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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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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3

数据/信息

代码 名称 异动类型 异动日期

异动日成交额

（万元）

异动日

涨跌幅（

％

）

异动日换

手率（

％

）

００２６０５．ＳＺ

姚记扑克 换手率达

２０％ ２０１３－４－１９ ３６９６８．３８ １０．０１ ４４．２７

００２６０５．ＳＺ

姚记扑克 涨跌幅偏离值达

７％ ２０１３－４－１９ ３６９６８．３８ １０．０１ ４４．２７

００２５９０．ＳＺ

万安科技 涨跌幅偏离值达

７％ ２０１３－４－１９ ８０５６．６０ ９．９９ ２３．１０

００２５９０．ＳＺ

万安科技 换手率达

２０％ ２０１３－４－１９ ８０５６．６０ ９．９９ ２３．１０

０００５９８．ＳＺ

兴蓉投资 换手率达

２０％ ２０１３－４－１９ ２１７８４５．５４ ９．０４ ２０．９９

００２５９６．ＳＺ

海南瑞泽 涨跌幅偏离值达

７％ ２０１３－４－１５ ２２１１７．９８ ９．１０ １９．２２

３００３０１．ＳＺ

长方照明 涨跌幅偏离值达

７％ ２０１３－４－１８ ９０４９．００ ８．５６ １８．４５

３００２９３．ＳＺ

蓝英装备 涨跌幅偏离值达

７％ ２０１３－４－１９ ８９３６．４２ １０．００ １５．０９

００２４８４．ＳＺ

江海股份 涨跌幅偏离值达

７％ ２０１３－４－１８ １０２６６．４３ ８．３５ １４．９２

６００２００．ＳＨ

江苏吴中 涨跌幅偏离值达

７％ ２０１３－４－１９ ９３４５０．５１ ９．８５ １４．２７

３００３１５．ＳＺ

掌趣科技 涨跌幅偏离值达

７％ ２０１３－４－１９ ２６０００．７４ １０．００ １３．３７

３００３１５．ＳＺ

掌趣科技 涨跌幅偏离值达

７％ ２０１３－４－１８ ２３８９７．８７ ８．５０ １３．３２

００２６０５．ＳＺ

姚记扑克 涨跌幅偏离值达

７％ ２０１３－４－１８ ９７７９．２６ ９．９８ １３．０５

００２５２８．ＳＺ

英飞拓 涨跌幅偏离值达

７％ ２０１３－４－１６ １１０４２．０２ －７．２５ １２．７８

０００８９２．ＳＺ

星美联合 涨跌幅偏离值达

７％ ２０１３－４－１８ ２１２０７．１３ ９．９４ １２．２６

０００７５２．ＳＺ

西藏发展 涨跌幅偏离值达

７％ ２０１３－４－１９ ４０２１５．３８ １０．０４ １２．２０

代码 名称 交易日期 成交价 折价率（

％

） 成交量（万股） 成交额（万元）

６００３８３．ＳＨ

金地集团

２０１３－４－１５ ６．７８ １．３５ ２４１０．００ １６３３９．８０

６００３８３．ＳＨ

金地集团

２０１３－４－１５ ６．８２ １．９４ ２００６．１２ １３６８１．７１

００２６４６．ＳＺ

青青稞酒

２０１３－４－１７ １６．６５ －９．９５ ８００．００ １３３２０．００

６００１５７．ＳＨ

永泰能源

２０１３－４－１７ ７．４８ －９．９９ １４９４．８８ １１１８１．７０

６０１９０１．ＳＨ

方正证券

２０１３－４－１７ ６．２１ －７．０４ １７００．００ １０５５７．００

００２２４１．ＳＺ

歌尔声学

２０１３－４－１８ ４６．７５ －２．８１ １５０．００ ７０１２．５０

００２４１５．ＳＺ

海康威视

２０１３－４－１６ ３５．００ －３．０５ ２００．００ ７０００．００

００２４１５．ＳＺ

海康威视

２０１３－４－１６ ３５．００ －３．０５ ２００．００ ７０００．００

００２２４１．ＳＺ

歌尔声学

２０１３－４－１７ ４５．７０ －２．９７ １５０．００ ６８５５．００

００２２４１．ＳＺ

歌尔声学

２０１３－４－１６ ４４．７５ －１．８４ １５０．００ ６７１２．５０

００２４１５．ＳＺ

海康威视

２０１３－４－１６ ３５．００ －３．０５ １９０．００ ６６５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１．ＳＺ

