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代码 名称 交易日期 成交价

折价率

（％）

成交量

（万股）

成交额

（万元）

００２４８１．ＳＺ

双塔食品

２０１３－８－１６ １０．００ －６．２８ ５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００２４８１．ＳＺ

双塔食品

２０１３－８－１６ １０．００ －６．２８ ７０．００ ７００．００

００２３７９．ＳＺ

鲁丰股份

２０１３－８－１６ ５．６７ －１０．００ ３６９．００ ２

，

０９２．２３

００２０６４．ＳＺ

华峰氨纶

２０１３－８－１６ ９．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９０．００ １

，

７１０．００

００２０６４．ＳＺ

华峰氨纶

２０１３－８－１６ ９．００ －１０．００ ６１０．００ ５

，

４９０．００

００２３９４．ＳＺ

联发股份

２０１３－８－１６ １２．００ １．９５ ２００．００ ２

，

４００．００

６０１８７７．ＳＨ

正泰电器

２０１３－８－１６ １８．９１ －１０．００ １８０．００ ３

，

４０３．８０

６０１１６６．ＳＨ

兴业银行

２０１３－８－１６ ９．１０ －９．５４ １５０．００ １

，

３６５．００

６０３７６６．ＳＨ

隆鑫通用

２０１３－８－１６ ７．３６ －８．９１ １５０．００ １

，

１０４．００

００２４７７．ＳＺ

雏鹰农牧

２０１３－８－１６ １０．８０ －９．６２ ５５．００ ５９４．００

６０３７６６．ＳＨ

隆鑫通用

２０１３－８－１６ ７．２８ －９．９０ ３１９．９７ ２

，

３２９．３７

００２３７９．ＳＺ

鲁丰股份

２０１３－８－１６ ５．６７ －１０．００ ２３１．００ １

，

３０９．７７

３０００９１．ＳＺ

金通灵

２０１３－８－１６ １０．２８ －４．３７ １００．００ １

，

０２８．００

６０００１６．ＳＨ

民生银行

２０１３－８－１６ ８．１０ －８．８９ １５０．００ １

，

２１５．００

３０００６１．ＳＺ

康耐特

２０１３－８－１６ １０．４７ －８．９６ ９０．００ ９４２．３０

３０００９５．ＳＺ

华伍股份

２０１３－８－１６ ９．４６ －９．０４ ４０．００ ３７８．４０

３００３３３．ＳＺ

兆日科技

２０１３－８－１６ １６．６１ ０．１８ ５０．００ ８３０．５０

６００４０９．ＳＨ

三友化工

２０１３－８－１６ ４．５０ －０．４４ ６７０．００ ３

，

０１５．００

３０００２７．ＳＺ

华谊兄弟

２０１３－８－１６ ３６．０９ －９．９８ ８００．００ ２８

，

８７２．００

００２２７５．ＳＺ

桂林三金

２０１３－８－１６ １４．８２ －１０．０２ ２１．００ ３１１．２２

６００４０９．ＳＨ

三友化工

２０１３－８－１６ ４．５０ －０．４４ ９２１．００ ４

，

１４４．５０

６００９９８．ＳＨ

九州通

２０１３－８－１６ １１．９０ －２．７８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１

，

９００．００

６００１１２．ＳＨ

长征电气

２０１３－８－１６ ９．３６ －８．５０ ３８０．００ ３

，

５５６．８０

６００４０９．ＳＨ

三友化工

２０１３－８－１５ ４．６０ ２．００ ８１７．００ ３

，

７５８．２０

上周部分大宗交易成交情况

代码 名称 异动类型

异动

起始日

区间股票成

交额（万元）

区间

涨跌幅

区间

换手率

０００００４．ＳＺ

国农科技 涨跌幅偏离值达

７％ ２０１３－８－１５ ６７１７．６１０９ ９．９７ ５．９８

０００００７．ＳＺ

零七股份 涨跌幅偏离值达

７％ ２０１３－８－１２ １０６４９．４６５４ －６．５１ ４．１４

００００１０．ＳＺ ＳＴ

华新 连续三个交易日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１２％

的

ＳＴ

证券、

＊ＳＴ

证券和未完成股改证券

２０１３－８－１４ ５３８９９．３２８５ １２．８９ ２９．５９

００００３２．ＳＺ

深桑达

Ａ

涨跌幅偏离值达

７％ ２０１３－８－１６ ６５１１．４９２７ ５．０８ ３．２１

００００６２．ＳＺ

深圳华强 涨跌幅偏离值达

７％ ２０１３－８－１４ １８５５２．８９７２ ９．９５ ２．９６

００００６２．ＳＺ

深圳华强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２０％ ２０１３－８－１４ ６１９２３．２２０７ ２０．９３ ９．１６

００００６２．ＳＺ

深圳华强 涨跌幅偏离值达

７％ ２０１３－８－１５ ４３３７０．３２３４ ９．９８ ６．２１

０００１５６．ＳＺ

华数传媒 换手率达

２０％ ２０１３－８－１３ ３５７５６．７２９２ ４．４４ ２０．６６

０００１５６．ＳＺ

华数传媒 换手率达

２０％ ２０１３－８－１５ ５６８２２．３３８７ ４．３３ ３１．３４

０００１５６．ＳＺ

华数传媒 换手率达

２０％ ２０１３－８－１６ ４１８２３．５５７３ －３．６２ ２３．０９

０００４１９．ＳＺ

通程控股 涨跌幅偏离值达

７％ ２０１３－８－１５ ３４１６９．２１４４ １０．０２ １１．０５

０００５１７．ＳＺ

荣安地产 涨跌幅偏离值达

７％ ２０１３－８－１４ １１２１２．４１０７ ９．９２ ９．０７

０００５４５．ＳＺ

金浦钛业 换手率达

２０％ ２０１３－８－１２ ３１２３０．１７１８ ５．１９ ２４．５５

０００５４５．ＳＺ

金浦钛业 换手率达

２０％ ２０１３－８－１３ ４１５５９．０８４６ ６．１９ ３０．７５

０００５４５．ＳＺ

金浦钛业 换手率达

２０％ ２０１３－８－１４ ２９６４０．７７４８ －０．９３ ２１．９５

０００５４５．ＳＺ

金浦钛业 涨跌幅偏离值达

７％ ２０１３－８－１５ ２７１７５．７６９９ ９．９７ １８．５８

０００５４５．ＳＺ

金浦钛业 涨跌幅偏离值达

７％ ２０１３－８－１６ ５０５８７．５０７９ －９．６９ ３４．３６

０００５４５．ＳＺ

金浦钛业 换手率达

２０％ ２０１３－８－１６ ５０５８７．５０７９ －９．６９ ３４．３６

０００５４５．ＳＺ

金浦钛业 振幅值达

１５％ ２０１３－８－１６ ５０５８７．５０７９ －９．６９ ３４．３６

０００５５２．ＳＺ

靖远煤电 涨跌幅偏离值达

７％ ２０１３－８－１２ ２９２６５．１３５３ １０．０５ ７．９９

０００５５４．ＳＺ

泰山石油 涨跌幅偏离值达

７％ ２０１３－８－１６ １００５０．６７８９ ７．６１ ６．６５

０００５５５．ＳＺ＊ＳＴ

太光 连续三个交易日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１２％

的

ＳＴ

证券、

＊ＳＴ

证券和未完成股改证券

２０１３－８－８ ２０９．４２１３ １５．７３ ０．１７

０００５５５．ＳＺ＊ＳＴ

太光 连续三个交易日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１２％

的

ＳＴ

证券、

＊ＳＴ

证券和未完成股改证券

２０１３－８－１３ ７２８．８３５８ １５．７５ ０．５０

０００５５５．ＳＺ＊ＳＴ

太光 涨跌幅偏离值达

７％ ２０１３－８－１６ ８６３．２９５７ ５．００ ０．５５

上周交易异动的部分股票

沪深两市上周资金流向

上周行业板块资金流向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周涨幅

（％）

净流入资金

（万元）

成交额

（万元）

连红天数

资金流向

占比（％）

６０００１６．ＳＨ

民生银行

７．１３ ５２６３５．２８ ９１７５６４．９９ ２ ０．２６

６０１３１８．ＳＨ

中国平安

４．１５ ５２３２７．８０ ７４６３６１．６３ ７ ０．３２

６０１１６６．ＳＨ

兴业银行

９．７８ ３９６００．７７ １１０１４６７．７９ －２ ０．２４

６０１６０１．ＳＨ

中国太保

４．６２ ２３０５５．３３ １９８８４９．４４ ５ ０．２２

６００４０６．ＳＨ

国电南瑞

７．２６ ２１８０８．２７ ２１１８７１．７７ ５ ０．６３

６０１００６．ＳＨ

大秦铁路

９．８８ ２０１８０．９６ ２２２１６８．９８ ２ ０．２０

６０００００．ＳＨ

浦发银行

３．７５ １９３８６．１９ ６０００３４．５２ ２ ０．１５

６００３０９．ＳＨ

万华化学

６．９５ １８６４５．６７ ２３２１２５．４７ ２ ０．４９

０００００１．ＳＺ

平安银行

７．４１ １６２１７．６９ ７１９１７７．４４ １ ０．１７

６００７４１．ＳＨ

华域汽车

１５．６６ １４４９３．４９ １９２６２３．７５ ４ ０．６０

６００５１９．ＳＨ

贵州茅台

０．９１ １３４６２．４０ ２４３０９４．５１ －１ ０．０７

６００５８５．ＳＨ

海螺水泥

２．０６ １２９９８．６６ ２６９６０４．５０ －２ ０．２０

６０００３６．ＳＨ

招商银行

２．８１ １２０４４．４７ ４３８１００．４２ １ ０．０６

６００６４４．ＳＨ

乐山电力

６．１２ １１６５０．９３ ８４４１８．６７ ６ ４．４９

００２４３２．ＳＺ

九安医疗

９．７０ １１６１３．６２ １１６９６０．９１ ２ ２．６８

６０１０８８．ＳＨ

中国神华

３．０９ １１４６１．７６ ２３７９５０．０７ １ ０．０４

６００４８９．ＳＨ

中金黄金

４．００ １０６０７．１５ １７５６８５．２２ ２ ０．３６

６００７５６．ＳＨ

浪潮软件

８．０５ １０５１３．２７ １０５３０２．０３ １ ３．４６

６０１２３３．ＳＨ

桐昆股份

２３．２０ １０３３３．９６ ５８０６０．９８ ５ ３．１７

０００８００．ＳＺ

一汽轿车

２．３０ １０３１１．２９ ３１４２６２．６１ －１ ０．４８

００２３５５．ＳＺ

兴民钢圈

１２．３３ １０１７７．７１ １０５５３０．２１ ８ ２．２８

６００８６９．ＳＨ

三普药业

２４．３０ ９５５７．３２ ８７１７０．１０ ２ ２．８４

６０１３２８．ＳＨ

交通银行

２．０８ ９５３３．１６ １７３５８６．６４ ２ ０．０７

６００１５７．ＳＨ

永泰能源

５．６１ ９４４４．８７ ３３６８３９．９３ －２ ０．９１

６０００４８．ＳＨ

保利地产

１．３８ ９２８５．１６ ３１９７８９．９３ －３ ０．１１

０００６５１．ＳＺ

格力电器

－０．７４ ９１２３．５９ １８６９１６．４１ ４ ０．１１

６０００２８．ＳＨ

中国石化

２．９６ ８７１８．８５ １３１１６４．３２ ６ ０．０２

０００９３３．ＳＺ

神火股份

１３．０９ ８３２２．８９ １１２５８９．６３ ３ ０．７３

６０１６６８．ＳＨ

中国建筑

３．１１ ８３１０．０２ ２１２７６４．７１ ２ ０．０８

６０１２８８．ＳＨ

农业银行

１．６３ ８０８２．００ １３２２９１．４８ ２ ０．０１

６０１３３６．ＳＨ

新华保险

３．１４ ８０３５．２３ １３１４３９．８８ １ ０．３１

６０００８９．ＳＨ

特变电工

２．４７ ７９０６．１８ ２３０３７５．４２ １ ０．３５

０００８５８．ＳＺ

五粮液

５．１３ ７８２８．１７ ３４００３４．８７ ２ ０．１０

０００７２５．ＳＺ

京东方

Ａ １．３９ ７６１３．７２ １５９６９４．８８ ３ ０．３０

６００５３６．ＳＨ

中国软件

２７．２１ ７４２７．２３ １０９０８１．５５ ４ １．３５

６００４９７．ＳＨ

驰宏锌锗

９．０７ ７４１６．８５ １４９１６１．７１ ９ ０．４１

６０１７６６．ＳＨ

中国南车

２．２２ ６９１６．３０ １２０２２３．０８ ２ ０．１６

６０１６２８．ＳＨ

中国人寿

２．７６ ６８３７．２１ １４４１０７．４４ １ ０．０２

６００７１８．ＳＨ

东软集团

６．００ ６８１２．５５ １１４５８２．５６ ４ ０．４７

６００１９９．ＳＨ

金种子酒

４．５４ ６７９３．０５ １３８９１３．０７ ２ ０．９１

上周资金净流入居前股票

本周推荐关注行业情况一览

本周市场情绪指数（★表示看多，○表示看平，☆表示看空）

券商名称

本周

趋势

中线

趋势

本周

区间下限

本周

区间上限

市场情绪 星级 情绪指数

综合

指数

五矿证券 多 多

２０５０ ２１５０

强烈看多

★★★★ ８０％

３５％

西南证券 多 多

２０５０ ２１５０

强烈看多

★★★★ ８０％

东吴证券 平 平

２０００ ２１００

看平

○ ５０％

国都证券 平 空

１９９０ ２０９０

谨慎看空

☆ ４０％

太平洋证券 空 多

２０００ ２１００

微弱看空

☆☆ ３０％

民生证券 空 平

２０００ ２１００

微弱看空

☆☆ ３０％

财通证券 空 空

２０００ ２０９０

微弱看空

☆☆☆ ２０％

申银万国证券 空 空

２０００ ２０８０

强烈看空

☆☆☆☆ １０％

华泰证券 空 空

２０００ ２０８０

强烈看空

☆☆☆☆ １０％

新时代证券 空 空

１９５０ ２１００

极度看空

☆☆☆☆

☆

０％

国内券商多空观点基本情况一览

券商名称 本周趋势 中线趋势 本周区间 本周热点

新时代证券 空 空

１９５０－２１００

中低价股

华泰证券 空 空

２０００－２０８０

小市值股票

东吴证券 平 平

２０００－２１００

酿酒食品

信达证券 本周未发表观点

国都证券 平 空

１９９０－２０９０

无

五矿证券 多 多

２０５０－２１５０

节能环保、电子信息

西南证券 多 多

２０５０－２１５０

铁公基、房地产

太平洋证券 空 多

２０００－２１００

成交量

光大证券 本周未发表观点

财通证券 空 空

２０００－２０９０

煤炭、建材、节能环保

申银万国证券 空 空

２０００－２０８０

小盘题材股

民生证券 空 平

２０００－２１００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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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０００７９．ＳＨ

人福医药

２０１３－８－１９ ９５７．６１ ４６１３５．００ ３２０９．３６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６００８８２．ＳＨ

华联矿业

２０１３－８－１９ ６８３７．２４ ２８２０９．８８ １１７１３．９２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３００２５７．ＳＺ

开山股份

２０１３－８－１９ １２３６．００ １５８５４．８７ ２７０４５．１３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３００３４７．ＳＺ

泰格医药

２０１３－８－１９ ２９５６．３４ ５６３６．３４ ５０４３．６６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６０１９０１．ＳＨ

方正证券

２０１３－８－１９ ３４７５．２８ ３４９６７７．１６ ２６０３２２．８４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６０３００３．ＳＨ

龙宇燃油

２０１３－８－１９ １３６１．１４ ６４１１．１４ １３７８８．８７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６００８９１．ＳＨ

秋林集团

２０１３－８－１９ １４．５９ ２６６１９．２１ ５９３３．６８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６０１８１８．ＳＨ

光大银行

２０１３－８－１９ ２１５００００．００４０４３４７９．００ ０．００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００２４６３．ＳＺ

沪电股份

２０１３－８－１９ ４９３５４．１６ １３９４１５．０３ ９８．２８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３０００２６．ＳＺ

红日药业

２０１３－８－１９ １４．０４ ２５１０５．８６ １２２９１．３７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００２４６２．ＳＺ

