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申万行业及风格指数表现

全市场估值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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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惕核心逻辑的拐点

□华泰长城期货研究所 尹波

本周市场呈现冲高回落走

势，周一和周二市场承接上周强势

格局，继续反弹，沪综指和沪深

300

指数日

K

线上一度收出五连阳，沪

综指周二更是一举站上

2300

点，

中小板和创业板继续飙升，但是下

半周市场在接连受到管理层提示

创业板风险、疲弱经济数据和海外

市场大幅调整的影响下出现调整，

周

K

线上收出一根十字星阳线，周

线上收出四连阳。经济数据疲弱打

压市场信心，符合我们一直以来强

调的市场的系统性机会有限的观

点，而中小板和创业板在经历了资

金的疯狂追逐后虽面临着监管风

险和估值泡沫的风险，但流动性和

政策面预期、低估值和业绩真空期

在中短期也为市场提供了一定的

支撑，震荡走势中可适度把握局部

机会。

汇丰银行周四公布的数据显

示，

5

月汇丰中国制造业

PMI

初值

为

49.6

，低于市场预期，较上月下

降

0.8

，为

7

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也是近

7

个月来首次跌破

50

的荣

枯线。 虽然

5

月是制造业传统淡

季， 但是主要指标持续下滑且步

入荣枯线之下， 再结合今年以来

经济数据的持续疲弱， 在中央政

府推出刺激计划意愿不强的情况

下， 未来经济继续下行的压力较

大， 经济弱复苏的预期未来被扭

转的概率在变大， 支撑市场维持

结构性强势的核心逻辑之一或面

临考验。

短期流动性受到季节性因

素的扰动大幅收紧，中期流动性

的逻辑近期也面临一定的考验，

未来需密切关注资金面走势。 今

年以来中小板和创业板的结构

性小牛行情的主要基础是流动

性偏宽松局面，如果流动性格局

生变，在缺乏系统性机会的情况

下， 结构性也会面临一定的压

力。 受到财税缴款、准备金率例

行补缴、月末效应和超储率下降

的影响，近期资金面呈现持续收

紧态势，

7

天期质押式回购利率

本周最高上冲至接近

4.45%

。 面

对资金面逐渐收紧的态势，央行

虽未立即停止公开市场回笼操

作以避免向市场传递出过多的

宽松信号， 但不断缩减操作规

模， 本周实现净投放

1280

亿元，

创春节以来净投放的单周最高

水平，“放水”呵护资金面的意图

也十分明显。 下周公开市场到期

资金有限，且银行体系还面临月

末考核等因素的影响，预计资金

面依然有一定压力， 而

6

月份公

开市场有到期资金

3260

亿元，

6

月份也会出现财政存款投放，届

时资金面压力应有所缓解。

实际上，我们认为未来资金

面所面临的最大不确定性来自于

外汇占款波动的冲击。 近一段时

间以来， 人民币即期汇率持续强

势， 金融机构外汇占款年初以来

持续大幅增长，以“外汇占款

-

贸

易顺差

-FDI

”口径衡量的“热钱”