特锐德

２０１３－４－１７ １０．２２ －９．９６ ６２８．８２ ６４２６．５６

００２２４１．ＳＺ

歌尔声学

２０１３－４－１８ ４５．３０ －５．８２ １４０．００ ６３４２．００

００２２３０．ＳＺ

科大讯飞

２０１３－４－１８ ３５．８８ －３．２９ １７５．００ ６２７９．００

６０１３７７．ＳＨ

兴业证券

２０１３－４－１６ １１．９８ ６．１１ ４８０．００ ５７５０．４０

００２４１５．ＳＺ

海康威视

２０１３－４－１６ ３５．００ －３．０５ １５０．００ ５２５０．００

６０１５５５．ＳＨ

东吴证券

２０１３－４－１９ ８．１５ －０．６１ ６００．００ ４８９０．００

００２６５３．ＳＺ

海思科

２０１３－４－１７ １９．３０ －１．８８ ２５０．００ ４８２５．００

■

一周回眸

中金黄金市值减少

35

亿元

中金黄金上周累计下挫

8.80%

，导致

A

股市值蒸发

35.91

亿元，成为同期市

值减少额排名第三的股票，其市值蒸发额仅次于“石化双雄”。

民生银行

A

股市值大增

115

亿元

上周金融股卷土重来，其中民生银行累计上涨

5.31%

，带动

A

股市值增长

115.20

亿元，成为同期市值增长最明显的股票。

兴蓉投资放量飙升

上周兴蓉投资周成交额高达

57.42

亿元， 同期该股累计涨幅高达

19.65%

，

成为同期放量飙升的典型股票之一。

ST

天龙成交量环比猛增

210

倍

上周

ST

天龙放量重挫， 周累计跌幅达到

9.16%

， 周成交量则高达

3319

万

股，环比猛增

21045%

，在全部

A

股中高居榜首。

姚记扑克周振幅达

34%

姚记扑克上周最高触及

15.28

元，最低触及

11.10

元，一周振幅高达

34.68%

，

一举成为同期异动最为明显的股票。

股市有风险，请慎重入市。 本版股市分析文章，属个人观点，仅供参考，股民据此入市操作，风险自担。

上周跌幅居前的有色股

有色金属行业指数与沪深

300

走势对照

上周

A

股市值减少额居前的有色股

牛牛牛熊熊熊数数数字字字化化化

本周部分股票解禁情况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可流通时间

本期流通数量

（万股）

已流通数量

（万股）

待流通数量

（万股）

流通股份类型

３０００７０．ＳＺ

碧水源

２０１３－４－２２ ６１１９．５８ ３１９７４．６７ ２３３２１．６４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３０００７１．ＳＺ

华谊嘉信

２０１３－４－２２ ９０５７．３８ １４８８４．６２ ６４１．９６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３０００６９．ＳＺ

金利华电

２０１３－４－２２ ３７２０．２６ ６４１４．８３ １３８５．１７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３０００６７．ＳＺ

安诺其

２０１３－４－２２ ２９５５．４５ ８６２２．３４ ７４２７．６６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３０００６８．ＳＺ

南都电源

２０１３－４－２２ ２９１２．６４ １７７３６．５８ １２２２３．４２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６００６６０．ＳＨ

福耀玻璃

２０１３－４－２２ ３９７９．０５ ２００２９８．６３ ０．００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６００７１３．ＳＨ

南京医药

２０１３－４－２２ １９２６．５４ ５６７１８．８７ １２６３９．２０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６００１４１．ＳＨ

兴发集团

２０１３－４－２２ ５６８．４６ ３６５４８．００ ６９９１．００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３００２４７．ＳＺ

桑乐金

２０１３－４－２２ ２０．００ ３４６５．６３ ４７０９．３８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３００２６４．ＳＺ

佳创视讯

２０１３－４－２２ ４２．００ ９２３２．４４ ６０６７．５６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００２１６３．ＳＺ

中航三鑫

２０１３－４－２２ ２６７４７．９４ ６８０９０．５７ １２２６４．４３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首发原股东限售股

００２０３３．ＳＺ

丽江旅游

２０１３－４－２２ ２２１０．００ １４８６２．００ １５１８．４９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００２３９２．ＳＺ

北京利尔

２０１３－４－２２ ２０６７１．３１ ３７２４９．０７ １６７５０．９３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６０１３８８．ＳＨ

怡球资源

２０１３－４－２３ ６６１８．５０ １７１１８．５０ ２３８８１．５０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００２１００．ＳＺ

天康生物

２０１３－４－２３ ５０７．００ ２９４７５．８０ ０．００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００２３９４．ＳＺ

联发股份

２０１３－４－２３ ８７２８．９４ ２１５８０．００ ０．００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００２３９３．ＳＺ

力生制药

２０１３－４－２３ ９８２４．７６ １８２４５．５０ ０．００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６００２３６．ＳＨ

桂冠电力

２０１３－４－２５ ４４．２４ １１２８２３．０２ １１５２２１．９３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０００９５５．ＳＺ ＳＴ

欣龙

２０１３－４－２５ ９１００．００ ３８４１５．００ ３０００．００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００２３５５．ＳＺ

兴民钢圈

２０１３－４－２５ ９４４０．００ ４６５０４．９１ ５０１５．０９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３００３１３．ＳＺ

天山生物

２０１３－４－２５ １３８６．４８ ３６５９．４８ ５４３１．５２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００２６７２．ＳＺ

东江环保

２０１３－４－２６ ２９８９．３１ ５４８９．３１ ６０００．３３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６０３００１．ＳＨ

奥康国际

２０１３－４－２６ ３５９４．９０ １１６９４．９０ ２８４０３．１０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００２６７１．ＳＺ

龙泉股份

２０１３－４－２６ ３３８９．２３ ５７４９．２３ ３６８７．７７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０００６８８．ＳＺ ＊ＳＴ