嘉事堂

２０１３－８－１９ ２０９．９４ １９５２４．９７ ４４７５．０３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０００７２６．ＳＺ

鲁泰

Ａ ２０１３－８－１９ ３．６０ ５５６８２．３４ ５１０．２０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００２４６１．ＳＺ

珠江啤酒

２０１３－８－１９ ５４０３４．３７ ６８０１６．１０ ０．０８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６００８７１．ＳＨ Ｓ

仪化

２０１３－８－２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００ ２３００００．００

股权分置对价股份

３００００５．ＳＺ

探路者

２０１３－８－２０ ４７．９７ ２２６２３．２７ １９６９６．００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３００１０７．ＳＺ

建新股份

２０１３－８－２０ ９０００．００ １２９３０．００ ４５０．００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６００６８８．ＳＨ Ｓ

上石化

２０１３－８－２０ ３６０００．００ １０８０００．００ ３７９０００．００

股权分置对价股份

３００１０５．ＳＺ

龙源技术

２０１３－８－２１ ２１３８４．００ ２８５１２．００ ０．００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３００３５０．ＳＺ

华鹏飞

２０１３－８－２１ ２４５．０５ ２４１２．０５ ６２５４．９５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３００１５７．ＳＺ

恒泰艾普

２０１３－８－２２ １１５９．８３ ２２２４７．７８ １４６８４．９７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６０３３９９．ＳＨ

新华龙

２０１３－８－２３ ２６１１．００ ８９４７．００ １６３８９．００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３０００６９．ＳＺ

金利华电

２０１３－８－２３ ３１．２５ ５４８８．５６ ６２１１．４４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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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信息

一周牛熊数据

上证指数日K线3连阴

上周A股市场跌宕起伏，在出现了红色星期一之后，多头节节后撤，空头迅速反扑，使得上证指数的重心节节下移。但在上周五，空头却在盘中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惨败格局。这主要是因为光大证券的乌龙指事件，让权重股在盘中一度冲击涨停板，从而驱动着上证指数在盘中脉冲至2198.85点，在期指做空的资金的确有爆仓的可能性。但可惜的是，后续买盘跟进乏力，大盘无奈再度下跌。上证指数让市场参与者目睹了有生以来罕见的单日脉冲行情后，收出了持续3连阴的K线组合，且上周五的上影线达120余点，与6月25日长达100点的下影线形成了巧合般的对称走势。

如此的走势就说明了短线A股市场的筹码锁定性能强。仅仅一个券商的失误操作，仅仅数十亿元的买盘，就可以让招商银行等大市值个股冲击涨停板，反映市场的盘面较轻。这也就意味着，在后续走势中，只要略有买盘，A股仍有强硬回升的可能性。

更何况，经济数据也相对乐观。一是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比如说铁矿石价格上涨了30%等，这些数据的背后隐含着我国经济企稳，企业补库存的力度在增强。二是1月、2月、3月、4月、5月、6月、7月的用电量分别增长5.48%、5.48%、4.25%、4.86%、4.88%、5.14%、8.8%，如此的数据不难描绘出我国经济的确处于稳定的回升态势中，这至少表明当前A股并不会出现新的黑天鹅，从而提振了多头的做多底气。因此，可以预期的是，本周一在消化完上周五乌龙事件的止损盘之后，仍有低位企稳的可能性。

上海钢联大涨38.65%

由于电子商务可以较大程度地降低交易成本，提升经营效率，所以电子商务近年来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近期更是得到了政策面的全方位支持。比如日前发布的《关于促进信息消费扩大内需的若干意见》就从基础设施到消费内容，从环境建设到政策优惠均给予了全方位支持和保障。分析人士认为，这意味着电子商务平台行业迎来了新产业政策春风。

受此影响，电子商务平台在上周出现了第二波涨升行情。其特征主要有两个：一是龙头股上海钢联出现了第二波拉升行情，上周大涨38.65%；二是电子商务平台概念股迅速蔓延，凡是拥有商贸网络平台业务的相关个股均获得了资金追捧，比如长江投资、物产中拓、芜湖港等个股。如此的态势就说明了电子商务概念股已全面发酵，进入到主升浪。

而从以往惯例来看，一旦某板块进入到主升浪以及热点蔓延之际，那么不管主营业务是什么，只要涉足当前热门题材，股价就会上涨，同时也昭示着此类个股的股价已进入到炒作的尾声。也就是说，主升浪其实也是主流资金拉高出货浪。所以，越是大涨，越意味着浮筹开始增多，短线抛压开始增强。

更何况，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电子商务具有赢家通吃的态势。也就是说，只有行业的龙头老大才可以获得业绩持续高成长的能量，行业内的其他企业很难望其项背。这其实在相关上市公司的业绩轨迹中得到了佐证，比如说生意宝、上海钢联等相关电子商务平台股的业绩处于回落的态势。既如此，作为市场参与者，的确需要对电子商务平台概念股予以谨慎。

小贷典当指数上涨3.66%

当前A股市场所背靠的宏观经济，出现了货币政策增量对经济驱动力的效应在递减的态势。比如，自2012年上半年以来，信贷增速有所提速，但是宏观政策仅仅在2012年的三季度、四季度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升，在2013年一季度再度增速放缓。如此的信息就引起了相关各方的重视，也就有了“用好增量，盘活存量”的货币政策思路。对于盘活存量，有分析人士指出，主要是放松管制，进一步释放出金融的潜能，以支持经济的快速发展。如此态势，就意味着金融创新、金融改革有望成为未来一段较长时间的货币政策导向，这自然引发嗅觉历来敏锐的热钱们的重视，他们认为金融创新将是盘活存量的突破口，因此热钱竞相涌入，也就使得金融创新概念股成为近期热钱追捧的热点。

更为重要的是，金融改革概念股不仅仅获得A股热钱的追捧，而且走出国门，同样受到境外资金的追捧。中概股鲈乡农村小额贷款（CCCR）于美国东部时间8月13日以每股6.5美元，发行137万股普通股，正式在纳斯达克交易，成为第一家在美上市的小额信贷公司。在第二个交易日单日上涨94.84%，成为市场热议的焦点，如此的热浪进一步波及到A股，所以，A股的小贷概念股为核心的金融改革概念股再度受到追捧，小贷典当指数随之大涨3.66%。

如此的走势就说明了当前金改的确已成为刺激经济增长的一个较为清晰的思路。所以，小贷典当概念股有望持续得到存量资金的追捧，从而出现股价反复活跃的态势。其中，金山开发、大众交通、友阿股份、通程控股等个股的表现仍可期待。

建材指数小涨0.47%

从权威媒体的相关报道来看，稳增长已经列于调结构之前，说明了稳定经济增长预期的迫切性已超跃了调结构。这就意味着传统产业股的确面临着一定的经济复苏预期的驱动力量。毕竟稳增长，除了政府加大采购信息服务等产品之外，还可以进一步完善铁路等基础设施的布局，所以，未来的投资产业链也将面临着一定的复苏能量。受此影响，以水泥为核心的建材股在近期反复强势，建材指数在上周上涨0.47%。

更为重要的是，水泥产品价格出现了淡季提价的态势。据报道，广东珠三角地区水泥主导企业塔牌、光大计划近期提价，高标号涨幅或在30元/吨，低标号15元/吨。与此同时，中国水泥网数据显示，浙江、江苏、安徽、上海、江西等地区，水泥的需求在传统的淡季出现了火热的行情，并引发价格迅速上涨，其中，浙江水泥价格上涨幅度达到20%－30%。这些都是淡季超预期的情况。

因此，业内人士认为，9月份是水泥等建材行业的传统旺季，如此就意味着水泥等建材产业的市场需求会迅速增加。但由于水泥等建材行业正在厉行淘汰落后产能，如此就使得供给端萎缩，供给一旦失去平衡，那么在旺季来临之际，水泥等建材价格将进入快速上升通道。所以，建议投资者密切关注水泥等建材股，其中，塔牌集团、海螺水泥、尖峰集团、华新水泥等所在的华东、华中、华南区域供需情况较好的个股尤其可以跟踪。（金百临咨询，秦洪，执业证书编号A1210208090028）

（边栏，配2-3图）一周多空分析

做空情绪蔓延回挡空间有限

西南证券张刚刘浩

上周末有10家券商发表了对后市的看法，其中看多的2家，看空的6家，看平的2家。与前一相比，共有4家券商改变了其对后市的观点，华泰证券和民生证券对本周趋势由多翻空，华泰证券对中线趋势也转为看空；太平洋证券对本周趋势由上周的看平转为看空；财通证券对中线趋势由多翻空。本周市场情绪综合指数为35%，表明市场对本周大盘走势较为悲观。

对本周持看空观点的6家券商，其论据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其一，资金面上，再融资和IPO开闸的“双重夹击”使场内资金承压，短期回购利率持续走高，流动性维持紧平衡，难以支持大盘放量走强。其二，热点上，周期性板块和主题投资未形成共振，蓝筹股上涨动力不足，持续性不强；创业板上行动力缺失，后市风险释放压力大，市场热点开始退潮。其三，空头对基本面持三类观点，一是认为市场对经济回暖持怀疑态度，二是认为实体经济能否持续回升尚需确认，三是认为市场对经济数据和稳增长政策的利好已反应充分。其四，从技术面看，短期市场存在回调整理的内在需求，但回挡空间不会太大。

此外，空头太平洋证券在展望上周时总结：上周五“乌龙指”事件或促使监管层对券商的监管核查进一步趋严，从而影响其新业务进展，给市场造成一定利空效应，并对蓝筹板块造成拖累，打击市场人气。

持看平观点的东吴证券分析指出，再融资、IPO以及创业板解禁将压制多方热情，技术面显示60日均线的争夺非一蹴而就，短期不排除上周五的跟风盘在本周一止损出局带来的调整压力，但调整空间不大，多空巷战将持续。除月末资金面或逐步趋紧、市场风格切换难以奏效外，持看平态度的国都证券还预计煤炭、有色等周期性行业的公司业绩在三季度仍难以好转，多数机构将向下修正业绩预测（国都证券看空中线趋势）。

本周多头代表为五矿证券和西南证券。对于周五的“乌龙指”事件，五矿证券的看法相对乐观，其认为这或许是一次向上突破的预演，另外，外围市场的转暖和政策对投资的引导将为A股提供支撑和上行力量。西南证券对市场流动性持不同观点，其认为近期人民币恢复升值走势，外汇占款或出现增长，从而消除资金面紧张的预期。同时，西南证券预计本周四公布的汇丰中国8月PMI初值将继续释放利好效应，促成大盘延续升势。

上周A股市场累计净流出222亿元

□

本报记者 王朱莹

8

月

12

日至

8

月

16

日， 大盘呈

现冲高回落的趋势， 全周小幅上

涨

0.79%

。 上周五个交易日，

A

股

市场累计净流出

221.54

亿元，上

周获得增量资金驰援的仅有金融

服务、交通运输、采掘和黑色金属

板块。分析人士认为，金融服务板

块得到资金增援与周五 “光大证

券事件” 相关， 后续或有回调风

险，而采掘、钢铁板块的走强显示

了投资者对于经济复苏的乐观预

期。 上周五的事件也使投资者看

到，市场并不缺乏资金，缺乏的只

是使资金介入的契机和理由。

存量资金大出逃

上周， 大盘在前两个交易日

持续反弹之后拐头向下， 全周小

幅上涨

0.79%

。在光大证券事件的

作用下，周

K

线留下了一根长长的

上影线。

Wind

资讯显示， 上周五个交

易日

A

股仅在周一获得

19.63

亿元

的资金净流入， 使日大盘大涨

2.39%

或

49.04

点。 此后四个交易

日，市场持续呈净流出状态，且净

流出资金与日俱增，

4

日累计净流

出

241.17

亿元，扣除上周一净流入

资金量， 全周累计净流出资金额

高达

221.54

亿元，日均净流出金额

高达

44.31

亿元。其中，全周开盘累

计净流出金额为

51.99

亿元， 比尾

盘净流出金额多出

18.12

亿元，显

示投资者逢高出逃的意愿较强，

也反映了当前弱市环境下， 市场

信心不足，整体呈谨慎状态。

从板块角度看， 上周获得增

量资金驰援的仅有金融服务、交

通运输、采掘和黑色金属板块，金

额分别达

19.78

亿元、

1.11

亿元、

8507.96

万元和

2748.73

万元。 其

中，金融服务板块独自“进账”近

20

亿元当与

8

月

16

日令市场震撼

的光大证券事件相关， 在高位吸

引了资金入注的金融板块， 后续

宜防范回调风险。

从净流出角度看，共有

9

个板

块资金净流出金额超过

10

亿元，

尤以医药生物、信息服务、电子板

块 “失血” 最为严重， 分别高达

51.95

亿元、

34.41

亿元和

25.29

亿

元。

Wind

数据显示，年初以来，信

息服务、 电子和医药生物指数涨

幅分别高达

61.35%

、

34.76%

和

29.97%

， 位居各行业指数前四之

列， 近期上述三个板块出现回调

应为获利回吐使然， 短期内获利

盘资金持续出逃的概率依然较

大。从个股来看，资金净流入最多

的股票依次是民生银行、 中国平

安、 兴业银行、 中国太保等金融

股；净流出最多的是中国化学、国

中水务和鹏博士等。

大盘反弹之路坎坷

自

6

月

25

日上证综指最低下

探至

1849.65

点，创下阶段新低之

后， 市场步入超跌反弹， 截至上

周，累计涨幅为

5.36%

。 但从大盘

趔趄的反弹脚步来看， 市场资金

整体呈现谨慎观望态度。向下，大

盘跌至今日，下行空间显然不大，

且有政策面托底； 向上， 资金匮

乏， 金融服务在去年

12

月底至今

年年初的行情中已消耗多方大量

弹药，想再起一波攻势实为不易。

不过，分析人士认为，对比多空筹

码， 大盘后续震荡上行的可能大

于向下。

从利空层面看， 目前最大的

利空因素无疑是上周五发生的

“光大证券”事件。

8

月

16

日早盘，

市场成交量突然大增

53%

， 使沪

指一度实现自

2009

年

3

月以来的

最大盘中涨幅， 事后查明为光大

证券的一指乌龙。 这暴露了券商

风险控制系统存在的漏洞， 也使

市场出现多种猜测。 在当日的上

涨中， 有不少跟风盘误以为有重

大利好即将出台， 市场风格将从

“八二”转换为“二八”，于是纷纷

跟随买入权重蓝筹股， 创业板指

数急剧下跌。 随着事件调查进一

步深入，市场信心必定摇摆，在后

续难见利好支撑的背景下， 追涨

权重股的投资者持股不坚， 将对

市场造成一定利空。

从利好层面看，一方面，大盘

在经历了长达数年的下跌后创出

新低，技术层面存在一定超跌反弹

需求；另一方面，中国经济持续疲

软，倒逼“稳增长”政策相继出台，

政策面利好引导市场信心有所修

复。 相关经济数据显示，二季度我

国经济有所好转，管理层“稳增长”