持续流入， 这使得国内流动性偏

宽松局面获得有力支撑。 但未来

外汇占款和热钱流入在美元走强

的背景下如何演绎需要密切观

察。 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本周三在

向国会发表证词后的答问环节表

示， 美联储有可能会在未来的几

次货币政策制定会议上开始逐步

缩减“量化宽松”计划的规模。 而

同时公布的联储会议纪要也显

示， 多名美联储官员称其愿意最

早在

6

月

17

日和

18

日召开的下一

次货币政策制定会议上开始考虑

逐步削减“量化宽松”计划规模的

问题。

从技术走势和盘面表现来

看， 沪综指和沪深

300

指数近期

站上

60

日均线之后，均线形态明

显好转，量价配合也不错，在中

小市值个股活跃的同时，纺织服

装、酿酒食品和商贸零售等超跌

低估值板块近期均出现了一定

幅度的反弹， 表现并不落后大

盘，场内资金依然活跃。 从主力

席位持仓动向上来看，即使期指

连续上涨，主力席位逢高做空的

倾向也并不明显，而有所回调时

便积极逢低加多，虽然筹码锁定

性不好，却也透露出其对后市更

偏向于看涨的立场。

我们仍然认为市场的系统性

行情空间有限， 重点在于把握结

构性机会， 而这主要表现在超跌

低估值板块的估值修复和尚未到

业绩兑现期的成长股。 另一方面，

若市场的两个核心逻辑即经济弱

复苏预期和流动性偏宽松格局受

到削弱甚至一起逆转， 那么市场

的下行风险将会显著上升。 实际

上， 在经济偏弱而就业压力有所

凸显的背景下， 即使货币政策不

会大幅宽松， 但快速大幅收紧的

概率也不大。 流动性和政策面预

期、 低估值和业绩真空期中短期

均为市场提供了一定的支撑。 我

们相信， 小盘股确实有泡沫化的

倾向， 但在上述所提及的四个因

素的支撑下， 小盘股中短期去泡

沫化的压力不大， 结构性行情不

会立即熄火， 市场的下行风险有

所上升， 但短期也不宜立即转为

悲观。 期指操作策略上，我们继续

建议投资者以短线波段操作为

主，不宜过度追涨杀跌，而在短线

判断交易时可参考中金所主力席

位持仓变化情况。

创业板“单骑救主” 沪综指转危为安

□本报记者 曹阳

如今的

A

股显得十分割裂，

一边是创业板股票的牛气冲天，

一边是主板股票的暮气沉沉。不

佳的经济数据再次打击了投资

者对于周期股重振雄风的信心，

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开始抛弃低

估值的“便宜货”，追逐看似“高

贵”的创业板股票。周五的

A

股不

外如是，本欲冲高回落的沪综指

在创业板雄起的带动下喝了口

“汤”，重返升势。值得注意的是，

在经济数据低于预期的情况下，

沪综指已初步走出双底形态，未

来“创业板吃肉、主板喝汤”的格

局大概率延续。

创业板提气

沪综指转危为安

24

日，尽管日经指数仍在上

蹿下跳，并一度拖累沪综指冲高

回落，但在创业板强势雄起的推

动下，沪综指重返升势。

截至周五收盘，上证指数收

盘报

2288.52

点， 较昨日上涨

0.57%

；深成指报

9304.86

点，涨幅

0.42%

； 沪深

300

指数报

2597.23

点，涨幅

0.56%

。 中小板综指和创

业板指数分别上涨

1.63%

和

2.96%

。 沪深两市成交额显著下

降，两市成交

2018.3

亿元，较前一

交易日下降

335.7

亿元。

具体来看， 早盘沪综指以

2281.45

点高开， 随后震荡攀升

至

2292.60

点， 由于日股转涨为

跌，拖累沪综指冲高回落，最低

探至

2270.25

点， 午后创业板突

然发力， 带动资金重又活跃，沪

综指探底回升， 收盘报于高位，

上涨

0.57%

。

相较之下，创业板表现堪称

优异， 其中，

10