朝华

２０１３－４－２６ ５３７０．２１ ２５２５９．８８ ８８４７０．０５

股权分置对价股份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细分行业

４

月

１５

日

至

１８

日

涨跌幅（

％

）

４

月

１９

日

涨跌幅（

％

）

最新

Ａ

股

总市值

（亿元）

上周

Ａ

股

市值损失

（亿元）

６００４８９．ＳＨ

中金黄金 黄金

－１１．２６ ２．７６ ３７２．０２ －３５．９１

６０１８９９．ＳＨ

紫金矿业 黄金

－７．６７ １．９２ ５０４．１４ －３１．６１

６００３６２．ＳＨ

江西铜业 铜

－７．４８ ２．４７ ４３１．２４ －２３．６６

０００６３０．ＳＺ

铜陵有色 铜

－８．７６ ２．５７ ２２１．６３ －１５．２１

６０１９５８．ＳＨ

金钼股份 小金属

－５．９７ ２．６４ ３３９．１２ －１２．２６

００２１５５．ＳＺ

辰州矿业 黄金

－１１．９４ ３．０６ １１８．７９ －１２．１１

０００８７８．ＳＺ

云南铜业 铜

－６．４４ １．６６ １８２．０１ －９．３５

０００８３１．ＳＺ ＊ＳＴ

关铝 铝

－７．１３ ３．６１ ２１９．０４ －８．６０

０００９６０．ＳＺ

锡业股份 小金属

－８．４０ ３．６９ １５７．９２ －８．３４

０００７５８．ＳＺ

中色股份 铅锌

－７．９９ ３．４１ １３１．３６ －６．７０

００２２３７．ＳＺ

恒邦股份 黄金

－１０．３４ ３．５３ ８１．３４ －６．２８

００００６０．ＳＺ

中金岭南 铅锌

－６．３２ ３．６７ １８０．７１ －５．３６

６０１６００．ＳＨ

中国铝业 铝

－３．１０ １．９７ ３９７．５９ －４．７９

０００６０３．ＳＺ

盛达矿业 铅锌

－７．３０ ２．５６ ８２．８２ －４．２９

６００５１６．ＳＨ

方大炭素 非金属新材料

－５．０９ ２．３８ １３１．８５ －３．８４

６０３９９３．ＳＨ

洛阳钼业 小金属

－４．９１ ３．９７ ３２５．６７ －３．７６

６００３１１．ＳＨ

荣华实业 黄金

－９．２５ ２．５９ ４４．８６ －３．３３

６００５３１．ＳＨ

豫光金铅 铅锌

－９．３８ ２．９５ ４０．２１ －２．８９

６００４７８．ＳＨ

科力远 金属新材料

－３．９９ ０．６５ ７７．７６ －２．７１

０００４２６．ＳＺ

兴业矿业 铅锌

－７．５０ ３．２０ ４５．１５ －２．１５

０００６９７．ＳＺ

炼石有色 小金属

－６．４４ ２．６８ ５１．６７ －２．１２

６００１４６．ＳＨ

大元股份 黄金

－９．２９ ２．３０ ２３．９８ －１．８６

００２１６７．ＳＺ

东方锆业 小金属

－４．９４ ２．６９ ４７．４８ －１．１６

０００６５７．ＳＺ ＊ＳＴ

中钨 小金属

－５．２９ １．４８ ２５．８９ －１．０５

６００４３２．ＳＨ

吉恩镍业 小金属

－３．６８ ２．８７ ８７．３６ －０．８１

６００１３９．ＳＨ

西部资源 铜

－５．２７ ４．１７ ５４．５４ －０．７３

００２２０３．ＳＺ

海亮股份 铜

－３．６３ ２．４６ ５４．７２ －０．７０

６００４５６．ＳＨ

宝钛股份 小金属

－３．２９ ２．３４ ６５．９６ －０．６９

６００３３１．ＳＨ

宏达股份 铅锌

－３．１３ ２．０９ ５５．５２ －０．６２

６０１３８８．ＳＨ

怡球资源 铝

－３．５５ ２．３３ ４３．３０ －０．５７

６００４５９．ＳＨ

贵研铂业 小金属

－５．１８ ４．１２ ３７．０８ －０．４８

００２１７１．ＳＺ

精诚铜业 铜

－４．１９ ３．３４ ２６．２１ －０．２６

０００８０７．ＳＺ

云铝股份 铝

－２．１７ ２．０２ ７７．７３ －０．１５

６００２５５．ＳＨ

鑫科材料 铜

－０．３５ ０．１７ ２５．７６ －０．０４

沪指上周五大涨

2.14%

重塑市场预期

上周

A

股面临外围环境并不

佳，比如说国际油价、金价断崖式

跳水， 让部分资金感受资产价格

波动风险。 部分资金采取了观望

策略。 同时，一季度

GDP

增速低于

预期，从而使银行、地产等投资产

业链个股出现调整态势。 上周前

四个交易日投资者心态普遍较为

谨慎。

毕竟银行股、 保险股等诸多

大市值品种的估值水平处于相对

低位区域，在此背景下，多头自然

敢于护盘。 尤其是当市场出现朦

胧利好之际，护盘资金更易“人来

疯”，加大护盘力度。 在上周四收

盘之后， 传出

RQFII

、

QFII

等机构

资金扩容甚至入市提速消息。 虽

然未得到更多佐证， 但这足以让

护盘资金如遇春风， 加大护盘力

度，促使上周五平安银行、民生银

行等银行股高举高打， 一扫前几

个交易日的低迷。

受此驱动， 上证指数上周五

大涨

2.14%

， 成交量也迅速放大，

沪市量能接近

1000

亿元， 市场预

期渐趋乐观。但是，由于宏观经济

环境仍未有新的乐观信息出现，

意味着

A

股持续大涨市场基础尚

未夯实。 上周五午市后的部分强

势股明显有上冲乏力的迹象，比

如说莱宝高科、 安洁科技等智能

手机产业链相关品种就欲振乏

力，股价渐趋疲软。 因此，可以推

测短线强势行情预期得以确立，

但中期趋势能否持续反弹， 尚需

要后续经济数据支撑。

业绩驱动智能电网指数上周涨

4%

陆续公布的

2012

年年报及

2013

年一季度季报显示，智能电

网设备股业绩大多超预期，比如

说智能变电设备的鑫龙电器、四

方股份等品种业绩均超预期。

积成电子等智能电网概念股的

业绩成长趋势也较为乐观。 业

绩高成长赋予估值复苏强大能

量，进而牵引着相关股票股价持

续回升。

智能电网设备股虽然可能会

面临着国家电网拆分等传闻的困

扰，但就产业需求来说，无论是国

家电网抑或南方电网如何整合，