基调确定，部分政策已显示出利好

效应。 从近期黑色金属、采掘等上

游板块走势可以看出，部分投资者

对于经济增长预期向好。

整体而言， 上周五的利空因

素在当日午后的下跌中已得到一

定程度的释放， 后续影响相对有

限。从另一个层面看，上周五的事

件也使投资者看到， 市场并不缺

乏资金， 缺乏的只是使资金介入

的契机和理由。 当政策面利好真

正转化为实体经济利好之时，增

量资金便将迅速驰援，但短期内，

这一景象还需等待。

做空情绪蔓延 回档空间有限

□

西南证券 张刚 刘浩

上周末有

10

家券商发表了对

后市的看法， 其中看多的

2

家，看

空的

6

家，看平的

2

家。与前一周相

比，共有

4

家券商改变了其对后市

的观点， 华泰证券和民生证券对

本周趋势由多翻空， 华泰证券对

中线趋势也转为看空； 太平洋证

券对本周趋势由上周的看平转为

看空； 财通证券对中线趋势由多

翻空。 本周市场情绪综合指数为

35%

， 表明市场对本周大盘走势

较为悲观。

对本周持看空观点的

6

家券

商， 其论据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

面。 其一， 资金面上， 再融资和

IPO

开闸的“双重夹击”使场内资

金承压，短期回购利率持续走高，

流动性维持紧平衡， 难以支持大

盘放量走强。 其二，热点上，周期

性板块和主题投资未形成共振，

蓝筹股上涨动力不足， 持续性不

强；创业板上行动力缺失，后市风

险释放压力大， 市场热点开始退

潮。其三，空头对基本面持三类观

点， 一是认为市场对经济回暖持

怀疑态度， 二是认为实体经济能

否持续回升尚需确认， 三是认为

市场对经济数据和稳增长政策的

利好已反应充分。其四，从技术面

看， 短期市场存在回调整理的内

在需求，但回档空间不会太大。

此外，空头太平洋证券在展

望上周时总结：上周五事件或促

使监管层对券商的监管核查进

一步趋严，从而影响其新业务进

展， 给市场造成一定利空效应，

并对蓝筹板块造成拖累，打击市

场人气。

持看平观点的东吴证券分析

指出，再融资、

IPO

以及创业板解

禁将压制多方热情， 技术面显示

60

日均线的争夺非一蹴而就，短

期不排除上周五的跟风盘在本周

一止损出局带来的调整压力，但

调整空间不大，多空巷战将持续。

除月末资金面或逐步趋紧、 市场

风格切换难以奏效外， 持看平态

度的国都证券还预计煤炭、 有色

等周期性行业的公司业绩在三季

度仍难以好转， 多数机构将向下

修正业绩预测 （国都证券看空中

线趋势）。

本周多头代表为五矿证券和

西南证券。对于周五的事件，五矿

证券的看法相对乐观， 其认为这

或许是一次向上突破的预演，另

外， 外围市场的转暖和政策对投

资的引导将为

A

股提供支撑和上

行力量。 西南证券对市场流动性

持不同观点， 其认为近期人民币

恢复升值走势， 外汇占款或出现

增长， 从而消除资金面紧张的预

期。同时，西南证券预计本周四公

布的汇丰中国

8

月

PMI

初值将继

续释放利好效应， 促成大盘延续

升势。

上证指数日K线

3

连阴

上周

A

股市场跌宕起伏，在出

现了红色星期一之后， 多头节节

后撤，空头迅速反扑，使得上证指

数的重心节节下移。但在上周五，

空头却在盘中遭遇到了前所未有

的惨败格局。 这主要是因为光大

证券的乌龙指事件， 让权重股在

盘中一度冲击涨停板， 从而驱动

着 上 证 指 数 在 盘 中 脉 冲 至

2198.85

点，在期指做空的资金的

确有爆仓的可能性。但可惜的是，

后续买盘跟进乏力， 大盘无奈再

度下跌。 上证指数让市场参与者

目睹了有生以来罕见的单日脉冲

行情后， 收出了持续

3

连阴的

K

线

组合，且上周五的上影线达

120

余

点， 与

6

月

25

日长达

100

点的下影

线形成了巧合般的对称走势。

如此的走势就说明了短线

A

股市场的筹码锁定性能强。 仅仅

一个券商的失误操作， 仅仅数十

亿元的买盘， 就可以让招商银行

等大市值个股冲击涨停板， 反映

市场的盘面较轻。这也就意味着，

在后续走势中， 只要略有买盘，

A

股仍有强硬回升的可能性。

更何况， 经济数据也相对乐

观。一是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比

如说铁矿石价格上涨了

30%

等，这

些数据的背后隐含着我国经济企

稳，企业补库存的力度在增强。二是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的

用电量分别增长

5.48%

、

5.48%

、

4.25%

、

4.86%

、

4.88%

、

5.14%

、

8.8%

，

如此的数据不难描绘出我国经济

的确处于稳定的回升态势中，这至

少表明当前

A

股并不会出现新的黑

天鹅，从而提振了多头的做多底气。

因此，可以预期的是，本周一在消化

完上周五乌龙事件的止损盘之后，

仍有低位企稳的可能性。

上海钢联大涨

38.65%

由于电子商务可以较大程

度地降低交易成本，提升经营效

率，所以电子商务近年来获得了

长足的发展，近期更是得到了政

策面的全方位支持。 比如日前发

布的《关于促进信息消费扩大内

需的若干意见》就从基础设施到

消费内容，从环境建设到政策优

惠均给予了全方位支持和保障。

分析人士认为，这意味着电子商

务平台行业迎来了新产业政策

春风。

受此影响，电子商务平台在

上周出现了第二波涨升行情。

其特征主要有两个：一是龙头股

上海钢联出现了第二波拉升行

情，上周大涨

38.65%

；二是电子

商务平台概念股迅速蔓延，凡是

拥有商贸网络平台业务的相关

个股均获得了资金追捧，比如长

江投资、物产中拓、芜湖港等个

股。 如此的态势就说明了电子

商务概念股已全面发酵，进入到

主升浪。

而从以往惯例来看， 一旦某

板块进入到主升浪以及热点蔓延

之际，那么不管主营业务是什么，

只要涉足当前热门题材， 股价就

会上涨， 同时也昭示着此类个股

的股价已进入到炒作的尾声。 也

就是说， 主升浪其实也是主流资

金拉高出货浪。 所以，越是大涨，

越意味着浮筹开始增多， 短线抛

压开始增强。

更何况， 从产业发展的角度

来看， 电子商务具有赢家通吃的

态势。也就是说，只有行业的龙头

老大才可以获得业绩持续高成长

的能量， 行业内的其他企业很难

望其项背。 这其实在相关上市公

司的业绩轨迹中得到了佐证，比

如说生意宝、 上海钢联等相关电

子商务平台股的业绩处于回落的

态势。 既如此，作为市场参与者，

的确需要对电子商务平台概念股

予以谨慎。

小贷典当指数上涨

3.66%

当前

A

股市场所背靠的宏

观经济， 出现了货币政策增量

对经济驱动力的效应在递减的

态势。 比如，自

2012

年上半年以

来，信贷增速有所提速，但是宏

观政策仅仅在

2012

年的三季

度、 四季度出现了一定程度的

回升， 在

2013

年一季度再度增

速放缓。 如此的信息就引起了

相关各方的重视，也就有了“用

好增量，盘活存量”的货币政策

思路。 对于盘活存量，有分析人

士指出，主要是放松管制，进一

步释放出金融的潜能， 以支持

经济的快速发展。 如此态势，就

意味着金融创新、 金融改革有

望成为未来一段较长时间的货

币政策导向， 这自然引发嗅觉

历来敏锐的热钱们的重视，他

们认为金融创新将是盘活存量

的突破口，因此热钱竞相涌入，

也就使得金融创新概念股成为

近期热钱追捧的热点。

更为重要的是， 金融改革概

念股不仅仅获得

A

股热钱的追

捧，而且走出国门，同样受到境外

资金的追捧。 中概股鲈乡农村小

额贷款（

CCCR

）于美国东部时间

8

月

13

日以每股

6.5

美元， 发行

137

万股普通股， 正式在纳斯达克交

易， 成为第一家在美上市的小额

信贷公司。 在第二个交易日单日

上涨

94.84%

，成为市场热议的焦

点， 如此的热浪进一步波及到

A

股，所以，

A

股的小贷概念股为核

心的金融改革概念股再度受到追

捧 ， 小贷典当指数随之大涨

3.66%

。

如此的走势就说明了当前金

改的确已成为刺激经济增长的一

个较为清晰的思路。所以，小贷典

当概念股有望持续得到存量资金

的追捧， 从而出现股价反复活跃

的态势。 其中，金山开发、大众交

通、友阿股份、通程控股等个股的

表现仍可期待。

建材指数小涨

0.47%

从权威媒体的相关报道来

看，稳增长已经列于调结构之前，

说明了稳定经济增长预期的迫切

性已超越了调结构。 这就意味着

传统产业股的确面临着一定的经

济复苏预期的驱动力量。 毕竟稳

增长， 除了政府加大采购信息服

务等产品之外， 还可以进一步完

善铁路等基础设施的布局，所以，

未来投资产业链也将面临着一定

的复苏能量。受此影响，以水泥为

核心的建材股在近期反复强势，

建材指数在上周上涨

0.47%

。

更为重要的是， 水泥产品价

格出现了淡季提价的态势。 据报

道， 广东珠三角地区水泥主导企

业塔牌、光大计划近期提价，高标

号涨幅或在

30

元

/

吨，低标号

15

元

/

吨。与此同时，中国水泥网数据显

示，浙江、江苏、安徽、上海、江西

等地区， 水泥的需求在传统的淡

季出现了火热的行情， 并引发价

格迅速上涨，其中，浙江水泥价格

上涨幅度达到

20%－30%

。 这些都

是淡季超预期的情况。

因此， 业内人士认为，

9

月份

是水泥等建材行业的传统旺季，

如此就意味着水泥等建材产业的

市场需求会迅速增加。 但由于水

泥等建材行业正在厉行淘汰落后

产能，如此就使得供给端萎缩，供

给一旦失去平衡， 那么在旺季来

临之际， 水泥等建材价格将进入

快速上升通道。所以，建议投资者

密切关注水泥等建材股，其中，塔

牌集团、海螺水泥、尖峰集团、华

新水泥等所在的华东、华中、华南

区域供需情况较好的个股尤其可

以跟踪。

（金百临咨询，秦洪，执业证

书编号

A12102080900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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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周多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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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券商多空观点基本情况一览

上周A股市场累计净流出222亿元

□

本报记者 王朱莹

8

月

12

日至

8

月

16

日， 大盘呈

现冲高回落的趋势， 全周小幅上

涨

0.79%

。 上周五个交易日，

A

股

市场累计净流出

221.54

亿元，上

周获得增量资金驰援的仅有金融

服务、交通运输、采掘和黑色金属

板块。分析人士认为，金融服务板

块得到资金增援与周五 “光大证

券事件” 相关， 后续或有回调风

险，而采掘、钢铁板块的走强显示

了投资者对于经济复苏的乐观预

期。 上周五的事件也使投资者看

到，市场并不缺乏资金，缺乏的只

是使资金介入的契机和理由。

存量资金大出逃

上周， 大盘在前两个交易日

持续反弹之后拐头向下， 全周小

幅上涨

0.79%

。在光大证券事件的

作用下，周

K

线留下了一根长长的

上影线。

Wind

资讯显示， 上周五个交

易日

A

股仅在周一获得

19.63

亿元

的资金净流入， 使日大盘大涨

2.39%

或

49.04

点。 此后四个交易

日，市场持续呈净流出状态，且净

流出资金与日俱增，

4

日累计净流

出

241.17

亿元，扣除上周一净流入

资金量， 全周累计净流出资金额

高达

221.54

亿元，日均净流出金额

高达

44.31

亿元。其中，全周开盘累

计净流出金额为

51.99

亿元， 比尾

盘净流出金额多出

18.12

亿元，显

示投资者逢高出逃的意愿较强，

也反映了当前弱市环境下， 市场

信心不足，整体呈谨慎状态。

从板块角度看， 上周获得增

量资金驰援的仅有金融服务、交

通运输、采掘和黑色金属板块，金

额分别达

19.78

亿元、

1.11

亿元、

8507.96

万元和

2748.73

万元。 其

中，金融服务板块独自“进账”近

20

亿元当与

8

月

16

日令市场震撼

的光大证券事件相关， 在高位吸

引了资金入注的金融板块， 后续

宜防范回调风险。

从净流出角度看，共有

9

个板

块资金净流出金额超过

10

亿元，

尤以医药生物、信息服务、电子板

块 “失血” 最为严重， 分别高达

51.95

亿元、

34.41

亿元和

25.29

亿

元。

Wind

数据显示，年初以来，信

息服务、 电子和医药生物指数涨

幅分别高达

61.35%

、

34.76%

和

29.97%

， 位居各行业指数前四之

列， 近期上述三个板块出现回调

应为获利回吐使然， 短期内获利

盘资金持续出逃的概率依然较

大。从个股来看，资金净流入最多

的股票依次是民生银行、 中国平

安、 兴业银行、 中国太保等金融

股；净流出最多的是中国化学、国

中水务和鹏博士等。

大盘反弹之路坎坷

自

6

月

25

日上证综指最低下

探至

1849.65

点，创下阶段新低之

后， 市场步入超跌反弹， 截至上

周，累计涨幅为

5.36%

。 但从大盘

趔趄的反弹脚步来看， 市场资金

整体呈现谨慎观望态度。向下，大

盘跌至今日，下行空间显然不大，

且有政策面托底； 向上， 资金匮

乏， 金融服务在去年

12

月底至今

年年初的行情中已消耗多方大量

弹药，想再起一波攻势实为不易。

不过，分析人士认为，对比多空筹

码， 大盘后续震荡上行的可能大

于向下。

从利空层面看， 目前最大的

利空因素无疑是上周五发生的

“光大证券”事件。

8

月

16

日早盘，

市场成交量突然大增

53%

， 使沪

指一度实现自

2009

年

3

月以来的

最大盘中涨幅， 事后查明为光大

证券的一指乌龙。 这暴露了券商

风险控制系统存在的漏洞， 也使

市场出现多种猜测。 在当日的上

涨中， 有不少跟风盘误以为有重

大利好即将出台， 市场风格将从

“八二”转换为“二八”，于是纷纷

跟随买入权重蓝筹股， 创业板指

数急剧下跌。 随着事件调查进一

步深入，市场信心必定摇摆，在后

续难见利好支撑的背景下， 追涨

权重股的投资者持股不坚， 将对

市场造成一定利空。

从利好层面看，一方面，大盘

在经历了长达数年的下跌后创出

新低，技术层面存在一定超跌反弹

需求；另一方面，中国经济持续疲

软，倒逼“稳增长”政策相继出台，

政策面利好引导市场信心有所修

复。 相关经济数据显示，二季度我

国经济有所好转，管理层“稳增长”