只创业板股票涨

停， 仅有

13

只创业板个股下跌，

且最大跌幅不超过

2%

。 截至

5

月

24

日， 创业板年内已累计上涨

50.42%

，其疯狂表现丝毫不逊于

美日股市。

行业表现方面，中信一级行

业指数全部收红， 其中传媒、国

防军工、电子元器件、计算机和

石油石化行业指数涨幅居前，分

别上涨

4.05%

、

2.72%

、

2.44%

、

2.43%

和

2.05%

。 食品饮料、房地

产、 银行和煤炭指数涨幅落后，

分别上涨

0.15%

、

0.23%

、

0.27%

和

0.38%

。从行业表现分布来看，

新兴产业和题材较为集中的行

业板块表现较好。 个股方面，沪

深两市共有

26

只非

ST

股涨停，其

中汇冠股份已连续第四个交易

日涨停。

小股票吃肉

蓝筹股喝汤

周五沪综指能够收获一根

阳线还是多少令投资者感到有

些意外。 毕竟根据以往经验，经

济数据的不佳与外围股市的动

荡都会对

A

股产生较为明显的负

面影响。

一方面， 周四公布的

5

月汇

丰

PMI

初值意外创七个月最低

水平，结束此前连续六个月扩张

的势头。

5

月汇丰制造业

PMI

初

值降至

49.6

，跌破荣枯线，预示

中国制造业生产增速继续放缓。

不仅如此，剔除季节性因素后，

5

月制造业景气度环比下跌

0.8

个

百分点，预示经济重回下降通道

的风险。

另一方面，伯南克证词隐含

了未来可能商议缩减美联储购

债规模的可能性，亦即缩减

QE3

的规模，这令全球投资者普遍担

忧量化宽松可能会提前退出。受

此影响，未来全球流动性可能出

现质的改变，即由此前的极度宽

松逐步收紧，这显然不利于风险

资产价格的继续上扬。而日本股

市周四的暴跌也印证了投资者

恐慌情绪在显著提高，及至周五

日股仍处于极度的不稳定状态，

从开盘最高上涨

3.61%

到盘中暴

跌至

3.5%

，日股大坐“过山车”，

虽然收盘上涨

0.89%

， 但巨大的

波动难免令惊魂未定的投资者

考虑是否还有进一步投资日股

的必要。

即便是在如此内忧外患的

情况下， 沪综指仍然能够上涨

0.57%

，的确值得称道，创业板的

表现更不必说。 一般而言，能够

解释当前沪深两市不同寻常表

现的原因无非是创业板的持续

上涨激发了市场的赚钱效应，已

经有越来越多的观望资金开始

进入创业板博弈高成长行情，创

业板的成交量始终维持在相对

高位。

这种格局的出现并不奇怪，

已经有迹象表明，管理层欲改变

以往单纯靠投资拉动经济的方

式来提高

GDP

，老生常谈的经济

结构转型大概率在

2020

年前实

现，而新兴产业与扩大内需相关

行业是下一步政策扶持的重点。

由于新兴产业与扩内需相关的

个股大多分散在创业板与中小

板中，在经济总量增长不会出现

大惊喜的一致预期下，投资者普

遍开始将资金调配至新兴成长

股，这也就直接造成了创业板小

盘股相对主板大盘股的高估值

溢价。

这一趋势未来或常态化，

“小股票吃肉、蓝筹股喝汤”的局

面短期难以扭转，而沪综指在经

过如此多利空冲击下仍能够企

稳或已表明沪综指此轮的二次

探底已经基本完成。若未来沪综

指在资金源源不断流入的背景

下能够持续震荡攀升，创业板和

中小板中的成长股将蕴含着巨

大的潜在收益。

沿寻城镇化主题 把握结构性机会

□南京证券 周旭 温丽君

本周， 尽管伯南克的讲话、

日经指数的大幅波动以及国内

创业板上市公司的风险提示，都

加大了市场的波动幅度， 但是，

经济数据不佳下，市场对于结构

性政策微调、新型城镇化的发展

前景依然给予了非常乐观的预

期，市场再度演绎如火如荼的结

构性行情，以创业板指为代表的

成长股持续受到资金的热捧。 后

市来看， 鉴于结构转型预期不

改，流动性总体依然相对宽松的

判断下， 资金对于符合政策导