但是特高压建设的力度有望提速

的预期得到市场认可。 因为我国

环境质量恶化， 使相关各方对沿

海工业重心的环境予以了高度重

视。因此，目前上海等沿海城市的

火电建设已不再新增， 意味着这

些工业负荷以及民用负荷重心面

临着电力不足的态势。 缓解这一

窘境最佳的方式就是从西南水电

中心、 华北以及西北等火电中心

长距离输变电。 这样就将我国的

发电中心、 负荷中心通过特高压

的长距离输变线路联接起来。 其

实，近年来已开始了大力度建设，

比如说二滩电站向江苏、上海，淮

北以及淮南煤电中心向上海输电

线路均如此。 这些长距离输变电

线路将成为智能电网设备股的产

业增长点， 有望牵引着此类个股

业绩的持续高成长。因此，智能电

网概念股本周或将反复活跃并成

为市场亮点。

创业板指上周反弹

5.39%

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转型迫切

性增强，目前

A

股敏感资金在仓位

配置上渐有关注符合产业发展趋

势品种态势。 比如说在

4G

产业引

导下， 我国移动互联网产业正处

于爆发的前夕，因此掌趣科技、吴

通通讯等与

4G

产业密切相关的个

股在近期明显受到资金青睐。 从

4G

产业发展前景来看， 不仅仅是

网速迅速提升，而且还在于声讯、

音频等增值服务将步入到新的发

展阶段。 随之而来的移动增值类

产业将面临着新的发展契机，这

可能是掌趣科技在近期持续得到

资金青睐的原因。

当然，对于创业板来说，能够

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的产业不仅仅

是体现在新技术、新产业，而且还

体现在新服务领域，尤其是契合我

国人口发展方向领域。比如说我国

老龄化之后，对智能产业的发展将

起到极大地促进作用，老龄化往往

意味着劳动力成本提升，机器人等

替代人口的产业在近期迎来景气

周期。 再比如说老龄化之后，医疗

服务业也面临着新的发展契机，其

中针对新病种或者传统药的抗药

性，单抗业务发展势头迅猛，因此

安科生物在近期得到资金青睐。无

论是单抗业务还是仿制药，在新药

批准之前，必须经历较长的新药研

发周期，在此过程中，催生了为药

企提供全过程服务的新药研制服

务商，比如说泰格医药等个股近期

明显有资金加仓。

在以上因素影响下，创业板指

上周大幅反弹

5.39%

，且在日

K

线图

渐有突破态势。 在我国经济结构转

型背景下，创业板指在本周或成为

A

股一大亮点，其中新技术、新兴服

务类等品种有望继续领涨。

有色金属指数周跌幅达

2.21%

上周五

A

股市场大力反抽，有

色金属股也随之反抽。其中，稀土

概念股、 锗等小金属概念股出现

了领涨格局。但是，由于国际金价

等商品价格在上周初的大跌，导

致了

A

股有色金属股在上周一、上

周二也随之急跌。 上周五的有色

金属股反弹并未能够完全收复失

地， 从而使得上周有色金属股下

跌

2.21%

。 有色金属指数在日

K

线

图上形成一根下影线较长的阴

K

线，目前来看，有色金属指数日

K

线图向下破位趋势仍未改变。

全球经济引擎有所改变，美

国经济强劲复苏预期意味着全球

经济增长引擎有望由原先的传统

经济转向移动互联网、

3D

等新兴

技术、新兴服务业、新能源。 这些

产业对资源消耗低， 属于资源节

约型经济， 这其实也是近期国际

市场的大宗商品价格悬崖式下跌

直接推手。因此，随着美国经济复

苏趋势的进一步明朗化， 不排除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进一步走低的

可能性。

我国经济正处于弱复苏状

态， 存在着产业结构转型的动能

与压力。 一季度的

GDP

数据显示，

单纯依靠

M2

增长对经济的刺激

效应明显递减， 需要予以产业转

型。一旦产业转型，那么就意味着

原先高耗能、 资源依赖型经济增

长模式随之改变，至少需要改善。

在此背景下， 对资源需求也在减

少。 近一年多来煤炭需求减少就

是证明。 有色金属股近期可能出

现进一步调整，在操作上，建议投

资者不抢反弹， 并利用近期反抽

进一步减持有色金属股。

（金百灵投资 秦洪，执业证

书编号

A1210612020001

）

沪指上周五大涨

2.14%

重塑市场预期

上周

A

股面临外围环境并不

佳，比如说国际油价、金价断崖式

跳水， 让部分资金感受资产价格

波动风险。 部分资金采取了观望

策略。 同时，一季度

GDP

增速低于

预期，从而使银行、地产等投资产

业链个股出现调整态势。 上周前

四个交易日投资者心态普遍较为

谨慎。

毕竟银行股、 保险股等诸多

大市值品种的估值水平处于相对

低位区域，在此背景下，多头自然

敢于护盘。 尤其是当市场出现朦

胧利好之际，护盘资金更易“人来

疯”，加大护盘力度。 在上周四收

盘之后， 传出

RQFII

、

QFII

等机构

资金扩容甚至入市提速消息。 虽

然未得到更多佐证， 但这足以让

护盘资金如遇春风， 加大护盘力

度，促使上周五平安银行、民生银

行等银行股高举高打， 一扫前几

个交易日的低迷。

受此驱动， 上证指数上周五

大涨

2.14%

， 成交量也迅速放大，

沪市量能接近

1000

亿元， 市场预

期渐趋乐观。但是，由于宏观经济

环境仍未有新的乐观信息出现，

意味着

A

股持续大涨市场基础尚

未夯实。 上周五午市后的部分强

势股明显有上冲乏力的迹象，比

如说莱宝高科、 安洁科技等智能

手机产业链相关品种就欲振乏

力，股价渐趋疲软。 因此，可以推

测短线强势行情预期得以确立，

但中期趋势能否持续反弹， 尚需

要后续经济数据支撑。

业绩驱动智能电网指数上周涨

4%

陆续公布的

2012

年年报及

2013

