所犯的罪行供认不讳。

案件警示：

遇到陌生人搭讪
要多个心眼

在生活中，大家或多或少会

遇到陌生人的搭讪，尤其是在一

些偏僻的地方遇到陌生人搭讪，

一定要观察一下环境，提高警惕，

善用拒绝、外界求助、报警等多种

方式保护好自己。

为抢美金杀害村民

逃亡18年后终落网

生活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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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

严磊
··

近日，里商乡的商某有点愁，

由于自己未能做好出租房承租人

员信息的登记工作，被民警当场

处罚。

商某在里商乡的里阳街上有

一套闲置房屋，平时没有人住，便

将房屋出租，供陈某等五户人家

居住。租房期间，民警到商某出

租房屋进行检查，发现商某未如

实登记承租人员信息，便对商某

下发了责令整改通知书，让商某

限期整改。商某爽快答应，表示

会立即整改。但近日，当民警再

次来到商某出租房屋进行检查

时，发现商某仍未登记承租人员

信息。民警对商某进行了严肃的

批评教育，并作出了当场罚款人

民币200元的治安处罚。

根据《租赁房屋治安管理规

定》第七条第三点规定，房屋出

租人对承租人的姓名、性别、年

龄、常住户口所在地、职业或者

主要经济来源、服务处所等基本

情况进行登记并向公安派出所

备案。

民警提醒，近年来，房屋出租

市场需求越来越大，为规范管理

出租房屋，公安部门和地方政府

制定了关于出租房屋的管理规

定，公安机关将加大力度查处房

屋出租户对承租人不按规定登

记、备案的行为。

房东不登记承租人信息
被处罚

普法园地

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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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近日从县法律援助中心

了解到，3月1日起，新修订的《杭

州市法律援助条例》正式实施，该

《条例》进一步放宽经济困难标

准，降低法律援助门槛，法律援助

覆盖面进一步扩大。

县法律援助中心工作人员介

绍，新《条例》将申请法律援助的经

济困难标准，由“当地人民政府确

定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的两倍”，修改为“申请人住所地或

者受理申请的法律援助机构所在

地人民政府确定的低收入家庭人

均收入标准”。

同时，新《条例》还增加了免

予审查经济困难状况的规定，具

体情形分别为：患有重大疾病的

七十周岁以上老年人；军人、军

属；见义勇为人员及其近亲属因

见义勇为行为权益受损需要维权

的；农村进城务工人员请求支付

劳动报酬、工伤赔偿以及解决劳

动保障、社会保障、劳动合同纠纷

等事项的；妇女、老年人、残疾人、

未成年人、患有重大疾病的人员

因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和其他严

重侵权行为主张权利的；请求给

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的。

此外，对于具有特殊情形的

刑事案件，申请法律援助免予审

查经济状况，具体为：有证据证明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属于一级或

者二级智力残疾的；共同犯罪案

件中，其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已

经委托辩护人的；基层人民法院

审理的一审刑事案件，被告人可

能被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

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一审刑事案

件；人民检察院抗诉的；案件具有

重大社会影响的。

法律援助是国家建立的保障

经济困难公民和特殊案件当事人

获得必要的法律咨询、代理、刑事

辩护等无偿法律服务，维护当事

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一项重要法

律制度。

近五年来，县法律援助中心

共承办法律援助案件2116件，为

困难群众节约诉讼代理费1068

万元，帮助受援人挽回经济损失

或者取得利益2782.71万元，让

当事人平等享受法律保护，为全

县社会和谐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新修订的《杭州市法律
援助条例》正式实施

法治声音

刘云海
···

据日前“淳安发布”消息：2

月18日，我县一农民陈某为了吃

“野味”尝鲜逮了114只癞蛤蟆被

立案调查，下一步还将追究其刑

事责任。

近年来，随着对自然环境和

生态系统认知的提升，人们对野

生动物的保护意识也有所提高。

但与之相反的是，在巨额利益的

驱使下，各种猎捕和收购野生动

物的非法行为也时有发生，许多

野生动物正处于濒临灭绝的危险

境地。县森林公安局对涉嫌违法

捕捉 114 只癞蛤蟆的当事人进

行立案调查，可谓大快人心，也给

无视野生动物保护法的市民上了

一堂法制课。

《国家野生动物保护法》明确

指出，禁止非法猎捕、杀害野生动

物，对私自运输、贩卖、加工野生

保护动物的，也要承担法律责

任。这就意味着，无论是非法猎

捕，还是非法收购、贩卖、经营、使

用，都触犯了法律的威严，都必须

绳之以法。打击非法猎捕就应该

双管齐下，要猎捕者和收购者一

个也不放过！

春季来临，又到野生动物的

活跃期，也是非法盗猎活动的高

发期。我县森林资源丰富，野生

动物资源也十分丰富，此时无疑

将成为非法盗猎分子活动频繁之

时。在为我县生态环境越来越好

而欣慰的同时，相关部门更要加

强对野生动物保护的力度。在保

护野生动物问题上，职责部门应

是责无旁贷，丝毫不能懈怠，而且

要双管齐下，不仅要严惩非法猎

捕者，还要顺藤摸瓜，一并查处收

购及经营野生动物的人。广大市

民也要对此类非法行径积极大胆

揭发举报，共同织牢野生动物保

护之网。

织牢野生动物保护之网

记者
··

方俊勇
···

通讯员
···

徐爱梅
···

2月22日是县法院2017年的首个公众开放日。当

天下午，约80余名机关干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企业

职工、社区群众代表现场旁听了一起放火案件的审理过

程。

案件审理结束后，审判长席维花还借机向大家介绍

了法院的主要职能，以及该起案件的相关背景、法律知

识和由此引发的一些思考。

记者了解到，县法院的开放日活动开始于2010年，

经过多年摸索，固定开放日期、重大事件临时开放、明确

专门机构组织协调等一系列制度已经逐步建立，其中每

年常规活动有三四次。

注销
公告

根据杭州市富阳区

人民法院（2015）杭富执

民字第6531号之二执行

裁定书，注销颜飞飞、章

志海共有的位于淳安县

千岛湖镇千岛湖度假公

寓 6 幢 1110 室 契 证 ，

（20131） 浙 地 契 证

NO.00101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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淳安国用（201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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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517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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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飞飞

章志海

颜飞飞

章志海

颜飞飞

章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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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房屋所
有权

国有建设用地
土地使用权

他项权

不动产坐落

淳安县千岛湖镇千
岛湖度假公寓6幢
1110室

千岛湖度假公寓6
幢1110室

淳安县千岛湖镇千
岛湖度假公寓6幢
1110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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