向、未来成长性相对确定的成长

股或将继续维持高偏好，而产能

过剩、需求疲软的周期性品种仍

将难有系统性机会。

新型城镇化主题再升温

近期，围绕新型城镇化这

一主题的讨论持续升级，目前

来看，对于新型城镇化正逐渐

形成共识，即新型城镇化不等

同于过去的“造城运动”，与房

地产化更是截然不同，更多地

是强调“人的城镇化”以及“质

的城镇化”， 新型城镇化更多

的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尤其是

农民工也能享受到城里人一

样的公共服务，即教育、医疗、

卫生、养老等，而这意味着，数

亿农民能够真正意义上转化

为城镇人口，这无疑会释放更

大的市场需求。 可见，新型城

镇化更多地解释了未来经济

的发展引擎，解决的是动力问

题，而如何更为全面进行市场

化的经济体制改革，释放改革

的红利，持续发展经济，就成

为扫清发展障碍不可回避的

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 近期高层

在政策上已经动作频频， 各地

区在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上屡有

动作， 而发改委也发布 《关于

2013

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

工作的意见》，全面梳理了政府

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并

力求在行政体制改革、财税、金

融、投资、价格等领域改革以及

城镇化和统筹城乡相关领域上

改革有所突破， 从城镇化规划

要求上看， 主要目标在于实现

增强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吸纳

就业、人口集聚功能，并优先发

展中小城市综合改革， 有序推

进城乡规划、 基础设施和公共

服务一体化。

我们注意到，此前公布的广

东省城镇化规划中，已经超越了

局限于城市自身的发展来谈论

城镇化，明确地将之上升为全省

的城乡一体化方案， 我们认为，

作为改革的急先锋，广东省的做

法具有较强的指引意义，而从广

东省的具体方向上看，提升绿色

宜居水平、 推动智慧城市建设、

保护传承历史文化成为城镇化

规划的重点，我们认为，无论后

续全国城镇化规划如何演绎，节

能环保、智慧城市、文化传媒都

将是新型城镇化指引的重要方

向，今年以来这些板块已经持续

受到资金的关注，鉴于后续仍将

有相关政策持续出台，新型城镇

化主题的投资和炒作或依然方

兴未艾。

继续把握结构性机会

诚然， 经济数据再度验证

了经济复苏的缓慢势头，

5

月汇

丰

PMI

初值仅为

49.6%

， 七个月

以来首次回落至荣枯线之下，

这意味着， 二季度经济增长总

体仍难以乐观， 在没有更大的

刺激政策出台的背景下， 经济

增长的疲态尽显。 李克强总理

多次强调， 在结构转型大背景

下， 我们可以容忍较低的经济

增速， 也不会出台更多的逆周

期刺激政策。

站在一个更宏观的角度

下， 对于过去的一些调控的旧

思维或将发生一些根本的变

革， 总体调控政策将逐渐由此

前的需求管理全面转向供给管

理， 即致力于解除各种僵硬的

体制机制约束， 提高劳动、资

本、土地等要素市场效率，进一

步降低市场准入门槛、 降低税

负、 降低融资成本等一系列体

制机制改革，以促进市场竞争，

真正释放改革红利。

那么，可以期待的是，过去

基于需求管理下的房地产调控

政策或也将逐渐由当前愈演愈

烈的粗暴行政干预向长效机制

转变， 以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健

康发展，此外，更加可以期待的

是，一些传统的垄断领域，如能

源、通信、金融等也将逐渐向民