年一季度季报显示，智能电

网设备股业绩大多超预期，比如

说智能变电设备的鑫龙电器、四

方股份等品种业绩均超预期。

积成电子等智能电网概念股的

业绩成长趋势也较为乐观。 业

绩高成长赋予估值复苏强大能

量，进而牵引着相关股票股价持

续回升。

智能电网设备股虽然可能会

面临着国家电网拆分等传闻的困

扰，但就产业需求来说，无论是国

家电网抑或南方电网如何整合，

但是特高压建设的力度有望提速

的预期得到市场认可。 因为我国

环境质量恶化， 使相关各方对沿

海工业重心的环境予以了高度重

视。因此，目前上海等沿海城市的

火电建设已不再新增， 意味着这

些工业负荷以及民用负荷重心面

临着电力不足的态势。 缓解这一

窘境最佳的方式就是从西南水电

中心、 华北以及西北等火电中心

长距离输变电。 这样就将我国的

发电中心、 负荷中心通过特高压

的长距离输变线路联接起来。 其

实，近年来已开始了大力度建设，

比如说二滩电站向江苏、上海，淮

北以及淮南煤电中心向上海输电

线路均如此。 这些长距离输变电

线路将成为智能电网设备股的产

业增长点， 有望牵引着此类个股

业绩的持续高成长。因此，智能电

网概念股本周或将反复活跃并成

为市场亮点。

创业板指上周反弹

5.39%

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转型迫切

性增强，目前

A

股敏感资金在仓位

配置上渐有关注符合产业发展趋

势品种态势。 比如说在

4G

产业引

导下， 我国移动互联网产业正处

于爆发的前夕，因此掌趣科技、吴

通通讯等与

4G

产业密切相关的个

股在近期明显受到资金青睐。 从

4G

产业发展前景来看， 不仅仅是

网速迅速提升，而且还在于声讯、

音频等增值服务将步入到新的发

展阶段。 随之而来的移动增值类

产业将面临着新的发展契机，这

可能是掌趣科技在近期持续得到

资金青睐的原因。

当然，对于创业板来说，能够

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的产业不仅仅

是体现在新技术、新产业，而且还

体现在新服务领域，尤其是契合我

国人口发展方向领域。比如说我国

老龄化之后，对智能产业的发展将

起到极大地促进作用，老龄化往往

意味着劳动力成本提升，机器人等

替代人口的产业在近期迎来景气

周期。 再比如说老龄化之后，医疗

服务业也面临着新的发展契机，其

中针对新病种或者传统药的抗药

性，单抗业务发展势头迅猛，因此

安科生物在近期得到资金青睐。无

论是单抗业务还是仿制药，在新药

批准之前，必须经历较长的新药研

发周期，在此过程中，催生了为药

企提供全过程服务的新药研制服

务商，比如说泰格医药等个股近期

明显有资金加仓。

在以上因素影响下，创业板指

上周大幅反弹

5.39%

，且在日

K

线图

渐有突破态势。 在我国经济结构转

型背景下，创业板指在本周或成为

A

股一大亮点，其中新技术、新兴服

务类等品种有望继续领涨。

有色金属指数周跌幅达

2.21%

上周五

A

股市场大力反抽，有

色金属股也随之反抽。其中，稀土

概念股、 锗等小金属概念股出现

了领涨格局。但是，由于国际金价

等商品价格在上周初的大跌，导

致了

A

股有色金属股在上周一、上

周二也随之急跌。 上周五的有色

金属股反弹并未能够完全收复失

地， 从而使得上周有色金属股下

跌

2.21%

。 有色金属指数在日

K

线

图上形成一根下影线较长的阴

K

线，目前来看，有色金属指数日

K

线图向下破位趋势仍未改变。

全球经济引擎有所改变，美

国经济强劲复苏预期意味着全球

经济增长引擎有望由原先的传统

经济转向移动互联网、

3D

等新兴

技术、新兴服务业、新能源。 这些

产业对资源消耗低， 属于资源节

约型经济， 这其实也是近期国际

市场的大宗商品价格悬崖式下跌

直接推手。因此，随着美国经济复

苏趋势的进一步明朗化， 不排除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进一步走低的

可能性。

我国经济正处于弱复苏状

态， 存在着产业结构转型的动能

与压力。 一季度的

GDP

数据显示，

单纯依靠

M2

增长对经济的刺激

效应明显递减， 需要予以产业转

型。一旦产业转型，那么就意味着

原先高耗能、 资源依赖型经济增

长模式随之改变，至少需要改善。

在此背景下， 对资源需求也在减

少。 近一年多来煤炭需求减少就

是证明。 有色金属股近期可能出

现进一步调整，在操作上，建议投

资者不抢反弹， 并利用近期反抽

进一步减持有色金属股。

（金百灵投资 秦洪，执业证

书编号

A1210612020001

）

沪指上周五大涨

2.14%

重塑市场预期

上周

A

股面临外围环境并不

佳，比如说国际油价、金价断崖式

跳水， 让部分资金感受资产价格

波动风险。 部分资金采取了观望

策略。 同时，一季度

GDP

增速低于

预期，从而使银行、地产等投资产

业链个股出现调整态势。 上周前

四个交易日投资者心态普遍较为

谨慎。

毕竟银行股、 保险股等诸多

大市值品种的估值水平处于相对

低位区域，在此背景下，多头自然

敢于护盘。 尤其是当市场出现朦

胧利好之际，护盘资金更易“人来

疯”，加大护盘力度。 在上周四收

盘之后， 传出

RQFII

、

QFII

等机构

资金扩容甚至入市提速消息。 虽

然未得到更多佐证， 但这足以让

护盘资金如遇春风， 加大护盘力

度，促使上周五平安银行、民生银

行等银行股高举高打， 一扫前几

个交易日的低迷。

受此驱动， 上证指数上周五

大涨

2.14%

， 成交量也迅速放大，

沪市量能接近

1000

亿元， 市场预

期渐趋乐观。但是，由于宏观经济

环境仍未有新的乐观信息出现，

意味着