基调确定，部分政策已显示出利好

效应。 从近期黑色金属、采掘等上

游板块走势可以看出，部分投资者

对于经济增长预期向好。

整体而言， 上周五的利空因

素在当日午后的下跌中已得到一

定程度的释放， 后续影响相对有

限。从另一个层面看，上周五的事

件也使投资者看到， 市场并不缺

乏资金， 缺乏的只是使资金介入

的契机和理由。 当政策面利好真

正转化为实体经济利好之时，增

量资金便将迅速驰援，但短期内，

这一景象还需等待。

做空情绪蔓延 回档空间有限

□

西南证券 张刚 刘浩

上周末有

10

家券商发表了对

后市的看法， 其中看多的

2

家，看

空的

6

家，看平的

2

家。与前一周相

比，共有

4

家券商改变了其对后市

的观点， 华泰证券和民生证券对

本周趋势由多翻空， 华泰证券对

中线趋势也转为看空； 太平洋证

券对本周趋势由上周的看平转为

看空； 财通证券对中线趋势由多

翻空。 本周市场情绪综合指数为

35%

， 表明市场对本周大盘走势

较为悲观。

对本周持看空观点的

6

家券

商， 其论据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

面。 其一， 资金面上， 再融资和

IPO

开闸的“双重夹击”使场内资

金承压，短期回购利率持续走高，

流动性维持紧平衡， 难以支持大

盘放量走强。 其二，热点上，周期

性板块和主题投资未形成共振，

蓝筹股上涨动力不足， 持续性不

强；创业板上行动力缺失，后市风

险释放压力大， 市场热点开始退

潮。其三，空头对基本面持三类观

点， 一是认为市场对经济回暖持

怀疑态度， 二是认为实体经济能

否持续回升尚需确认， 三是认为

市场对经济数据和稳增长政策的

利好已反应充分。其四，从技术面

看， 短期市场存在回调整理的内

在需求，但回档空间不会太大。

此外，空头太平洋证券在展

望上周时总结：上周五事件或促

使监管层对券商的监管核查进

一步趋严，从而影响其新业务进

展， 给市场造成一定利空效应，

并对蓝筹板块造成拖累，打击市

场人气。

持看平观点的东吴证券分析

指出，再融资、

IPO

以及创业板解

禁将压制多方热情， 技术面显示

60

日均线的争夺非一蹴而就，短

期不排除上周五的跟风盘在本周

一止损出局带来的调整压力，但

调整空间不大，多空巷战将持续。

除月末资金面或逐步趋紧、 市场

风格切换难以奏效外， 持看平态

度的国都证券还预计煤炭、 有色

等周期性行业的公司业绩在三季

度仍难以好转， 多数机构将向下

修正业绩预测 （国都证券看空中

线趋势）。

本周多头代表为五矿证券和

西南证券。对于周五的事件，五矿

证券的看法相对乐观， 其认为这

或许是一次向上突破的预演，另

外， 外围市场的转暖和政策对投

资的引导将为

A

股提供支撑和上

行力量。 西南证券对市场流动性

持不同观点， 其认为近期人民币

恢复升值走势， 外汇占款或出现

增长， 从而消除资金面紧张的预

期。同时，西南证券预计本周四公

布的汇丰中国

8

月

PMI

初值将继

续释放利好效应， 促成大盘延续

升势。

上证指数日K线

3

连阴

上周

A

股市场跌宕起伏，在出

现了红色星期一之后， 多头节节

后撤，空头迅速反扑，使得上证指

数的重心节节下移。但在上周五，

空头却在盘中遭遇到了前所未有

的惨败格局。 这主要是因为光大

证券的乌龙指事件， 让权重股在

盘中一度冲击涨停板， 从而驱动

着 上 证 指 数 在 盘 中 脉 冲 至

2198.85

点，在期指做空的资金的

确有爆仓的可能性。但可惜的是，

后续买盘跟进乏力， 大盘无奈再

度下跌。 上证指数让市场参与者

目睹了有生以来罕见的单日脉冲

行情后， 收出了持续

3

连阴的

K

线

组合，且上周五的上影线达

120

余

点， 与

6

月

25

日长达

100

点的下影

线形成了巧合般的对称走势。

如此的走势就说明了短线

A

股市场的筹码锁定性能强。 仅仅

一个券商的失误操作， 仅仅数十

亿元的买盘， 就可以让招商银行

等大市值个股冲击涨停板， 反映

市场的盘面较轻。这也就意味着，

在后续走势中， 只要略有买盘，

A

股仍有强硬回升的可能性。

更何况， 经济数据也相对乐

观。一是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比

如说铁矿石价格上涨了

30%

等，这

些数据的背后隐含着我国经济企

稳，企业补库存的力度在增强。二是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的

用电量分别增长

5.48%

、

5.48%

、

4.25%

、

4.86%

、

4.88%

、

5.14%

、

8.8%

，

如此的数据不难描绘出我国经济

的确处于稳定的回升态势中，这至

少表明当前

A

股并不会出现新的黑

天鹅，从而提振了多头的做多底气。

因此，可以预期的是，本周一在消化

完上周五乌龙事件的止损盘之后，

仍有低位企稳的可能性。

上海钢联大涨

38.65%

由于电子商务可以较大程

度地降低交易成本，提升经营效

率，所以电子商务近年来获得了

长足的发展，近期更是得到了政

策面的全方位支持。 比如日前发

布的《关于促进信息消费扩大内

需的若干意见》就从基础设施到

消费内容，从环境建设到政策优

惠均给予了全方位支持和保障。

分析人士认为，这意味着电子商

务平台行业迎来了新产业政策

春风。

受此影响，电子商务平台在

上周出现了第二波涨升行情。

其特征主要有两个：一是龙头股

上海钢联出现了第二波拉升行

情，上周大涨

38.65%

；二是电子

商务平台概念股迅速蔓延，凡是

拥有商贸网络平台业务的相关

个股均获得了资金追捧，比如长

江投资、物产中拓、芜湖港等个

股。 如此的态势就说明了电子

商务概念股已全面发酵，进入到

主升浪。

而从以往惯例来看， 一旦某

板块进入到主升浪以及热点蔓延

之际，那么不管主营业务是什么，

只要涉足当前热门题材， 股价就

会上涨， 同时也昭示着此类个股

的股价已进入到炒作的尾声。 也

就是说， 主升浪其实也是主流资

金拉高出货浪。 所以，越是大涨，

越意味着浮筹开始增多， 短线抛

压开始增强。

更何况， 从产业发展的角度

来看， 电子商务具有赢家通吃的

态势。也就是说，只有行业的龙头

老大才可以获得业绩持续高成长

的能量， 行业内的其他企业很难

望其项背。 这其实在相关上市公

司的业绩轨迹中得到了佐证，比

如说生意宝、 上海钢联等相关电

子商务平台股的业绩处于回落的

态势。 既如此，作为市场参与者，

的确需要对电子商务平台概念股

予以谨慎。

小贷典当指数上涨

3.66%

当前

A

股市场所背靠的宏

观经济， 出现了货币政策增量

对经济驱动力的效应在递减的

态势。 比如，自

2012

年上半年以

来，信贷增速有所提速，但是宏

观政策仅仅在

2012

年的三季

度、 四季度出现了一定程度的

回升， 在

2013

年一季度再度增

速放缓。 如此的信息就引起了

相关各方的重视，也就有了“用

好增量，盘活存量”的货币政策

思路。 对于盘活存量，有分析人

士指出，主要是放松管制，进一

步释放出金融的潜能， 以支持

经济的快速发展。 如此态势，就

意味着金融创新、 金融改革有

望成为未来一段较长时间的货

币政策导向， 这自然引发嗅觉

历来敏锐的热钱们的重视，他

们认为金融创新将是盘活存量

的突破口，因此热钱竞相涌入，

也就使得金融创新概念股成为

近期热钱追捧的热点。

更为重要的是， 金融改革概

念股不仅仅获得

A

股热钱的追

捧，而且走出国门，同样受到境外

资金的追捧。 中概股鲈乡农村小

额贷款（

CCCR

）于美国东部时间

8

月

13

日以每股

6.5

美元， 发行

137

万股普通股， 正式在纳斯达克交

易， 成为第一家在美上市的小额

信贷公司。 在第二个交易日单日

上涨

94.84%

，成为市场热议的焦

点， 如此的热浪进一步波及到

A

股，所以，

A

股的小贷概念股为核

心的金融改革概念股再度受到追

捧 ， 小贷典当指数随之大涨

3.66%

。

如此的走势就说明了当前金

改的确已成为刺激经济增长的一

个较为清晰的思路。所以，小贷典

当概念股有望持续得到存量资金

的追捧， 从而出现股价反复活跃

的态势。 其中，金山开发、大众交

通、友阿股份、通程控股等个股的

表现仍可期待。

建材指数小涨

0.47%

从权威媒体的相关报道来

看，稳增长已经列于调结构之前，

说明了稳定经济增长预期的迫切

性已超越了调结构。 这就意味着

传统产业股的确面临着一定的经

济复苏预期的驱动力量。 毕竟稳

增长， 除了政府加大采购信息服

务等产品之外， 还可以进一步完

善铁路等基础设施的布局，所以，

未来投资产业链也将面临着一定

的复苏能量。受此影响，以水泥为

核心的建材股在近期反复强势，

建材指数在上周上涨

0.47%

。

更为重要的是， 水泥产品价

格出现了淡季提价的态势。 据报

道， 广东珠三角地区水泥主导企

业塔牌、光大计划近期提价，高标

号涨幅或在

30

元

/

吨，低标号

15

元

/

吨。与此同时，中国水泥网数据显

示，浙江、江苏、安徽、上海、江西

等地区， 水泥的需求在传统的淡

季出现了火热的行情， 并引发价

格迅速上涨，其中，浙江水泥价格

上涨幅度达到

20%－30%

。 这些都

是淡季超预期的情况。

因此， 业内人士认为，

9

月份

是水泥等建材行业的传统旺季，

如此就意味着水泥等建材产业的

市场需求会迅速增加。 但由于水

泥等建材行业正在厉行淘汰落后

产能，如此就使得供给端萎缩，供

给一旦失去平衡， 那么在旺季来

临之际， 水泥等建材价格将进入

快速上升通道。所以，建议投资者

密切关注水泥等建材股，其中，塔

牌集团、海螺水泥、尖峰集团、华

新水泥等所在的华东、华中、华南

区域供需情况较好的个股尤其可

以跟踪。

（金百临咨询，秦洪，执业证

书编号

A1210208090028

）

本周市场情绪指数（★表示看多，○表示看平，☆表示看空）

上周A股市场累计净流出222亿元

□

本报记者 王朱莹

8

月

12

日至

8

月

16

日， 大盘呈

现冲高回落的趋势， 全周小幅上

涨

0.79%

。 上周五个交易日，

A

股

市场累计净流出

221.54

亿元，上

周获得增量资金驰援的仅有金融

服务、交通运输、采掘和黑色金属

板块。分析人士认为，金融服务板

块得到资金增援与周五 “光大证

券事件” 相关， 后续或有回调风

险，而采掘、钢铁板块的走强显示

了投资者对于经济复苏的乐观预

期。 上周五的事件也使投资者看

到，市场并不缺乏资金，缺乏的只

是使资金介入的契机和理由。

存量资金大出逃

上周， 大盘在前两个交易日

持续反弹之后拐头向下， 全周小

幅上涨

0.79%

。在光大证券事件的

作用下，周

K

线留下了一根长长的

上影线。

Wind

资讯显示， 上周五个交

易日

A

股仅在周一获得

19.63

亿元

的资金净流入， 使日大盘大涨

2.39%

或

49.04

点。 此后四个交易

日，市场持续呈净流出状态，且净

流出资金与日俱增，

4

日累计净流

出

241.17

亿元，扣除上周一净流入

资金量， 全周累计净流出资金额

高达

221.54

亿元，日均净流出金额

高达

44.31

亿元。其中，全周开盘累

计净流出金额为

51.99

亿元， 比尾

盘净流出金额多出

18.12

亿元，显

示投资者逢高出逃的意愿较强，

也反映了当前弱市环境下， 市场

信心不足，整体呈谨慎状态。

从板块角度看， 上周获得增

量资金驰援的仅有金融服务、交

通运输、采掘和黑色金属板块，金

额分别达

19.78

亿元、

1.11

亿元、

8507.96

万元和

2748.73

万元。 其

中，金融服务板块独自“进账”近

20

亿元当与

8

月

16

日令市场震撼

的光大证券事件相关， 在高位吸

引了资金入注的金融板块， 后续

宜防范回调风险。

从净流出角度看，共有

9

个板

块资金净流出金额超过

10

亿元，

尤以医药生物、信息服务、电子板

块 “失血” 最为严重， 分别高达

51.95

亿元、

34.41

亿元和

25.29

亿

元。

Wind

数据显示，年初以来，信

息服务、 电子和医药生物指数涨

幅分别高达

61.35%

、

34.76%

和

29.97%

， 位居各行业指数前四之

列， 近期上述三个板块出现回调

应为获利回吐使然， 短期内获利

盘资金持续出逃的概率依然较

大。从个股来看，资金净流入最多

的股票依次是民生银行、 中国平

安、 兴业银行、 中国太保等金融

股；净流出最多的是中国化学、国

中水务和鹏博士等。

大盘反弹之路坎坷

自

6

月

25

日上证综指最低下

探至

1849.65

点，创下阶段新低之

后， 市场步入超跌反弹， 截至上

周，累计涨幅为

5.36%

。 但从大盘

趔趄的反弹脚步来看， 市场资金

整体呈现谨慎观望态度。向下，大

盘跌至今日，下行空间显然不大，

且有政策面托底； 向上， 资金匮

乏， 金融服务在去年

12

月底至今

年年初的行情中已消耗多方大量

弹药，想再起一波攻势实为不易。

不过，分析人士认为，对比多空筹

码， 大盘后续震荡上行的可能大

于向下。

从利空层面看， 目前最大的

利空因素无疑是上周五发生的

“光大证券”事件。

8

月

16

日早盘，

市场成交量突然大增

53%

， 使沪

指一度实现自

2009

年

3

月以来的

最大盘中涨幅， 事后查明为光大

证券的一指乌龙。 这暴露了券商

风险控制系统存在的漏洞， 也使

市场出现多种猜测。 在当日的上

涨中， 有不少跟风盘误以为有重

大利好即将出台， 市场风格将从

“八二”转换为“二八”，于是纷纷

跟随买入权重蓝筹股， 创业板指

数急剧下跌。 随着事件调查进一

步深入，市场信心必定摇摆，在后

续难见利好支撑的背景下， 追涨

权重股的投资者持股不坚， 将对

市场造成一定利空。

从利好层面看，一方面，大盘

在经历了长达数年的下跌后创出

新低，技术层面存在一定超跌反弹

需求；另一方面，中国经济持续疲

软，倒逼“稳增长”政策相继出台，

政策面利好引导市场信心有所修

复。 相关经济数据显示，二季度我

国经济有所好转，管理层“稳增长”