营企业开放， 以进一步激发市

场活力。

长期政策的指引方向总能

决定短期的市场投资， 作为非

常敏感的

A

股市场更是如此，年

初以来对于成长股的追捧，我

们认为不仅仅是投机， 更是对

于大方向的把握下的理性选

择，而我们一直强调的是，支撑

这种结构性机会的供求关系、

流动性因素没有发生根本变化

的情况下，那么，市场的这种结

构性特征就很难从根本上得以

扭转。

目前来看，能够影响这种趋

势性变化的因素，一是

IPO

，二是

美国

QE

政策的退出而导致全球

流动性环境发生根本扭转。但从

当前高层的动作来看，监管风暴

正在不断升级，伴随着必然进行

的新股发行制度改革，

IPO

或难

以快速重启，另外，基于全球经

济复苏的缓慢进程， 我们也认

为， 美国

QE

政策的退出也必将

是缓慢而谨慎的过程， 因此，流

动性推动下的对于成长股的追

捧或将继续演绎，而受益于新型

城镇化下的节能环保、 智慧城

市、文化传媒等相关主题以及存

在政策微调预期的房地产、建筑

装饰园林等品种也将有望继续

保持活跃。

强硬的“主心骨”撑起短线行情

□金百临咨询 秦洪

本周

A

股市场出现了宽幅震

荡的格局，周四在外围市场急跌

的影响下出现了跳水态势。 但

是，周五，

A

股再度企稳，创业板

指更是强硬回升。 那么，如何看

待这一走势格局成为市场关注

的焦点。

本周，不仅

A

股市场出现了

巨幅震荡， 而且全球股市也波

动剧烈。 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

诸多信息叠加后带来了巨大的

震荡能量。 首先，美联储关于退

出

QE

的预期在增强， 使得全球

资金需要重新配置投资对象，

进而使得全球股市出现了连锁

的暴跌走势， 而日经指数更是

急跌

7.31%

。 其次，

5

月份的汇丰

PMI

预览值降至

49.6

， 创七个月

最低水平。 这就意味着我国经

济复苏远低于预期， 这无疑再

度重创全球资本市场， 尤其是

铜、 橡胶等大宗商品市场的价

格走势。

而周五

A

股能够企稳回升，

则主要源于两方面的因素。 首

先，在短线快速下跌之后，技术

指标的乖离率增强，积蓄着短线

反弹的能量。 而且，全球经济仍

处于相对平稳的发展态势。 所

以， 短线的冲击能量释放后，有

部分资金开始逢低建仓，从而驱

动着

A

股震荡回稳。 其次，我国

经济数据虽然低于预期。 但是

4

月工业用电量

3083

亿千瓦时，同

比增长

7.66%

， 这一增速较

3

月

份的

3.23%

有较大幅度回升，这

就说明了我国经济增速虽然放

缓，但尚保持着相对健康的运行

格局。

与此同时，

A

股在企稳过程

中， 进一步证实了

A

股与宏观经

济预期之间存在着较强的逻辑

推理关系。值得注意的是，

A

股与

宏观经济预期存在联系，而非宏

观经济状况。因为宏观经济在近

期的确不振，但作为宏观经济晴

雨表的

A

股市场之所以能保持上

涨，主要是因为宏观经济的预期

从两个方面支撑着多头做多的

信心。

一方面， 虽然经济数据低

于预期， 但是却未出现过往一

旦经济数据不佳， 随之稳增长

舆论增强的现象。 反而出现了

积极主动调整经济结构， 培育

新兴产业的舆论导向， 这就说

明了我国未来宏观经济的预期

就是经济结构的改革红利，就

是创业板的红利。 所以，创业板

指在近期反复活跃， 成为市场

关注的焦点品种。

另一方面，我国原先的经济

增长模式对环境的压力大，因

此，改变经济增长方式，首先就

得考虑节能环保。故在近期节能

环保产业类品种得到了资金的

青睐，反复活跃，尤其是具有广

阔产业替代空间的

LED

产业股

更是强势，在周末再度成为涨停

板的摇篮。

总的来看， 诸多信息的叠

加，意味着

A

股市场拥有清晰的