A

股持续大涨市场基础尚

未夯实。 上周五午市后的部分强

势股明显有上冲乏力的迹象，比

如说莱宝高科、 安洁科技等智能

手机产业链相关品种就欲振乏

力，股价渐趋疲软。 因此，可以推

测短线强势行情预期得以确立，

但中期趋势能否持续反弹， 尚需

要后续经济数据支撑。

业绩驱动智能电网指数上周涨

4%

陆续公布的

2012

年年报及

2013

年一季度季报显示，智能电

网设备股业绩大多超预期，比如

说智能变电设备的鑫龙电器、四

方股份等品种业绩均超预期。

积成电子等智能电网概念股的

业绩成长趋势也较为乐观。 业

绩高成长赋予估值复苏强大能

量，进而牵引着相关股票股价持

续回升。

智能电网设备股虽然可能会

面临着国家电网拆分等传闻的困

扰，但就产业需求来说，无论是国

家电网抑或南方电网如何整合，

但是特高压建设的力度有望提速

的预期得到市场认可。 因为我国

环境质量恶化， 使相关各方对沿

海工业重心的环境予以了高度重

视。因此，目前上海等沿海城市的

火电建设已不再新增， 意味着这

些工业负荷以及民用负荷重心面

临着电力不足的态势。 缓解这一

窘境最佳的方式就是从西南水电

中心、 华北以及西北等火电中心

长距离输变电。 这样就将我国的

发电中心、 负荷中心通过特高压

的长距离输变线路联接起来。 其

实，近年来已开始了大力度建设，

比如说二滩电站向江苏、上海，淮

北以及淮南煤电中心向上海输电

线路均如此。 这些长距离输变电

线路将成为智能电网设备股的产

业增长点， 有望牵引着此类个股

业绩的持续高成长。因此，智能电

网概念股本周或将反复活跃并成

为市场亮点。

创业板指上周反弹

5.39%

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转型迫切

性增强，目前

A

股敏感资金在仓位

配置上渐有关注符合产业发展趋

势品种态势。 比如说在

4G

产业引

导下， 我国移动互联网产业正处

于爆发的前夕，因此掌趣科技、吴

通通讯等与

4G

产业密切相关的个

股在近期明显受到资金青睐。 从

4G

产业发展前景来看， 不仅仅是

网速迅速提升，而且还在于声讯、

音频等增值服务将步入到新的发

展阶段。 随之而来的移动增值类

产业将面临着新的发展契机，这

可能是掌趣科技在近期持续得到

资金青睐的原因。

当然，对于创业板来说，能够

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的产业不仅仅

是体现在新技术、新产业，而且还

体现在新服务领域，尤其是契合我

国人口发展方向领域。比如说我国

老龄化之后，对智能产业的发展将

起到极大地促进作用，老龄化往往

意味着劳动力成本提升，机器人等

替代人口的产业在近期迎来景气

周期。 再比如说老龄化之后，医疗

服务业也面临着新的发展契机，其

中针对新病种或者传统药的抗药

性，单抗业务发展势头迅猛，因此

安科生物在近期得到资金青睐。无

论是单抗业务还是仿制药，在新药

批准之前，必须经历较长的新药研

发周期，在此过程中，催生了为药

企提供全过程服务的新药研制服

务商，比如说泰格医药等个股近期

明显有资金加仓。

在以上因素影响下，创业板指

上周大幅反弹

5.39%

，且在日

K

线图

渐有突破态势。 在我国经济结构转

型背景下，创业板指在本周或成为

A

股一大亮点，其中新技术、新兴服

务类等品种有望继续领涨。

有色金属指数周跌幅达

2.21%

上周五

A

股市场大力反抽，有

色金属股也随之反抽。其中，稀土

概念股、 锗等小金属概念股出现

了领涨格局。但是，由于国际金价

等商品价格在上周初的大跌，导

致了

A

股有色金属股在上周一、上

周二也随之急跌。 上周五的有色

金属股反弹并未能够完全收复失

地， 从而使得上周有色金属股下

跌

2.21%

。 有色金属指数在日

K

线

图上形成一根下影线较长的阴

K

线，目前来看，有色金属指数日

K

线图向下破位趋势仍未改变。

全球经济引擎有所改变，美

国经济强劲复苏预期意味着全球

经济增长引擎有望由原先的传统

经济转向移动互联网、

3D

等新兴

技术、新兴服务业、新能源。 这些

产业对资源消耗低， 属于资源节

约型经济， 这其实也是近期国际

市场的大宗商品价格悬崖式下跌

直接推手。因此，随着美国经济复

苏趋势的进一步明朗化， 不排除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进一步走低的

可能性。

我国经济正处于弱复苏状

态， 存在着产业结构转型的动能

与压力。 一季度的

GDP

数据显示，

单纯依靠

M2

增长对经济的刺激

效应明显递减， 需要予以产业转

型。一旦产业转型，那么就意味着

原先高耗能、 资源依赖型经济增

长模式随之改变，至少需要改善。

在此背景下， 对资源需求也在减

少。 近一年多来煤炭需求减少就

是证明。 有色金属股近期可能出

现进一步调整，在操作上，建议投

资者不抢反弹， 并利用近期反抽

进一步减持有色金属股。

（金百灵投资 秦洪，执业证

书编号

A1210612020001

）

上周部分大宗交易成交情况

上周交易异动的部分股票

国际金价下跳上蹿 有色板块大玩蹦极

□

本报记者 孙见友

上周国际金价波动十分剧

烈，导致同期有色股玩起了蹦极，

其中以中金黄金为代表的有色股

市值波动十分剧烈。数据显示，上

周中金黄金、 紫金矿业

A

股总市

值分别环比减少

35.91

亿元、

31.61

亿元。 在国际金价和有色股大幅

下挫之后，争论随之而起，抄底和

谨慎的观点同时存在并发生激烈

交锋。

金价下挫拖累有色股市值锐减

经历上周一暴跌之后， 上周

之后几个交易日国际金价出现一

定企稳迹象。其中，上周五纽约商

业交易所

(NYMEX)