基调确定，部分政策已显示出利好

效应。 从近期黑色金属、采掘等上

游板块走势可以看出，部分投资者

对于经济增长预期向好。

整体而言， 上周五的利空因

素在当日午后的下跌中已得到一

定程度的释放， 后续影响相对有

限。从另一个层面看，上周五的事

件也使投资者看到， 市场并不缺

乏资金， 缺乏的只是使资金介入

的契机和理由。 当政策面利好真

正转化为实体经济利好之时，增

量资金便将迅速驰援，但短期内，

这一景象还需等待。

做空情绪蔓延 回档空间有限

□

西南证券 张刚 刘浩

上周末有

10

家券商发表了对

后市的看法， 其中看多的

2

家，看

空的

6

家，看平的

2

家。与前一周相

比，共有

4

家券商改变了其对后市

的观点， 华泰证券和民生证券对

本周趋势由多翻空， 华泰证券对

中线趋势也转为看空； 太平洋证

券对本周趋势由上周的看平转为

看空； 财通证券对中线趋势由多

翻空。 本周市场情绪综合指数为

35%

， 表明市场对本周大盘走势

较为悲观。

对本周持看空观点的

6

家券

商， 其论据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

面。 其一， 资金面上， 再融资和

IPO

开闸的“双重夹击”使场内资

金承压，短期回购利率持续走高，

流动性维持紧平衡， 难以支持大

盘放量走强。 其二，热点上，周期

性板块和主题投资未形成共振，

蓝筹股上涨动力不足， 持续性不

强；创业板上行动力缺失，后市风

险释放压力大， 市场热点开始退

潮。其三，空头对基本面持三类观

点， 一是认为市场对经济回暖持

怀疑态度， 二是认为实体经济能

否持续回升尚需确认， 三是认为

市场对经济数据和稳增长政策的

利好已反应充分。其四，从技术面

看， 短期市场存在回调整理的内

在需求，但回档空间不会太大。

此外，空头太平洋证券在展

望上周时总结：上周五事件或促

使监管层对券商的监管核查进

一步趋严，从而影响其新业务进

展， 给市场造成一定利空效应，

并对蓝筹板块造成拖累，打击市

场人气。

持看平观点的东吴证券分析

指出，再融资、

IPO

以及创业板解

禁将压制多方热情， 技术面显示

60

日均线的争夺非一蹴而就，短

期不排除上周五的跟风盘在本周

一止损出局带来的调整压力，但

调整空间不大，多空巷战将持续。

除月末资金面或逐步趋紧、 市场

风格切换难以奏效外， 持看平态

度的国都证券还预计煤炭、 有色

等周期性行业的公司业绩在三季

度仍难以好转， 多数机构将向下

修正业绩预测 （国都证券看空中

线趋势）。

本周多头代表为五矿证券和

西南证券。对于周五的事件，五矿

证券的看法相对乐观， 其认为这

或许是一次向上突破的预演，另

外， 外围市场的转暖和政策对投

资的引导将为

A

股提供支撑和上

行力量。 西南证券对市场流动性

持不同观点， 其认为近期人民币

恢复升值走势， 外汇占款或出现

增长， 从而消除资金面紧张的预

期。同时，西南证券预计本周四公

布的汇丰中国

8

月

PMI

初值将继

续释放利好效应， 促成大盘延续

升势。

上证指数日K线

3

连阴

上周

A

股市场跌宕起伏，在出

现了红色星期一之后， 多头节节

后撤，空头迅速反扑，使得上证指

数的重心节节下移。但在上周五，

空头却在盘中遭遇到了前所未有

的惨败格局。 这主要是因为光大

证券的乌龙指事件， 让权重股在

盘中一度冲击涨停板， 从而驱动

着 上 证 指 数 在 盘 中 脉 冲 至

2198.85

点，在期指做空的资金的

确有爆仓的可能性。但可惜的是，

后续买盘跟进乏力， 大盘无奈再

度下跌。 上证指数让市场参与者

目睹了有生以来罕见的单日脉冲

行情后， 收出了持续

3

连阴的

K

线

组合，且上周五的上影线达

120

余

点， 与

6

月

25

日长达

100

点的下影

线形成了巧合般的对称走势。

如此的走势就说明了短线

A

股市场的筹码锁定性能强。 仅仅

一个券商的失误操作， 仅仅数十

亿元的买盘， 就可以让招商银行

等大市值个股冲击涨停板， 反映

市场的盘面较轻。这也就意味着，

在后续走势中， 只要略有买盘，

A

股仍有强硬回升的可能性。

更何况， 经济数据也相对乐

观。一是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比

如说铁矿石价格上涨了

30%

等，这

些数据的背后隐含着我国经济企

稳，企业补库存的力度在增强。二是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的

用电量分别增长

5.48%

、

5.48%

、

4.25%

、

4.86%

、

4.88%

、

5.14%

、

8.8%

，

如此的数据不难描绘出我国经济

的确处于稳定的回升态势中，这至

少表明当前

A

股并不会出现新的黑

天鹅，从而提振了多头的做多底气。

因此，可以预期的是，本周一在消化

完上周五乌龙事件的止损盘之后，

仍有低位企稳的可能性。

上海钢联大涨

38.65%

由于电子商务可以较大程

度地降低交易成本，提升经营效

率，所以电子商务近年来获得了

长足的发展，近期更是得到了政

策面的全方位支持。 比如日前发

布的《关于促进信息消费扩大内

需的若干意见》就从基础设施到

消费内容，从环境建设到政策优

惠均给予了全方位支持和保障。

分析人士认为，这意味着电子商

务平台行业迎来了新产业政策

春风。

受此影响，电子商务平台在

上周出现了第二波涨升行情。

其特征主要有两个：一是龙头股

上海钢联出现了第二波拉升行

情，上周大涨

38.65%

；二是电子

商务平台概念股迅速蔓延，凡是

拥有商贸网络平台业务的相关

个股均获得了资金追捧，比如长

江投资、物产中拓、芜湖港等个

股。 如此的态势就说明了电子

商务概念股已全面发酵，进入到

主升浪。

而从以往惯例来看， 一旦某

板块进入到主升浪以及热点蔓延

之际，那么不管主营业务是什么，

只要涉足当前热门题材， 股价就

会上涨， 同时也昭示着此类个股

的股价已进入到炒作的尾声。 也

就是说， 主升浪其实也是主流资

金拉高出货浪。 所以，越是大涨，

越意味着浮筹开始增多， 短线抛

压开始增强。

更何况， 从产业发展的角度

来看， 电子商务具有赢家通吃的

态势。也就是说，只有行业的龙头

老大才可以获得业绩持续高成长

的能量， 行业内的其他企业很难

望其项背。 这其实在相关上市公

司的业绩轨迹中得到了佐证，比

如说生意宝、 上海钢联等相关电

子商务平台股的业绩处于回落的

态势。 既如此，作为市场参与者，

的确需要对电子商务平台概念股

予以谨慎。

小贷典当指数上涨

3.66%

当前

A

股市场所背靠的宏

观经济， 出现了货币政策增量

对经济驱动力的效应在递减的

态势。 比如，自

2012

年上半年以

来，信贷增速有所提速，但是宏

观政策仅仅在

2012

年的三季

度、 四季度出现了一定程度的

回升， 在

2013

年一季度再度增

速放缓。 如此的信息就引起了

相关各方的重视，也就有了“用

好增量，盘活存量”的货币政策

思路。 对于盘活存量，有分析人

士指出，主要是放松管制，进一

步释放出金融的潜能， 以支持

经济的快速发展。 如此态势，就

意味着金融创新、 金融改革有

望成为未来一段较长时间的货

币政策导向， 这自然引发嗅觉

历来敏锐的热钱们的重视，他

们认为金融创新将是盘活存量

的突破口，因此热钱竞相涌入，

也就使得金融创新概念股成为

近期热钱追捧的热点。

更为重要的是， 金融改革概

念股不仅仅获得

A

股热钱的追

捧，而且走出国门，同样受到境外

资金的追捧。 中概股鲈乡农村小

额贷款（

CCCR

）于美国东部时间

8

月

13

日以每股

6.5

美元， 发行

137

万股普通股， 正式在纳斯达克交

易， 成为第一家在美上市的小额

信贷公司。 在第二个交易日单日

上涨

94.84%

，成为市场热议的焦

点， 如此的热浪进一步波及到

A

股，所以，

A

股的小贷概念股为核

心的金融改革概念股再度受到追

捧 ， 小贷典当指数随之大涨

3.66%

。

如此的走势就说明了当前金

改的确已成为刺激经济增长的一

个较为清晰的思路。所以，小贷典

当概念股有望持续得到存量资金

的追捧， 从而出现股价反复活跃

的态势。 其中，金山开发、大众交

通、友阿股份、通程控股等个股的

表现仍可期待。

建材指数小涨

0.47%

从权威媒体的相关报道来

看，稳增长已经列于调结构之前，

说明了稳定经济增长预期的迫切

性已超越了调结构。 这就意味着

传统产业股的确面临着一定的经

济复苏预期的驱动力量。 毕竟稳

增长， 除了政府加大采购信息服

务等产品之外， 还可以进一步完

善铁路等基础设施的布局，所以，

未来投资产业链也将面临着一定

的复苏能量。受此影响，以水泥为

核心的建材股在近期反复强势，

建材指数在上周上涨

0.47%

。

更为重要的是， 水泥产品价

格出现了淡季提价的态势。 据报

道， 广东珠三角地区水泥主导企

业塔牌、光大计划近期提价，高标

号涨幅或在

30

元

/

吨，低标号

15

元

/

吨。与此同时，中国水泥网数据显

示，浙江、江苏、安徽、上海、江西

等地区， 水泥的需求在传统的淡

季出现了火热的行情， 并引发价

格迅速上涨，其中，浙江水泥价格

上涨幅度达到

20%－30%

。 这些都

是淡季超预期的情况。

因此， 业内人士认为，

9

月份

是水泥等建材行业的传统旺季，

如此就意味着水泥等建材产业的

市场需求会迅速增加。 但由于水

泥等建材行业正在厉行淘汰落后

产能，如此就使得供给端萎缩，供

给一旦失去平衡， 那么在旺季来

临之际， 水泥等建材价格将进入

快速上升通道。所以，建议投资者

密切关注水泥等建材股，其中，塔

牌集团、海螺水泥、尖峰集团、华

新水泥等所在的华东、华中、华南

区域供需情况较好的个股尤其可

以跟踪。

（金百临咨询，秦洪，执业证

书编号

A1210208090028

）

本周推荐关注行业情况一览

上周A股市场累计净流出222亿元

□

本报记者 王朱莹

8

月

12

日至

8

月

16

日， 大盘呈

现冲高回落的趋势， 全周小幅上

涨

0.79%

。 上周五个交易日，

A

股

市场累计净流出

221.54

亿元，上

周获得增量资金驰援的仅有金融

服务、交通运输、采掘和黑色金属

板块。分析人士认为，金融服务板

块得到资金增援与周五 “光大证

券事件” 相关， 后续或有回调风

险，而采掘、钢铁板块的走强显示

了投资者对于经济复苏的乐观预

期。 上周五的事件也使投资者看

到，市场并不缺乏资金，缺乏的只

是使资金介入的契机和理由。

存量资金大出逃

上周， 大盘在前两个交易日

持续反弹之后拐头向下， 全周小

幅上涨

0.79%

。在光大证券事件的

作用下，周

K

线留下了一根长长的

上影线。

Wind

资讯显示， 上周五个交

易日

A

股仅在周一获得

19.63

亿元

的资金净流入， 使日大盘大涨

2.39%

或

49.04

点。 此后四个交易

日，市场持续呈净流出状态，且净

流出资金与日俱增，

4

日累计净流

出

241.17

亿元，扣除上周一净流入

资金量， 全周累计净流出资金额

高达

221.54

亿元，日均净流出金额

高达

44.31

亿元。其中，全周开盘累

计净流出金额为

51.99

亿元， 比尾

盘净流出金额多出

18.12

亿元，显

示投资者逢高出逃的意愿较强，

也反映了当前弱市环境下， 市场

信心不足，整体呈谨慎状态。

从板块角度看， 上周获得增

量资金驰援的仅有金融服务、交

通运输、采掘和黑色金属板块，金

额分别达

19.78

亿元、

1.11

亿元、

8507.96

万元和

2748.73

万元。 其

中，金融服务板块独自“进账”近

20

亿元当与

8

月

16

日令市场震撼

的光大证券事件相关， 在高位吸

引了资金入注的金融板块， 后续

宜防范回调风险。

从净流出角度看，共有

9

个板

块资金净流出金额超过

10

亿元，

尤以医药生物、信息服务、电子板

块 “失血” 最为严重， 分别高达

51.95

亿元、

34.41

亿元和

25.29

亿

元。

Wind

数据显示，年初以来，信

息服务、 电子和医药生物指数涨

幅分别高达

61.35%

、

34.76%

和

29.97%

， 位居各行业指数前四之

列， 近期上述三个板块出现回调

应为获利回吐使然， 短期内获利

盘资金持续出逃的概率依然较

大。从个股来看，资金净流入最多

的股票依次是民生银行、 中国平

安、 兴业银行、 中国太保等金融

股；净流出最多的是中国化学、国

中水务和鹏博士等。

大盘反弹之路坎坷

自

6

月

25

日上证综指最低下

探至

1849.65

点，创下阶段新低之

后， 市场步入超跌反弹， 截至上

周，累计涨幅为

5.36%

。 但从大盘

趔趄的反弹脚步来看， 市场资金

整体呈现谨慎观望态度。向下，大

盘跌至今日，下行空间显然不大，

且有政策面托底； 向上， 资金匮

乏， 金融服务在去年

12

月底至今

年年初的行情中已消耗多方大量

弹药，想再起一波攻势实为不易。

不过，分析人士认为，对比多空筹

码， 大盘后续震荡上行的可能大

于向下。

从利空层面看， 目前最大的

利空因素无疑是上周五发生的

“光大证券”事件。

8

月

16

日早盘，

市场成交量突然大增

53%

， 使沪

指一度实现自

2009

年

3

月以来的

最大盘中涨幅， 事后查明为光大

证券的一指乌龙。 这暴露了券商

风险控制系统存在的漏洞， 也使

市场出现多种猜测。 在当日的上

涨中， 有不少跟风盘误以为有重

大利好即将出台， 市场风格将从

“八二”转换为“二八”，于是纷纷

跟随买入权重蓝筹股， 创业板指

数急剧下跌。 随着事件调查进一

步深入，市场信心必定摇摆，在后

续难见利好支撑的背景下， 追涨

权重股的投资者持股不坚， 将对

市场造成一定利空。

从利好层面看，一方面，大盘

在经历了长达数年的下跌后创出

新低，技术层面存在一定超跌反弹

需求；另一方面，中国经济持续疲

软，倒逼“稳增长”政策相继出台，

政策面利好引导市场信心有所修

复。 相关经济数据显示，二季度我

国经济有所好转，管理层“稳增长”