产业演变脉络和清晰的主线，

这不仅仅会持续释放出源源不

断的做多能量， 而且还因为主

线的反复活跃所带来的赚钱效

应进而驱动新增资金跑步入

场。 所以，短线

A

股仍然保持着

沪综指围绕

2300

点反复震荡，

而创业板指数走势强劲的格

局。 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创业

板主升浪的来临， 也就意味着

创业板的短线风险也在聚集

中，毕竟越在主升浪，越意味着

短线涨幅过大、过快，因此，高

估值的压力也会增强， 甚至会

出现监管风险。

在操作中，我们建议投资

者 ： 一方面要关注创业板主

升 浪 所 带 来 的 短 线 做 多 契

机 ， 另一方面也要注意随时

可能出现的意外风险 。 从策

略上来看， 投资者应重点跟

踪两类创业板股， 一是关注

近期市场的主线品种 ， 比如

说

LED

产业股，影视娱乐产业

股，智能电子终端设备股等 。

二是对新能源产业股予以积

极关注， 因为一系列产业数

据显示光伏 、 风电等产业已

经进入拐点。

而就主板市场来看， 地产

股、券商股也可跟踪。 毕竟地产

行业的一季度销售数据非常靓

丽，短线的弹性有所增强。 而券

商股则是因为市场的反复活跃，

具有

A

股认购权证含义的券商股

的表现依然值得期待。

资金压力缓解 货币市场利率全线回落

□本报记者 葛春晖

在央行公开市场操作大

规模投放流动性的呵护下，银

行间市场资金面终于出现显

著好转。

5

月

24

日，银行间质押

式回购市场各期限回购利率

全线回落。

进入

5

月下旬，因财政缴款

引发的资金面季节性趋紧同往

年一样如期来袭，与此同时，叠

加上周公开市场净回笼

350

亿

元、 商业银行月末考核临近等

因素的共同影响， 导致货币市

场利率持续上扬。 截至

5

月

23

日，主流资金利率品种如隔夜、

7

天回购加权平均利率较上周

低点双双大涨约

150BP

，分别收

于

3.71%

、

4.22%

的月内高位水

平。 但值得庆幸的是，在资金面

拉响“干旱”警报之际，央行及

时伸出援手， 本周公开市场操

作实现

14

周以来的最大规模单

周净投放， 向银行间输送资金

1280

亿元， 市场流动性由此得

到明显改善。

5

月

24

日银行间质押式回购

市场上， 机构融出意愿显著回

升，推动各期限资金价格出现不

同程度下行。 截至收盘，隔夜回

购加权平均利率较上一交易日

下跌

19BP

至

3.52%

，成交量放大

161

亿元至

4557

亿元；

7

天回购加

权下降

6BP

，收于

4.16%

；跨月品

种

14

天回购加权则大降

50BP

，收

报

4.26%

； 此外，

21

天至

2

个月期

限的资金利率分别下行了

3-

24BP

。

市场人士表示，由于财政缴

款和月末考核等事项尚未结束，

而且下周公开市场到期量骤降

至

300

亿元令央行投放能力受

限， 当前机构情绪依然较为谨

慎，因此资金利率短期内可能还

会保持在相对高位水平。 但是，

从历史经验来看，随着财政缴款

接近尾声、商业银行超额储备趋

于完成， 预计在月底前的两、三

个交易日，即可见到资金利率的

显著回落。 特别是在跨月之后，

短期冲击消失、外汇占款延续增

长以及

6

月首周公开市场到期资

金量高达

2020

亿元等有利因素，

将赋予资金面进一步重回宽松

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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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场估值一览表