下属商品交易

所

(COMEX)6

月份交割的黄金期

货价格上涨

3.10

美元， 报收于每

盎司

1395.60

美元，盘中曾触及每

盎司

1424.70

美元的高点。 但整体

来看， 上周纽约金价累计下跌

105.80

美元， 累计下跌幅度约为

7%

。 据悉，按百分比计算，上周的

周跌幅创下自

2011

年

9

月

23

日以

来最高水平。

受以上因素影响， 上周有色

股出现先抑后扬走势。数据显示，

在上周前四个交易日中， 辰州矿

业、中金黄金、恒邦股份、豫光金

铅、 大元股份分别大幅下挫

11.94%

、

11.26%

、

10.34%

、

9.38%

、

9.29%

，成为同期受国际金价暴跌

影响最大的有色股。

不过， 随着上周五国际金价

出现回升和

A

股市场反弹，以上股

票在上周五均出现较大幅度反

弹， 当日其涨幅分别达

3.06%

、

2.76%

、

3.53%

、

2.95%

、

2.30%

，全

部跑赢同期大盘。

虽然上周股不少有色股出现

超跌反弹， 但并未能从根本上弥

补此前四个交易日的巨大创伤。

就全周来看， 上周一些有色股仍

然未能逃脱大幅下跌厄运。例如，

辰州矿业、中金黄金、大元股份、

恒邦股份、 荣华实业上周的周跌

幅分别达

9.25%

、

8.80%

、

7.20%

、

7.17%

、

6.91%

，成为同期有色板块

下挫一个缩影。

在有色股纷纷下挫背景下，

市值缩水已成必然。数据显示，上

周中金黄金、 紫金矿业、 江西铜

业、铜陵有色、金钼股份、辰州矿

业

A

股总市值分别环比减少

35.91

亿 元 、

31.61

亿 元 、

23.66

亿 元 、

15.21

亿元 、

12.26

亿元 、

12.11

亿

元， 合计减少额达

130.7

亿元，堪

称一出现实版的“黄金大劫案”

机构多空分歧严重

黄金价格大幅下挫之后，普

通投资者对于黄金后市看法发生

分歧， 抄底和谨慎的观点同时存

在并发生激烈交锋。

事实上， 对于金价未来前景

的分歧， 不只存在于普通投资者

中，在研究机构中也普遍存在。例

如，光大证券指出，美联储宽松货

币政策已走到极端， 美国经济在

稳步复苏，就业状况在逐步好转，

未来对美联储退出数量宽松政策

的预期将越来越强， 对黄金继续

持“谨慎”态度，从投资组合角度

看，目前应回避黄金股。

同时，东北证券认为，上周

五黄金价格在塞浦路斯售金等

多重压力下，跌破了前期支撑位

1520

美元， 预示着黄金告别牛

市，市场总体氛围对美国经济增

长前景乐观， 同时对

FED

提前中

止量宽政策或压缩购债规模有

所预期；其他资产表现良好如股

市持续上扬， 而债市也仍在上

扬，打击黄金价值；塞浦路斯售

金预示赤字国可能通过出售黄

金来筹集资金，改变央行在黄金

市场上的地位；实物需求也存在

隐忧，印度国民对于黄金痴迷已

令政府出台不少政策，如多次提

升进口关税，打压实物需求。 因

此，东北证券认为黄金价格中长

期将保持偏空氛围。

不过， 与以上机构观点不

同，华泰证券认为，过去

12

年黄

价持续上涨，反映全球货币体系

已出现重大问题和纰漏，货币体

系修复如果不完成，从长期角度

看黄金仍然是牛市； 中短期来

看，在未来两三年之内仍然会处

于一个动荡阶段，由于黄金预期

投资回报率劣于其它市场，在这

种情况下，投资者更愿意只是利

用黄金进行融资，在其它资产上

博取更高投资回报率，但在外围

投资回报率开始递减时，大类资

产配置会重新青睐在那个时候

低位徘徊的黄金。

边栏稿：一周回眸

中金黄金市值减少35亿元

中金黄金上周累计下挫8.80%，导致A股市值蒸发35.91亿元，成为同期市值减少额排名第三的股票，其市值蒸发额仅次于“石化双雄”。

民生银行A股市值大增115亿元

上周金融股卷土重来，其中民生银行累计上涨5.31%，带动A股市值增长115.20亿元，成为同期市值增长最明显的股票。

兴蓉投资放量飙升

上周兴蓉投资周成交额高达57.42亿元，同期该股累计涨幅高达19.65%，成为同期放量飙升的典型股票之一。

ST天龙成交量环比猛增210倍

上周ST天龙放量重挫，周累计跌幅达到9.16%，周成交量则高达3319万股，环比猛增21045%，在全部A股中高居榜首。

姚记扑克周振幅达34%

姚记扑克上周最高触及15.28元，最低触及11.10元，一周振幅高达34.68%，一举成为同期异动最为明显的股票。

二条稿：牛熊数字化

沪指上周五大涨2.14% 重塑市场预期

上周A股面临外围环境并不佳，比如说国际油价、金价断崖式跳水，让部分资金感受资产价格波动风险。 部分资金采取了观望策略。 同时，一季度GDP增速低于预期，从

而使银行、地产等投资产业链个股出现调整态势。 上周前四个交易日投资者心态普遍较为谨慎。

毕竟银行股、保险股等诸多大市值品种的估值水平处于相对低位区域，在此背景下，多头自然敢于护盘。尤其是当市场出现朦胧利好之际，护盘资金更易“人来疯”，加

大护盘力度。 在上周四收盘之后，传出RQFII、QFII等机构资金扩容甚至入市提速消息。 虽然未得到更多佐证，但这足以让护盘资金如遇春风，加大护盘力度，促使上周五平