基调确定，部分政策已显示出利好

效应。 从近期黑色金属、采掘等上

游板块走势可以看出，部分投资者

对于经济增长预期向好。

整体而言， 上周五的利空因

素在当日午后的下跌中已得到一

定程度的释放， 后续影响相对有

限。从另一个层面看，上周五的事

件也使投资者看到， 市场并不缺

乏资金， 缺乏的只是使资金介入

的契机和理由。 当政策面利好真

正转化为实体经济利好之时，增

量资金便将迅速驰援，但短期内，

这一景象还需等待。

做空情绪蔓延 回档空间有限

□

西南证券 张刚 刘浩

上周末有

10

家券商发表了对

后市的看法， 其中看多的

2

家，看

空的

6

家，看平的

2

家。与前一周相

比，共有

4

家券商改变了其对后市

的观点， 华泰证券和民生证券对

本周趋势由多翻空， 华泰证券对

中线趋势也转为看空； 太平洋证

券对本周趋势由上周的看平转为

看空； 财通证券对中线趋势由多

翻空。 本周市场情绪综合指数为

35%

， 表明市场对本周大盘走势

较为悲观。

对本周持看空观点的

6

家券

商， 其论据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

面。 其一， 资金面上， 再融资和

IPO

开闸的“双重夹击”使场内资

金承压，短期回购利率持续走高，

流动性维持紧平衡， 难以支持大

盘放量走强。 其二，热点上，周期

性板块和主题投资未形成共振，

蓝筹股上涨动力不足， 持续性不

强；创业板上行动力缺失，后市风

险释放压力大， 市场热点开始退

潮。其三，空头对基本面持三类观

点， 一是认为市场对经济回暖持

怀疑态度， 二是认为实体经济能

否持续回升尚需确认， 三是认为

市场对经济数据和稳增长政策的

利好已反应充分。其四，从技术面

看， 短期市场存在回调整理的内

在需求，但回档空间不会太大。

此外，空头太平洋证券在展

望上周时总结：上周五事件或促

使监管层对券商的监管核查进

一步趋严，从而影响其新业务进

展， 给市场造成一定利空效应，

并对蓝筹板块造成拖累，打击市

场人气。

持看平观点的东吴证券分析

指出，再融资、

IPO

以及创业板解

禁将压制多方热情， 技术面显示

60

日均线的争夺非一蹴而就，短

期不排除上周五的跟风盘在本周

一止损出局带来的调整压力，但

调整空间不大，多空巷战将持续。

除月末资金面或逐步趋紧、 市场

风格切换难以奏效外， 持看平态

度的国都证券还预计煤炭、 有色

等周期性行业的公司业绩在三季

度仍难以好转， 多数机构将向下

修正业绩预测 （国都证券看空中

线趋势）。

本周多头代表为五矿证券和

西南证券。对于周五的事件，五矿

证券的看法相对乐观， 其认为这

或许是一次向上突破的预演，另

外， 外围市场的转暖和政策对投

资的引导将为

A

股提供支撑和上

行力量。 西南证券对市场流动性

持不同观点， 其认为近期人民币

恢复升值走势， 外汇占款或出现

增长， 从而消除资金面紧张的预

期。同时，西南证券预计本周四公

布的汇丰中国

8

月

PMI

初值将继

续释放利好效应， 促成大盘延续

升势。

上证指数日K线

3

连阴

上周

A

股市场跌宕起伏，在出

现了红色星期一之后， 多头节节

后撤，空头迅速反扑，使得上证指

数的重心节节下移。但在上周五，

空头却在盘中遭遇到了前所未有

的惨败格局。 这主要是因为光大

证券的乌龙指事件， 让权重股在

盘中一度冲击涨停板， 从而驱动

着 上 证 指 数 在 盘 中 脉 冲 至

2198.85

点，在期指做空的资金的

确有爆仓的可能性。但可惜的是，

后续买盘跟进乏力， 大盘无奈再

度下跌。 上证指数让市场参与者

目睹了有生以来罕见的单日脉冲

行情后， 收出了持续

3

连阴的

K

线

组合，且上周五的上影线达

120

余

点， 与

6

月

25

日长达

100

点的下影

线形成了巧合般的对称走势。

如此的走势就说明了短线

A

股市场的筹码锁定性能强。 仅仅

一个券商的失误操作， 仅仅数十

亿元的买盘， 就可以让招商银行

等大市值个股冲击涨停板， 反映

市场的盘面较轻。这也就意味着，

在后续走势中， 只要略有买盘，

A

股仍有强硬回升的可能性。

更何况， 经济数据也相对乐

观。一是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比

如说铁矿石价格上涨了

30%

等，这

些数据的背后隐含着我国经济企

稳，企业补库存的力度在增强。二是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的

用电量分别增长

5.48%

、

5.48%

、

4.25%

、

4.86%

、

4.88%

、

5.14%

、

8.8%

，

如此的数据不难描绘出我国经济

的确处于稳定的回升态势中，这至

少表明当前

A

股并不会出现新的黑

天鹅，从而提振了多头的做多底气。

因此，可以预期的是，本周一在消化

完上周五乌龙事件的止损盘之后，

仍有低位企稳的可能性。

上海钢联大涨

38.65%

由于电子商务可以较大程

度地降低交易成本，提升经营效

率，所以电子商务近年来获得了

长足的发展，近期更是得到了政

策面的全方位支持。 比如日前发

布的《关于促进信息消费扩大内

需的若干意见》就从基础设施到

消费内容，从环境建设到政策优

惠均给予了全方位支持和保障。

分析人士认为，这意味着电子商

务平台行业迎来了新产业政策

春风。

受此影响，电子商务平台在

上周出现了第二波涨升行情。

其特征主要有两个：一是龙头股

上海钢联出现了第二波拉升行

情，上周大涨

38.65%

；二是电子

商务平台概念股迅速蔓延，凡是

拥有商贸网络平台业务的相关

个股均获得了资金追捧，比如长

江投资、物产中拓、芜湖港等个

股。 如此的态势就说明了电子

商务概念股已全面发酵，进入到

主升浪。

而从以往惯例来看， 一旦某

板块进入到主升浪以及热点蔓延

之际，那么不管主营业务是什么，

只要涉足当前热门题材， 股价就

会上涨， 同时也昭示着此类个股

的股价已进入到炒作的尾声。 也

就是说， 主升浪其实也是主流资

金拉高出货浪。 所以，越是大涨，

越意味着浮筹开始增多， 短线抛

压开始增强。

更何况， 从产业发展的角度

来看， 电子商务具有赢家通吃的

态势。也就是说，只有行业的龙头

老大才可以获得业绩持续高成长

的能量， 行业内的其他企业很难

望其项背。 这其实在相关上市公

司的业绩轨迹中得到了佐证，比

如说生意宝、 上海钢联等相关电

子商务平台股的业绩处于回落的

态势。 既如此，作为市场参与者，

的确需要对电子商务平台概念股

予以谨慎。

小贷典当指数上涨

3.66%

当前

A

股市场所背靠的宏

观经济， 出现了货币政策增量

对经济驱动力的效应在递减的

态势。 比如，自

2012

年上半年以

来，信贷增速有所提速，但是宏

观政策仅仅在

2012

年的三季

度、 四季度出现了一定程度的

回升， 在

2013

年一季度再度增

速放缓。 如此的信息就引起了

相关各方的重视，也就有了“用

好增量，盘活存量”的货币政策

思路。 对于盘活存量，有分析人

士指出，主要是放松管制，进一

步释放出金融的潜能， 以支持

经济的快速发展。 如此态势，就

意味着金融创新、 金融改革有

望成为未来一段较长时间的货

币政策导向， 这自然引发嗅觉

历来敏锐的热钱们的重视，他

们认为金融创新将是盘活存量

的突破口，因此热钱竞相涌入，

也就使得金融创新概念股成为

近期热钱追捧的热点。

更为重要的是， 金融改革概

念股不仅仅获得

A

股热钱的追

捧，而且走出国门，同样受到境外

资金的追捧。 中概股鲈乡农村小

额贷款（

CCCR

）于美国东部时间

8

月

13

日以每股

6.5

美元， 发行

137

万股普通股， 正式在纳斯达克交

易， 成为第一家在美上市的小额

信贷公司。 在第二个交易日单日

上涨

94.84%

，成为市场热议的焦

点， 如此的热浪进一步波及到

A

股，所以，

A

股的小贷概念股为核

心的金融改革概念股再度受到追

捧 ， 小贷典当指数随之大涨

3.66%

。

如此的走势就说明了当前金

改的确已成为刺激经济增长的一

个较为清晰的思路。所以，小贷典

当概念股有望持续得到存量资金

的追捧， 从而出现股价反复活跃

的态势。 其中，金山开发、大众交

通、友阿股份、通程控股等个股的

表现仍可期待。

建材指数小涨

0.47%

从权威媒体的相关报道来

看，稳增长已经列于调结构之前，

说明了稳定经济增长预期的迫切

性已超越了调结构。 这就意味着

传统产业股的确面临着一定的经

济复苏预期的驱动力量。 毕竟稳

增长， 除了政府加大采购信息服

务等产品之外， 还可以进一步完

善铁路等基础设施的布局，所以，

未来投资产业链也将面临着一定

的复苏能量。受此影响，以水泥为

核心的建材股在近期反复强势，

建材指数在上周上涨

0.47%

。

更为重要的是， 水泥产品价

格出现了淡季提价的态势。 据报

道， 广东珠三角地区水泥主导企

业塔牌、光大计划近期提价，高标

号涨幅或在

30

元

/

吨，低标号

15

元

/

吨。与此同时，中国水泥网数据显

示，浙江、江苏、安徽、上海、江西

等地区， 水泥的需求在传统的淡

季出现了火热的行情， 并引发价

格迅速上涨，其中，浙江水泥价格

上涨幅度达到

20%－30%

。 这些都

是淡季超预期的情况。

因此， 业内人士认为，

9

月份

是水泥等建材行业的传统旺季，

如此就意味着水泥等建材产业的

市场需求会迅速增加。 但由于水

泥等建材行业正在厉行淘汰落后

产能，如此就使得供给端萎缩，供

给一旦失去平衡， 那么在旺季来

临之际， 水泥等建材价格将进入

快速上升通道。所以，建议投资者

密切关注水泥等建材股，其中，塔

牌集团、海螺水泥、尖峰集团、华

新水泥等所在的华东、华中、华南

区域供需情况较好的个股尤其可

以跟踪。

（金百临咨询，秦洪，执业证

书编号

A1210208090028

）

推荐关注行业 推荐券商 行业关注度

小盘题材股（小市值股票） 申银万国、华泰证券

２０％

节能环保 五矿证券、财通证券

２０％

酿酒食品 东吴证券

１０％

中低价股 新时代证券

１０％

电子信息 五矿证券

１０％

铁公基 西南证券

１０％

房地产 西南证券

１０％

煤炭 财通证券

１０％

建材 财通证券

１０％

数据来源：中国证券报，西南证券研发中心

上周行业板块资金流向

上周A股市场累计净流出222亿元

□

本报记者 王朱莹

8

月

12

日至

8

月

16

日， 大盘呈

现冲高回落的趋势， 全周小幅上

涨

0.79%

。 上周五个交易日，

A

股

市场累计净流出

221.54

亿元，上

周获得增量资金驰援的仅有金融

服务、交通运输、采掘和黑色金属

板块。分析人士认为，金融服务板

块得到资金增援与周五 “光大证

券事件” 相关， 后续或有回调风

险，而采掘、钢铁板块的走强显示

了投资者对于经济复苏的乐观预

期。 上周五的事件也使投资者看

到，市场并不缺乏资金，缺乏的只

是使资金介入的契机和理由。

存量资金大出逃

上周， 大盘在前两个交易日

持续反弹之后拐头向下， 全周小

幅上涨

0.79%

。在光大证券事件的

作用下，周

K

线留下了一根长长的

上影线。

Wind

资讯显示， 上周五个交

易日

A

股仅在周一获得

19.63

亿元

的资金净流入， 使日大盘大涨

2.39%

或

49.04

点。 此后四个交易

日，市场持续呈净流出状态，且净

流出资金与日俱增，

4

日累计净流

出

241.17

亿元，扣除上周一净流入

资金量， 全周累计净流出资金额

高达

221.54

亿元，日均净流出金额

高达

44.31

亿元。其中，全周开盘累

计净流出金额为

51.99

亿元， 比尾

盘净流出金额多出

18.12

亿元，显

示投资者逢高出逃的意愿较强，

也反映了当前弱市环境下， 市场

信心不足，整体呈谨慎状态。

从板块角度看， 上周获得增

量资金驰援的仅有金融服务、交

通运输、采掘和黑色金属板块，金

额分别达

19.78

亿元、

1.11

亿元、

8507.96

万元和

2748.73

万元。 其

中，金融服务板块独自“进账”近

20

亿元当与

8

月

16

日令市场震撼

的光大证券事件相关， 在高位吸

引了资金入注的金融板块， 后续

宜防范回调风险。

从净流出角度看，共有

9

个板

块资金净流出金额超过

10

亿元，

尤以医药生物、信息服务、电子板

块 “失血” 最为严重， 分别高达

51.95

亿元、

34.41

亿元和

25.29

亿

元。

Wind

数据显示，年初以来，信

息服务、 电子和医药生物指数涨

幅分别高达

61.35%

、

34.76%

和

29.97%

， 位居各行业指数前四之

列， 近期上述三个板块出现回调

应为获利回吐使然， 短期内获利

盘资金持续出逃的概率依然较

大。从个股来看，资金净流入最多

的股票依次是民生银行、 中国平

安、 兴业银行、 中国太保等金融

股；净流出最多的是中国化学、国

中水务和鹏博士等。

大盘反弹之路坎坷

自

6

月

25

日上证综指最低下

探至

1849.65

点，创下阶段新低之

后， 市场步入超跌反弹， 截至上

周，累计涨幅为

5.36%

。 但从大盘

趔趄的反弹脚步来看， 市场资金

整体呈现谨慎观望态度。向下，大

盘跌至今日，下行空间显然不大，

且有政策面托底； 向上， 资金匮

乏， 金融服务在去年

12

月底至今

年年初的行情中已消耗多方大量

弹药，想再起一波攻势实为不易。

不过，分析人士认为，对比多空筹

码， 大盘后续震荡上行的可能大

于向下。

从利空层面看， 目前最大的

利空因素无疑是上周五发生的

“光大证券”事件。

8

月

16

日早盘，

市场成交量突然大增

53%

， 使沪

指一度实现自

2009

年

3

月以来的

最大盘中涨幅， 事后查明为光大

证券的一指乌龙。 这暴露了券商

风险控制系统存在的漏洞， 也使

市场出现多种猜测。 在当日的上

涨中， 有不少跟风盘误以为有重

大利好即将出台， 市场风格将从

“八二”转换为“二八”，于是纷纷

跟随买入权重蓝筹股， 创业板指

数急剧下跌。 随着事件调查进一

步深入，市场信心必定摇摆，在后

续难见利好支撑的背景下， 追涨

权重股的投资者持股不坚， 将对

市场造成一定利空。

从利好层面看，一方面，大盘

在经历了长达数年的下跌后创出

新低，技术层面存在一定超跌反弹

需求；另一方面，中国经济持续疲

软，倒逼“稳增长”政策相继出台，

政策面利好引导市场信心有所修

复。 相关经济数据显示，二季度我

国经济有所好转，管理层“稳增长”