板块名称

市盈率

（

ＴＴＭ

，整体法）

预测市盈率

（整体法）

市净率

（整体法，最新）

预测

ＰＥＧ

（算术平均）

全部Ａ股

１４．０１ １０．８５ １．７３ ０．７０

沪深３００

１０．４７ ９．１２ １．４９ ０．６８

中小企业板

３５．０５ ２４．２４ ３．０８ ０．８７

创业板

５０．４３ ３２．５３ ３．６４ １．６０

中证２００成份

２６．３２ １８．３６ ２．２３ ０．９３

中证５００成份

３３．３９ ２０．１３ ２．４１ ０．８１

名称 现价 涨跌幅 ５日涨跌幅 年初至今

信息服务（申万）

１８９９．４１ ２．６７％ ５．８７％ ４２．５７％

电子（申万）

１７０７．２１ ３．１３％ ５．４２％ ４１．６９％

机械设备（申万）

３２７７．２３ １．５７％ ３．８９％ １６．０１％

信息设备（申万）

１２６０．１３ １．８３％ ３．７９％ ３２．２０％

综合（申万）

１７３２．７３ １．１１％ ３．２６％ １９．８３％

农林牧渔（申万）

１７３５．１７ １．３５％ ２．９１％ ７．４９％

交运设备（申万）

２８４５．９ １．３３％ ２．６２％ １６．２６％

商业贸易（申万）

２８００．８ ０．７５％ ２．１７％ ３．５４％

化工（申万）

１９３４．８１ １．３８％ １．９４％ １４．０７％

家用电器（申万）

２５４６．９２ ０．１４％ １．６１％ １９．３５％

轻工制造（申万）

１５２３．２２ １．３７％ １．５３％ １３．７３％

建筑建材（申万）

２５０９．０２ ０．８６％ １．２９％ ３．１２％

有色金属（申万）

３０８３．７１ １．１８％ １．１６％ －９．５２％

食品饮料（申万）

５１１６．８４ ０．１９％ １．０５％ －０．２０％

交通运输（申万）

１５４７．５３ ０．８５％ １．００％ ０．８９％

黑色金属（申万）

１７８０．２６ ０．２６％ ０．９３％ －４．９７％

餐饮旅游（申万）

２５８６．６９ １．３６％ ０．８３％ ５．９０％

房地产（申万）

２８７０．９５ ０．１７％ ０．６２％ ２．２７％

纺织服装（申万）

１５９７．０３ ０．７６％ ０．４１％ ５．０２％

医药生物（申万）

４６３６．７４ １．５３％ －０．０５％ ２７．７４％

金融服务（申万）

２３６０．１４ ０．４４％ －０．４８％ ３．４５％

公用事业（申万）

１９２６．３６ ０．６３％ －０．８４％ １６．４９％

采掘（申万）

３７５８．８５ ０．４０％ －１．０８％ －１２．１０％

申万一级行业指数一周表现

申万风格指数一周表现

名称 现价 涨跌幅 ５日涨跌幅 年初至今

活跃指数（申万）

３７．８８ ２．４０％ ６．４６％ －３．４２％

新股指数（申万）

１０５４．４９ ３．１５％ ４．４４％ １４．８５％

微利股指数（申万）

１７２７．７ １．５２％ ３．３２％ １９．５９％

高市盈率指数（申万）

９０２．２ １．８１％ ３．１２％ １９．１５％

小盘指数（申万）

２９６６．０４ １．５２％ ２．７７％ １６．９６％

高市净率指数（申万）

１２８４．９９ １．４５％ ２．５３％ １７．６０％

亏损股指数（申万）

１７４８．５４ １．４１％ ２．４４％ １１．７５％

中盘指数（申万）

２６２８．０４ １．５４％ ２．３９％ １５．６３％

高价股指数（申万）

２１３８．２３ １．１８％ １．４７％ ９．８６％

中价股指数（申万）

２６３８．６４ ０．９８％ １．０５％ １３．１８％

中市净率指数（申万）

２７７４．５７ ０．９９％ ０．９５％ ４．３４％

中市盈率指数（申万）

２１２４．７５ １．２８％ ０．７７％ ９．２２％

绩优股指数（申万）

３４８６．３ ０．４８％ ０．５７％ ５．８８％

低价股指数（申万）

４３９８．７３ ０．４９％ ０．５０％ ３．４７％

低市净率指数（申万）

３６１２．７ ０．５０％ ０．４３％ ３．６０％

大盘指数（申万）

２１６７．３７ ０．４４％ －０．１１％ ２．０１％

低市盈率指数（申万）

３８６０．８１ ０．２３％ －０．３２％ １．４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