安银行、民生银行等银行股高举高打，一扫前几个交易日的低迷。

受此驱动，上证指数上周五大涨2.14%，成交量也迅速放大，沪市量能接近1000亿元，市场预期渐趋乐观。 但是，由于宏观经济环境仍未有新的乐观信息出现，意味着A

股持续大涨市场基础尚未夯实。 上周五午市后的部分强势股明显有上冲乏力的迹象，比如说莱宝高科、安洁科技等智能手机产业链相关品种就欲振乏力，股价渐趋疲软。

因此，可以推测短线强势行情预期得以确立，但中期趋势能否持续反弹，尚需要后续经济数据支撑。

业绩驱动智能电网指数上周涨4%

陆续公布的2012年年报及2013年一季度季报显示，智能电网设备股业绩大多超预期，比如说智能变电设备的鑫龙电器、四方股份等品种业绩均超预期。 积成电子等智

能电网概念股的业绩成长趋势也较为乐观。 业绩高成长赋予估值复苏强大能量，进而牵引着相关股票股价持续回升。

智能电网设备股虽然可能会面临着国家电网拆分等传闻的困扰，但就产业需求来说，无论是国家电网抑或南方电网如何整合，但是特高压建设的力度有望提速的预期得

到市场认可。 因为我国环境质量恶化，使相关各方对沿海工业重心的环境予以了高度重视。 因此，目前上海等沿海城市的火电建设已不再新增，意味着这些工业负荷以及

民用负荷重心面临着电力不足的态势。缓解这一窘境最佳的方式就是从西南水电中心、华北以及西北等火电中心长距离输变电。这样就将我国的发电中心、负荷中心通过

特高压的长距离输变线路联接起来。其实，近年来已开始了大力度建设，比如说二滩电站向江苏、上海，淮北以及淮南煤电中心向上海输电线路均如此。这些长距离输变电

线路将成为智能电网设备股的产业增长点，有望牵引着此类个股业绩的持续高成长。 因此，智能电网概念股本周或将反复活跃并成为市场亮点。

创业板指上周反弹5.39%

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转型迫切性增强，目前A股敏感资金在仓位配置上渐有关注符合产业发展趋势品种态势。 比如说在4G产业引导下，我国移动互联网产业正处于爆

发的前夕，因此掌趣科技、吴通通讯等与4G产业密切相关的个股在近期明显受到资金青睐。 从4G产业发展前景来看，不仅仅是网速迅速提升，而且还在于声讯 、音频等增

值服务将步入到新的发展阶段。 随之而来的移动增值类产业将面临着新的发展契机，这可能是掌趣科技在近期持续得到资金青睐的原因。

当然，对于创业板来说，能够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的产业不仅仅是体现在新技术、新产业，而且还体现在新服务领域，尤其是契合我国人口发展方向领域。比如说我国老

龄化之后，对智能产业的发展将起到极大地促进作用，老龄化往往意味着劳动力成本提升，机器人等替代人口的产业在近期迎来景气周期。 再比如说老龄化之后，医疗服

务业也面临着新的发展契机，其中针对新病种或者传统药的抗药性，单抗业务发展势头迅猛，因此安科生物在近期得到资金青睐。 无论是单抗业务还是仿制药，在新药批

准之前，必须经历较长的新药研发周期，在此过程中，催生了为药企提供全过程服务的新药研制服务商，比如说泰格医药等个股近期明显有资金加仓。

在以上因素影响下，创业板指上周大幅反弹5.39%，且在日K线图渐有突破态势。 在我国经济结构转型背景下，创业板指在本周或成为A股一大亮点，其中新技术、新兴

服务类等品种有望继续领涨。

有色金属指数周跌幅达2.21%

上周五A股市场大力反抽，有色金属股也随之反抽。其中，稀土概念股、锗等小金属概念股出现了领涨格局。 但是，由于国际金价等商品价格在上周初的大跌，导致了 A

股有色金属股在上周一、上周二也随之急跌。上周五的有色金属股反弹并未能够完全收复失地，从而使得上周有色金属股下跌2.21%。有色金属指数在日K线图上形成一根

下影线较长的阴K线，目前来看，有色金属指数日K线图向下破位趋势仍未改变。

全球经济引擎有所改变，美国经济强劲复苏预期意味着全球经济增长引擎有望由原先的传统经济转向移动互联网、3D等新兴技术、新兴服务业、新能源。 这些产业对

资源消耗低，属于资源节约型经济，这其实也是近期国际市场的大宗商品价格悬崖式下跌直接推手。 因此，随着美国经济复苏趋势的进一步明朗化，不排除国际大宗商品

价格进一步走低的可能性。

我国经济正处于弱复苏状态，存在着产业结构转型的动能与压力。 一季度的GDP数据显示，单纯依靠M2增长对经济的刺激效应明显递减，需要予以产业转型。 一旦产

业转型，那么就意味着原先高耗能、资源依赖型经济增长模式随之改变，至少需要改善。在此背景下，对资源需求也在减少。近一年多来煤炭需求减少就是证明。 有色金属

股近期可能出现进一步调整，在操作上，建议投资者不抢反弹，并利用近期反抽进一步减持有色金属股。

（金百灵投资 秦洪，执业证书编号A121061202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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