基调确定，部分政策已显示出利好

效应。 从近期黑色金属、采掘等上

游板块走势可以看出，部分投资者

对于经济增长预期向好。

整体而言， 上周五的利空因

素在当日午后的下跌中已得到一

定程度的释放， 后续影响相对有

限。从另一个层面看，上周五的事

件也使投资者看到， 市场并不缺

乏资金， 缺乏的只是使资金介入

的契机和理由。 当政策面利好真

正转化为实体经济利好之时，增

量资金便将迅速驰援，但短期内，

这一景象还需等待。

做空情绪蔓延 回档空间有限

□

西南证券 张刚 刘浩

上周末有

10

家券商发表了对

后市的看法， 其中看多的

2

家，看

空的

6

家，看平的

2

家。与前一周相

比，共有

4

家券商改变了其对后市

的观点， 华泰证券和民生证券对

本周趋势由多翻空， 华泰证券对

中线趋势也转为看空； 太平洋证

券对本周趋势由上周的看平转为

看空； 财通证券对中线趋势由多

翻空。 本周市场情绪综合指数为

35%

， 表明市场对本周大盘走势

较为悲观。

对本周持看空观点的

6

家券

商， 其论据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

面。 其一， 资金面上， 再融资和

IPO

开闸的“双重夹击”使场内资

金承压，短期回购利率持续走高，

流动性维持紧平衡， 难以支持大

盘放量走强。 其二，热点上，周期

性板块和主题投资未形成共振，

蓝筹股上涨动力不足， 持续性不

强；创业板上行动力缺失，后市风

险释放压力大， 市场热点开始退

潮。其三，空头对基本面持三类观

点， 一是认为市场对经济回暖持

怀疑态度， 二是认为实体经济能

否持续回升尚需确认， 三是认为

市场对经济数据和稳增长政策的

利好已反应充分。其四，从技术面

看， 短期市场存在回调整理的内

在需求，但回档空间不会太大。

此外，空头太平洋证券在展

望上周时总结：上周五事件或促

使监管层对券商的监管核查进

一步趋严，从而影响其新业务进

展， 给市场造成一定利空效应，

并对蓝筹板块造成拖累，打击市

场人气。

持看平观点的东吴证券分析

指出，再融资、

IPO

以及创业板解

禁将压制多方热情， 技术面显示

60

日均线的争夺非一蹴而就，短

期不排除上周五的跟风盘在本周

一止损出局带来的调整压力，但

调整空间不大，多空巷战将持续。

除月末资金面或逐步趋紧、 市场

风格切换难以奏效外， 持看平态

度的国都证券还预计煤炭、 有色

等周期性行业的公司业绩在三季

度仍难以好转， 多数机构将向下

修正业绩预测 （国都证券看空中

线趋势）。

本周多头代表为五矿证券和

西南证券。对于周五的事件，五矿

证券的看法相对乐观， 其认为这

或许是一次向上突破的预演，另

外， 外围市场的转暖和政策对投

资的引导将为

A

股提供支撑和上

行力量。 西南证券对市场流动性

持不同观点， 其认为近期人民币

恢复升值走势， 外汇占款或出现

增长， 从而消除资金面紧张的预

期。同时，西南证券预计本周四公

布的汇丰中国

8

月

PMI

初值将继

续释放利好效应， 促成大盘延续

升势。

上证指数日K线

3

连阴

上周

A

股市场跌宕起伏，在出

现了红色星期一之后， 多头节节

后撤，空头迅速反扑，使得上证指

数的重心节节下移。但在上周五，

空头却在盘中遭遇到了前所未有

的惨败格局。 这主要是因为光大

证券的乌龙指事件， 让权重股在

盘中一度冲击涨停板， 从而驱动

着 上 证 指 数 在 盘 中 脉 冲 至

2198.85

点，在期指做空的资金的

确有爆仓的可能性。但可惜的是，

后续买盘跟进乏力， 大盘无奈再

度下跌。 上证指数让市场参与者

目睹了有生以来罕见的单日脉冲

行情后， 收出了持续

3

连阴的

K

线

组合，且上周五的上影线达

120

余

点， 与

6

月

25

日长达

100

点的下影

线形成了巧合般的对称走势。

如此的走势就说明了短线

A

股市场的筹码锁定性能强。 仅仅

一个券商的失误操作， 仅仅数十

亿元的买盘， 就可以让招商银行

等大市值个股冲击涨停板， 反映

市场的盘面较轻。这也就意味着，

在后续走势中， 只要略有买盘，

A

股仍有强硬回升的可能性。

更何况， 经济数据也相对乐

观。一是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比

如说铁矿石价格上涨了

30%

等，这

些数据的背后隐含着我国经济企

稳，企业补库存的力度在增强。二是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的

用电量分别增长

5.48%

、

5.48%

、

4.25%

、

4.86%

、

4.88%

、

5.14%

、

8.8%

，

如此的数据不难描绘出我国经济

的确处于稳定的回升态势中，这至

少表明当前

A

股并不会出现新的黑

天鹅，从而提振了多头的做多底气。

因此，可以预期的是，本周一在消化

完上周五乌龙事件的止损盘之后，

仍有低位企稳的可能性。

上海钢联大涨

38.65%

由于电子商务可以较大程

度地降低交易成本，提升经营效

率，所以电子商务近年来获得了

长足的发展，近期更是得到了政

策面的全方位支持。 比如日前发

布的《关于促进信息消费扩大内

需的若干意见》就从基础设施到

消费内容，从环境建设到政策优

惠均给予了全方位支持和保障。

分析人士认为，这意味着电子商

务平台行业迎来了新产业政策

春风。

受此影响，电子商务平台在

上周出现了第二波涨升行情。

其特征主要有两个：一是龙头股

上海钢联出现了第二波拉升行

情，上周大涨

38.65%

；二是电子

商务平台概念股迅速蔓延，凡是

拥有商贸网络平台业务的相关

个股均获得了资金追捧，比如长

江投资、物产中拓、芜湖港等个

股。 如此的态势就说明了电子

商务概念股已全面发酵，进入到

主升浪。

而从以往惯例来看， 一旦某

板块进入到主升浪以及热点蔓延

之际，那么不管主营业务是什么，

只要涉足当前热门题材， 股价就

会上涨， 同时也昭示着此类个股

的股价已进入到炒作的尾声。 也

就是说， 主升浪其实也是主流资

金拉高出货浪。 所以，越是大涨，

越意味着浮筹开始增多， 短线抛

压开始增强。

更何况， 从产业发展的角度

来看， 电子商务具有赢家通吃的

态势。也就是说，只有行业的龙头

老大才可以获得业绩持续高成长

的能量， 行业内的其他企业很难

望其项背。 这其实在相关上市公

司的业绩轨迹中得到了佐证，比

如说生意宝、 上海钢联等相关电

子商务平台股的业绩处于回落的

态势。 既如此，作为市场参与者，

的确需要对电子商务平台概念股

予以谨慎。

小贷典当指数上涨

3.66%

当前

A

股市场所背靠的宏

观经济， 出现了货币政策增量

对经济驱动力的效应在递减的

态势。 比如，自

2012

年上半年以

来，信贷增速有所提速，但是宏

观政策仅仅在

2012

年的三季

度、 四季度出现了一定程度的

回升， 在

2013

年一季度再度增

速放缓。 如此的信息就引起了

相关各方的重视，也就有了“用

好增量，盘活存量”的货币政策

思路。 对于盘活存量，有分析人

士指出，主要是放松管制，进一

步释放出金融的潜能， 以支持

经济的快速发展。 如此态势，就

意味着金融创新、 金融改革有

望成为未来一段较长时间的货

币政策导向， 这自然引发嗅觉

历来敏锐的热钱们的重视，他

们认为金融创新将是盘活存量

的突破口，因此热钱竞相涌入，

也就使得金融创新概念股成为

近期热钱追捧的热点。

更为重要的是， 金融改革概

念股不仅仅获得

A

股热钱的追

捧，而且走出国门，同样受到境外

资金的追捧。 中概股鲈乡农村小

额贷款（

CCCR

）于美国东部时间

8

月

13

日以每股

6.5

美元， 发行

137

万股普通股， 正式在纳斯达克交

易， 成为第一家在美上市的小额

信贷公司。 在第二个交易日单日

上涨

94.84%

，成为市场热议的焦

点， 如此的热浪进一步波及到

A

股，所以，

A

股的小贷概念股为核

心的金融改革概念股再度受到追

捧 ， 小贷典当指数随之大涨

3.66%

。

如此的走势就说明了当前金

改的确已成为刺激经济增长的一

个较为清晰的思路。所以，小贷典

当概念股有望持续得到存量资金

的追捧， 从而出现股价反复活跃

的态势。 其中，金山开发、大众交

通、友阿股份、通程控股等个股的

表现仍可期待。

建材指数小涨

0.47%

从权威媒体的相关报道来

看，稳增长已经列于调结构之前，

说明了稳定经济增长预期的迫切

性已超越了调结构。 这就意味着

传统产业股的确面临着一定的经

济复苏预期的驱动力量。 毕竟稳

增长， 除了政府加大采购信息服

务等产品之外， 还可以进一步完

善铁路等基础设施的布局，所以，

未来投资产业链也将面临着一定

的复苏能量。受此影响，以水泥为

核心的建材股在近期反复强势，

建材指数在上周上涨

0.47%

。

更为重要的是， 水泥产品价

格出现了淡季提价的态势。 据报

道， 广东珠三角地区水泥主导企

业塔牌、光大计划近期提价，高标

号涨幅或在

30

元

/

吨，低标号

15

元

/

吨。与此同时，中国水泥网数据显

示，浙江、江苏、安徽、上海、江西

等地区， 水泥的需求在传统的淡

季出现了火热的行情， 并引发价

格迅速上涨，其中，浙江水泥价格

上涨幅度达到

20%－30%

。 这些都

是淡季超预期的情况。

因此， 业内人士认为，

9

月份

是水泥等建材行业的传统旺季，

如此就意味着水泥等建材产业的

市场需求会迅速增加。 但由于水

泥等建材行业正在厉行淘汰落后

产能，如此就使得供给端萎缩，供

给一旦失去平衡， 那么在旺季来

临之际， 水泥等建材价格将进入

快速上升通道。所以，建议投资者

密切关注水泥等建材股，其中，塔

牌集团、海螺水泥、尖峰集团、华

新水泥等所在的华东、华中、华南

区域供需情况较好的个股尤其可

以跟踪。

（金百临咨询，秦洪，执业证

书编号

A1210208090028

）

上周资金净流入居前股票

上周A股市场累计净流出222亿元

□

本报记者 王朱莹

8

月

12

日至

8

月

16

日， 大盘呈

现冲高回落的趋势， 全周小幅上

涨

0.79%

。 上周五个交易日，

A

股

市场累计净流出

221.54

亿元，上

周获得增量资金驰援的仅有金融

服务、交通运输、采掘和黑色金属

板块。分析人士认为，金融服务板

块得到资金增援与周五 “光大证

券事件” 相关， 后续或有回调风

险，而采掘、钢铁板块的走强显示

了投资者对于经济复苏的乐观预

期。 上周五的事件也使投资者看

到，市场并不缺乏资金，缺乏的只

是使资金介入的契机和理由。

存量资金大出逃

上周， 大盘在前两个交易日

持续反弹之后拐头向下， 全周小

幅上涨

0.79%

。在光大证券事件的

作用下，周

K

线留下了一根长长的

上影线。

Wind

资讯显示， 上周五个交

易日

A

股仅在周一获得

19.63

亿元

的资金净流入， 使日大盘大涨

2.39%

或

49.04

点。 此后四个交易

日，市场持续呈净流出状态，且净

流出资金与日俱增，

4

日累计净流

出

241.17

亿元，扣除上周一净流入

资金量， 全周累计净流出资金额

高达

221.54

亿元，日均净流出金额

高达

44.31

亿元。其中，全周开盘累

计净流出金额为

51.99

亿元， 比尾

盘净流出金额多出

18.12

亿元，显

示投资者逢高出逃的意愿较强，

也反映了当前弱市环境下， 市场

信心不足，整体呈谨慎状态。

从板块角度看， 上周获得增

量资金驰援的仅有金融服务、交

通运输、采掘和黑色金属板块，金

额分别达

19.78

亿元、

1.11

亿元、

8507.96

万元和

2748.73

万元。 其

中，金融服务板块独自“进账”近

20

亿元当与

8

月

16

日令市场震撼

的光大证券事件相关， 在高位吸

引了资金入注的金融板块， 后续

宜防范回调风险。

从净流出角度看，共有

9

个板

块资金净流出金额超过

10

亿元，

尤以医药生物、信息服务、电子板

块 “失血” 最为严重， 分别高达

51.95

亿元、

34.41

亿元和

25.29

亿

元。

Wind

数据显示，年初以来，信

息服务、 电子和医药生物指数涨

幅分别高达

61.35%

、

34.76%

和

29.97%

， 位居各行业指数前四之

列， 近期上述三个板块出现回调

应为获利回吐使然， 短期内获利

盘资金持续出逃的概率依然较

大。从个股来看，资金净流入最多

的股票依次是民生银行、 中国平

安、 兴业银行、 中国太保等金融

股；净流出最多的是中国化学、国

中水务和鹏博士等。

大盘反弹之路坎坷

自

6

月

25

日上证综指最低下

探至

1849.65

点，创下阶段新低之

后， 市场步入超跌反弹， 截至上

周，累计涨幅为

5.36%

。 但从大盘

趔趄的反弹脚步来看， 市场资金

整体呈现谨慎观望态度。向下，大

盘跌至今日，下行空间显然不大，

且有政策面托底； 向上， 资金匮

乏， 金融服务在去年

12

月底至今

年年初的行情中已消耗多方大量

弹药，想再起一波攻势实为不易。

不过，分析人士认为，对比多空筹

码， 大盘后续震荡上行的可能大

于向下。

从利空层面看， 目前最大的

利空因素无疑是上周五发生的

“光大证券”事件。

8

月

16

日早盘，

市场成交量突然大增

53%

， 使沪

指一度实现自

2009

年

3

月以来的

最大盘中涨幅， 事后查明为光大

证券的一指乌龙。 这暴露了券商

风险控制系统存在的漏洞， 也使

市场出现多种猜测。 在当日的上

涨中， 有不少跟风盘误以为有重

大利好即将出台， 市场风格将从

“八二”转换为“二八”，于是纷纷

跟随买入权重蓝筹股， 创业板指

数急剧下跌。 随着事件调查进一

步深入，市场信心必定摇摆，在后

续难见利好支撑的背景下， 追涨

权重股的投资者持股不坚， 将对

市场造成一定利空。

从利好层面看，一方面，大盘

在经历了长达数年的下跌后创出

新低，技术层面存在一定超跌反弹

需求；另一方面，中国经济持续疲

软，倒逼“稳增长”政策相继出台，

政策面利好引导市场信心有所修

复。 相关经济数据显示，二季度我

国经济有所好转，管理层“稳增长”

基调确定，部分政策已显示出利好

效应。 从近期黑色金属、采掘等上

游板块走势可以看出，部分投资者

对于经济增长预期向好。

整体而言， 上周五的利空因

素在当日午后的下跌中已得到一

定程度的释放， 后续影响相对有

限。从另一个层面看，上周五的事

件也使投资者看到， 市场并不缺

乏资金， 缺乏的只是使资金介入

的契机和理由。 当政策面利好真

正转化为实体经济利好之时，增

量资金便将迅速驰援，但短期内，

这一景象还需等待。

做空情绪蔓延 回档空间有限

□

西南证券 张刚 刘浩

上周末有

10

家券商发表了对

后市的看法， 其中看多的

2

家，看

空的

6

家，看平的

2

家。与前一周相

比，共有

4

家券商改变了其对后市

的观点， 华泰证券和民生证券对

本周趋势由多翻空， 华泰证券对

中线趋势也转为看空； 太平洋证

券对本周趋势由上周的看平转为

看空； 财通证券对中线趋势由多

翻空。 本周市场情绪综合指数为

35%

， 表明市场对本周大盘走势

较为悲观。

对本周持看空观点的

6

家券

商， 其论据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

面。 其一， 资金面上， 再融资和

IPO

开闸的“双重夹击”使场内资

金承压，短期回购利率持续走高，

流动性维持紧平衡， 难以支持大

盘放量走强。 其二，热点上，周期

性板块和主题投资未形成共振，

蓝筹股上涨动力不足， 持续性不

强；创业板上行动力缺失，后市风

险释放压力大， 市场热点开始退

潮。其三，空头对基本面持三类观

点， 一是认为市场对经济回暖持

怀疑态度， 二是认为实体经济能

否持续回升尚需确认， 三是认为

市场对经济数据和稳增长政策的

利好已反应充分。其四，从技术面

看， 短期市场存在回调整理的内

在需求，但回档空间不会太大。

此外，空头太平洋证券在展

望上周时总结：上周五事件或促

使监管层对券商的监管核查进

一步趋严，从而影响其新业务进

展， 给市场造成一定利空效应，

并对蓝筹板块造成拖累，打击市

场人气。

持看平观点的东吴证券分析

指出，再融资、

IPO

以及创业板解

禁将压制多方热情， 技术面显示

60

日均线的争夺非一蹴而就，短

期不排除上周五的跟风盘在本周

一止损出局带来的调整压力，但

调整空间不大，多空巷战将持续。

除月末资金面或逐步趋紧、 市场

风格切换难以奏效外， 持看平态

度的国都证券还预计煤炭、 有色

等周期性行业的公司业绩在三季

度仍难以好转， 多数机构将向下

修正业绩预测 （国都证券看空中

线趋势）。

本周多头代表为五矿证券和

西南证券。对于周五的事件，五矿

证券的看法相对乐观， 其认为这

或许是一次向上突破的预演，另

外， 外围市场的转暖和政策对投

资的引导将为

A

股提供支撑和上

行力量。 西南证券对市场流动性

持不同观点， 其认为近期人民币

恢复升值走势， 外汇占款或出现

增长， 从而消除资金面紧张的预

期。同时，西南证券预计本周四公

布的汇丰中国

8

月

PMI

初值将继

续释放利好效应， 促成大盘延续

升势。

上证指数日K线

3

连阴

上周

A

股市场跌宕起伏，在出

现了红色星期一之后， 多头节节

后撤，空头迅速反扑，使得上证指

数的重心节节下移。但在上周五，

空头却在盘中遭遇到了前所未有

的惨败格局。 这主要是因为光大

证券的乌龙指事件， 让权重股在

盘中一度冲击涨停板， 从而驱动

着 上 证 指 数 在 盘 中 脉 冲 至

2198.85

点，在期指做空的资金的

确有爆仓的可能性。但可惜的是，

后续买盘跟进乏力， 大盘无奈再

度下跌。 上证指数让市场参与者

目睹了有生以来罕见的单日脉冲

行情后， 收出了持续

3

连阴的

K

线

组合，且上周五的上影线达

120

余

点， 与

6

月

25

日长达

100

点的下影

线形成了巧合般的对称走势。

如此的走势就说明了短线

A

股市场的筹码锁定性能强。 仅仅

一个券商的失误操作， 仅仅数十

亿元的买盘， 就可以让招商银行

等大市值个股冲击涨停板， 反映

市场的盘面较轻。这也就意味着，

在后续走势中， 只要略有买盘，

A

股仍有强硬回升的可能性。

更何况， 经济数据也相对乐

观。一是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比

如说铁矿石价格上涨了

30%

等，这

些数据的背后隐含着我国经济企

稳，企业补库存的力度在增强。二是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的

用电量分别增长

5.48%

、

5.48%

、

4.25%

、

4.86%

、

4.88%

、

5.14%

、

8.8%

，

如此的数据不难描绘出我国经济

的确处于稳定的回升态势中，这至

少表明当前

A

股并不会出现新的黑

天鹅，从而提振了多头的做多底气。

因此，可以预期的是，本周一在消化

完上周五乌龙事件的止损盘之后，

仍有低位企稳的可能性。

上海钢联大涨

38.65%

由于电子商务可以较大程

度地降低交易成本，提升经营效

率，所以电子商务近年来获得了

长足的发展，近期更是得到了政

策面的全方位支持。 比如日前发

布的《关于促进信息消费扩大内

需的若干意见》就从基础设施到

消费内容，从环境建设到政策优

惠均给予了全方位支持和保障。

分析人士认为，这意味着电子商

务平台行业迎来了新产业政策

春风。

受此影响，电子商务平台在

上周出现了第二波涨升行情。

其特征主要有两个：一是龙头股

上海钢联出现了第二波拉升行

情，上周大涨

38.65%

；二是电子

商务平台概念股迅速蔓延，凡是

拥有商贸网络平台业务的相关

个股均获得了资金追捧，比如长

江投资、物产中拓、芜湖港等个

股。 如此的态势就说明了电子

商务概念股已全面发酵，进入到

主升浪。

而从以往惯例来看， 一旦某

板块进入到主升浪以及热点蔓延

之际，那么不管主营业务是什么，

只要涉足当前热门题材， 股价就

会上涨， 同时也昭示着此类个股

的股价已进入到炒作的尾声。 也

就是说， 主升浪其实也是主流资

金拉高出货浪。 所以，越是大涨，

越意味着浮筹开始增多， 短线抛

压开始增强。

更何况， 从产业发展的角度

来看， 电子商务具有赢家通吃的

态势。也就是说，只有行业的龙头

老大才可以获得业绩持续高成长

的能量， 行业内的其他企业很难

望其项背。 这其实在相关上市公

司的业绩轨迹中得到了佐证，比

如说生意宝、 上海钢联等相关电

子商务平台股的业绩处于回落的

态势。 既如此，作为市场参与者，

的确需要对电子商务平台概念股

予以谨慎。

小贷典当指数上涨

3.66%

当前

A

股市场所背靠的宏

观经济， 出现了货币政策增量

对经济驱动力的效应在递减的

态势。 比如，自

2012

年上半年以

来，信贷增速有所提速，但是宏

观政策仅仅在

2012

年的三季

度、 四季度出现了一定程度的

回升， 在

2013

年一季度再度增

速放缓。 如此的信息就引起了

相关各方的重视，也就有了“用

好增量，盘活存量”的货币政策

思路。 对于盘活存量，有分析人

士指出，主要是放松管制，进一

步释放出金融的潜能， 以支持

经济的快速发展。 如此态势，就

意味着金融创新、 金融改革有

望成为未来一段较长时间的货

币政策导向， 这自然引发嗅觉

历来敏锐的热钱们的重视，他

们认为金融创新将是盘活存量

的突破口，因此热钱竞相涌入，

也就使得金融创新概念股成为

近期热钱追捧的热点。

更为重要的是， 金融改革概

念股不仅仅获得

A

股热钱的追

捧，而且走出国门，同样受到境外

资金的追捧。 中概股鲈乡农村小

额贷款（

CCCR

）于美国东部时间

8

月

13

日以每股

6.5

美元， 发行

137

万股普通股， 正式在纳斯达克交

易， 成为第一家在美上市的小额

信贷公司。 在第二个交易日单日

上涨

94.84%

，成为市场热议的焦

点， 如此的热浪进一步波及到

A

股，所以，

A

股的小贷概念股为核

心的金融改革概念股再度受到追

捧 ， 小贷典当指数随之大涨

3.66%

。

如此的走势就说明了当前金

改的确已成为刺激经济增长的一

个较为清晰的思路。所以，小贷典

当概念股有望持续得到存量资金

的追捧， 从而出现股价反复活跃

的态势。 其中，金山开发、大众交

通、友阿股份、通程控股等个股的

表现仍可期待。

建材指数小涨

0.47%

从权威媒体的相关报道来

看，稳增长已经列于调结构之前，

说明了稳定经济增长预期的迫切

性已超越了调结构。 这就意味着

传统产业股的确面临着一定的经

济复苏预期的驱动力量。 毕竟稳

增长， 除了政府加大采购信息服

务等产品之外， 还可以进一步完

善铁路等基础设施的布局，所以，

未来投资产业链也将面临着一定

的复苏能量。受此影响，以水泥为

核心的建材股在近期反复强势，

建材指数在上周上涨

0.47%

。

更为重要的是， 水泥产品价

格出现了淡季提价的态势。 据报

道， 广东珠三角地区水泥主导企

业塔牌、光大计划近期提价，高标

号涨幅或在

30

元

/

吨，低标号

15

元

/

吨。与此同时，中国水泥网数据显

示，浙江、江苏、安徽、上海、江西

等地区， 水泥的需求在传统的淡

季出现了火热的行情， 并引发价

格迅速上涨，其中，浙江水泥价格

上涨幅度达到

20%－30%

。 这些都

是淡季超预期的情况。

因此， 业内人士认为，

9

月份

是水泥等建材行业的传统旺季，

如此就意味着水泥等建材产业的

市场需求会迅速增加。 但由于水

泥等建材行业正在厉行淘汰落后

产能，如此就使得供给端萎缩，供

给一旦失去平衡， 那么在旺季来

临之际， 水泥等建材价格将进入

快速上升通道。所以，建议投资者

密切关注水泥等建材股，其中，塔

牌集团、海螺水泥、尖峰集团、华

新水泥等所在的华东、华中、华南

区域供需情况较好的个股尤其可

以跟踪。

（金百临咨询，秦洪，执业证

书编号

A1210208090028

）

沪深两市上周资金流向

上周A股市场累计净流出222亿元

□

本报记者 王朱莹

8

月

12

日至

8

月

16

日， 大盘呈

现冲高回落的趋势， 全周小幅上

涨

0.79%

。 上周五个交易日，

A

股

市场累计净流出

221.54

亿元，上

周获得增量资金驰援的仅有金融

服务、交通运输、采掘和黑色金属

板块。分析人士认为，金融服务板

块得到资金增援与周五 “光大证

券事件” 相关， 后续或有回调风

险，而采掘、钢铁板块的走强显示

了投资者对于经济复苏的乐观预

期。 上周五的事件也使投资者看

到，市场并不缺乏资金，缺乏的只

是使资金介入的契机和理由。

存量资金大出逃

上周， 大盘在前两个交易日

持续反弹之后拐头向下， 全周小

幅上涨

0.79%

。在光大证券事件的

作用下，周

K

线留下了一根长长的

上影线。

Wind

资讯显示， 上周五个交

易日

A

股仅在周一获得

19.63

亿元

的资金净流入， 使日大盘大涨

2.39%

或

49.04

点。 此后四个交易

日，市场持续呈净流出状态，且净

流出资金与日俱增，

4

日累计净流

出

241.17

亿元，扣除上周一净流入

资金量， 全周累计净流出资金额

高达

221.54

亿元，日均净流出金额

高达

44.31

亿元。其中，全周开盘累

计净流出金额为

51.99

亿元， 比尾

盘净流出金额多出

18.12

亿元，显

示投资者逢高出逃的意愿较强，

也反映了当前弱市环境下， 市场

信心不足，整体呈谨慎状态。

从板块角度看， 上周获得增

量资金驰援的仅有金融服务、交

通运输、采掘和黑色金属板块，金

额分别达

19.78

亿元、

1.11

亿元、

8507.96

万元和

2748.73

万元。 其

中，金融服务板块独自“进账”近

20

亿元当与

8

月

16

日令市场震撼

的光大证券事件相关， 在高位吸

引了资金入注的金融板块， 后续

宜防范回调风险。

从净流出角度看，共有

9

个板

块资金净流出金额超过

10

亿元，

尤以医药生物、信息服务、电子板

块 “失血” 最为严重， 分别高达

51.95

亿元、

34.41

亿元和

25.29

亿

元。

Wind

数据显示，年初以来，信

息服务、 电子和医药生物指数涨

幅分别高达

61.35%

、

34.76%

和

29.97%

， 位居各行业指数前四之

列， 近期上述三个板块出现回调

应为获利回吐使然， 短期内获利

盘资金持续出逃的概率依然较

大。从个股来看，资金净流入最多

的股票依次是民生银行、 中国平

安、 兴业银行、 中国太保等金融

股；净流出最多的是中国化学、国

中水务和鹏博士等。

大盘反弹之路坎坷

自

6

月

25

日上证综指最低下

探至

1849.65

点，创下阶段新低之

后， 市场步入超跌反弹， 截至上

周，累计涨幅为

5.36%

。 但从大盘

趔趄的反弹脚步来看， 市场资金

整体呈现谨慎观望态度。向下，大

盘跌至今日，下行空间显然不大，

且有政策面托底； 向上， 资金匮

乏， 金融服务在去年

12

月底至今

年年初的行情中已消耗多方大量

弹药，想再起一波攻势实为不易。

不过，分析人士认为，对比多空筹

码， 大盘后续震荡上行的可能大

于向下。

从利空层面看， 目前最大的

利空因素无疑是上周五发生的

“光大证券”事件。

8

月

16

日早盘，

市场成交量突然大增

53%

， 使沪

指一度实现自

2009

年

3

月以来的

最大盘中涨幅， 事后查明为光大

证券的一指乌龙。 这暴露了券商

风险控制系统存在的漏洞， 也使

市场出现多种猜测。 在当日的上

涨中， 有不少跟风盘误以为有重

大利好即将出台， 市场风格将从

“八二”转换为“二八”，于是纷纷

跟随买入权重蓝筹股， 创业板指

数急剧下跌。 随着事件调查进一

步深入，市场信心必定摇摆，在后

续难见利好支撑的背景下， 追涨

权重股的投资者持股不坚， 将对

市场造成一定利空。

从利好层面看，一方面，大盘

在经历了长达数年的下跌后创出

新低，技术层面存在一定超跌反弹

需求；另一方面，中国经济持续疲

软，倒逼“稳增长”政策相继出台，

政策面利好引导市场信心有所修

复。 相关经济数据显示，二季度我

国经济有所好转，管理层“稳增长”

基调确定，部分政策已显示出利好

效应。 从近期黑色金属、采掘等上

游板块走势可以看出，部分投资者

对于经济增长预期向好。

整体而言， 上周五的利空因

素在当日午后的下跌中已得到一

定程度的释放， 后续影响相对有

限。从另一个层面看，上周五的事

件也使投资者看到， 市场并不缺

乏资金， 缺乏的只是使资金介入

的契机和理由。 当政策面利好真

正转化为实体经济利好之时，增

量资金便将迅速驰援，但短期内，

这一景象还需等待。

做空情绪蔓延 回档空间有限

□

西南证券 张刚 刘浩

上周末有

10

家券商发表了对

后市的看法， 其中看多的

2

家，看

空的

6

家，看平的

2

家。与前一周相

比，共有

4

家券商改变了其对后市

的观点， 华泰证券和民生证券对

本周趋势由多翻空， 华泰证券对

中线趋势也转为看空； 太平洋证

券对本周趋势由上周的看平转为

看空； 财通证券对中线趋势由多

翻空。 本周市场情绪综合指数为

35%

， 表明市场对本周大盘走势

较为悲观。

对本周持看空观点的

6

家券

商， 其论据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

面。 其一， 资金面上， 再融资和

IPO

开闸的“双重夹击”使场内资

金承压，短期回购利率持续走高，

流动性维持紧平衡， 难以支持大

盘放量走强。 其二，热点上，周期

性板块和主题投资未形成共振，

蓝筹股上涨动力不足， 持续性不

强；创业板上行动力缺失，后市风

险释放压力大， 市场热点开始退

潮。其三，空头对基本面持三类观

点， 一是认为市场对经济回暖持

怀疑态度， 二是认为实体经济能

否持续回升尚需确认， 三是认为

市场对经济数据和稳增长政策的

利好已反应充分。其四，从技术面

看， 短期市场存在回调整理的内

在需求，但回档空间不会太大。

此外，空头太平洋证券在展

望上周时总结：上周五事件或促

使监管层对券商的监管核查进

一步趋严，从而影响其新业务进

展， 给市场造成一定利空效应，

并对蓝筹板块造成拖累，打击市

场人气。

持看平观点的东吴证券分析

指出，再融资、

IPO

以及创业板解

禁将压制多方热情， 技术面显示

60

日均线的争夺非一蹴而就，短

期不排除上周五的跟风盘在本周

一止损出局带来的调整压力，但

调整空间不大，多空巷战将持续。

除月末资金面或逐步趋紧、 市场

风格切换难以奏效外， 持看平态

度的国都证券还预计煤炭、 有色

等周期性行业的公司业绩在三季

度仍难以好转， 多数机构将向下

修正业绩预测 （国都证券看空中

线趋势）。

本周多头代表为五矿证券和

西南证券。对于周五的事件，五矿

证券的看法相对乐观， 其认为这

或许是一次向上突破的预演，另

外， 外围市场的转暖和政策对投

资的引导将为

A

股提供支撑和上

行力量。 西南证券对市场流动性

持不同观点， 其认为近期人民币

恢复升值走势， 外汇占款或出现

增长， 从而消除资金面紧张的预

期。同时，西南证券预计本周四公

布的汇丰中国

8

月

PMI

初值将继

续释放利好效应， 促成大盘延续

升势。

上证指数日K线

3

连阴

上周

A

股市场跌宕起伏，在出

现了红色星期一之后， 多头节节

后撤，空头迅速反扑，使得上证指

数的重心节节下移。但在上周五，

空头却在盘中遭遇到了前所未有

的惨败格局。 这主要是因为光大

证券的乌龙指事件， 让权重股在

盘中一度冲击涨停板， 从而驱动

着 上 证 指 数 在 盘 中 脉 冲 至

2198.85

点，在期指做空的资金的

确有爆仓的可能性。但可惜的是，

后续买盘跟进乏力， 大盘无奈再

度下跌。 上证指数让市场参与者

目睹了有生以来罕见的单日脉冲

行情后， 收出了持续

3

连阴的

K

线

组合，且上周五的上影线达

120

余

点， 与

6

月

25

日长达

100

点的下影

线形成了巧合般的对称走势。

如此的走势就说明了短线

A

股市场的筹码锁定性能强。 仅仅

一个券商的失误操作， 仅仅数十

亿元的买盘， 就可以让招商银行

等大市值个股冲击涨停板， 反映

市场的盘面较轻。这也就意味着，

在后续走势中， 只要略有买盘，

A

股仍有强硬回升的可能性。

更何况， 经济数据也相对乐

观。一是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比

如说铁矿石价格上涨了

30%

等，这

些数据的背后隐含着我国经济企

稳，企业补库存的力度在增强。二是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的

用电量分别增长

5.48%

、

5.48%

、

4.25%

、

4.86%

、

4.88%

、

5.14%

、

8.8%

，

如此的数据不难描绘出我国经济

的确处于稳定的回升态势中，这至

少表明当前

A

股并不会出现新的黑

天鹅，从而提振了多头的做多底气。

因此，可以预期的是，本周一在消化

完上周五乌龙事件的止损盘之后，

仍有低位企稳的可能性。

上海钢联大涨

38.65%

由于电子商务可以较大程

度地降低交易成本，提升经营效

率，所以电子商务近年来获得了

长足的发展，近期更是得到了政

策面的全方位支持。 比如日前发

布的《关于促进信息消费扩大内

需的若干意见》就从基础设施到

消费内容，从环境建设到政策优

惠均给予了全方位支持和保障。

分析人士认为，这意味着电子商

务平台行业迎来了新产业政策

春风。

受此影响，电子商务平台在

上周出现了第二波涨升行情。

其特征主要有两个：一是龙头股

上海钢联出现了第二波拉升行

情，上周大涨

38.65%

；二是电子

商务平台概念股迅速蔓延，凡是

拥有商贸网络平台业务的相关

个股均获得了资金追捧，比如长

江投资、物产中拓、芜湖港等个

股。 如此的态势就说明了电子

商务概念股已全面发酵，进入到

主升浪。

而从以往惯例来看， 一旦某

板块进入到主升浪以及热点蔓延

之际，那么不管主营业务是什么，

只要涉足当前热门题材， 股价就

会上涨， 同时也昭示着此类个股

的股价已进入到炒作的尾声。 也

就是说， 主升浪其实也是主流资

金拉高出货浪。 所以，越是大涨，

越意味着浮筹开始增多， 短线抛

压开始增强。

更何况， 从产业发展的角度

来看， 电子商务具有赢家通吃的

态势。也就是说，只有行业的龙头

老大才可以获得业绩持续高成长

的能量， 行业内的其他企业很难

望其项背。 这其实在相关上市公

司的业绩轨迹中得到了佐证，比

如说生意宝、 上海钢联等相关电

子商务平台股的业绩处于回落的

态势。 既如此，作为市场参与者，

的确需要对电子商务平台概念股

予以谨慎。

小贷典当指数上涨

3.66%

当前

A

股市场所背靠的宏

观经济， 出现了货币政策增量

对经济驱动力的效应在递减的

态势。 比如，自

2012

年上半年以

来，信贷增速有所提速，但是宏

观政策仅仅在

2012

年的三季

度、 四季度出现了一定程度的

回升， 在

2013

年一季度再度增

速放缓。 如此的信息就引起了

相关各方的重视，也就有了“用

好增量，盘活存量”的货币政策

思路。 对于盘活存量，有分析人

士指出，主要是放松管制，进一

步释放出金融的潜能， 以支持

经济的快速发展。 如此态势，就

意味着金融创新、 金融改革有

望成为未来一段较长时间的货

币政策导向， 这自然引发嗅觉

历来敏锐的热钱们的重视，他

们认为金融创新将是盘活存量

的突破口，因此热钱竞相涌入，

也就使得金融创新概念股成为

近期热钱追捧的热点。

更为重要的是， 金融改革概

念股不仅仅获得

A

股热钱的追

捧，而且走出国门，同样受到境外

资金的追捧。 中概股鲈乡农村小

额贷款（

CCCR

）于美国东部时间

8

月

13

日以每股

6.5

美元， 发行

137

万股普通股， 正式在纳斯达克交

易， 成为第一家在美上市的小额

信贷公司。 在第二个交易日单日

上涨

94.84%

，成为市场热议的焦

点， 如此的热浪进一步波及到

A

股，所以，

A

股的小贷概念股为核

心的金融改革概念股再度受到追

捧 ， 小贷典当指数随之大涨

3.66%

。

如此的走势就说明了当前金

改的确已成为刺激经济增长的一

个较为清晰的思路。所以，小贷典

当概念股有望持续得到存量资金

的追捧， 从而出现股价反复活跃

的态势。 其中，金山开发、大众交

通、友阿股份、通程控股等个股的

表现仍可期待。

建材指数小涨

0.47%

从权威媒体的相关报道来

看，稳增长已经列于调结构之前，

说明了稳定经济增长预期的迫切

性已超越了调结构。 这就意味着

传统产业股的确面临着一定的经

济复苏预期的驱动力量。 毕竟稳

增长， 除了政府加大采购信息服

务等产品之外， 还可以进一步完

善铁路等基础设施的布局，所以，

未来投资产业链也将面临着一定

的复苏能量。受此影响，以水泥为

核心的建材股在近期反复强势，

建材指数在上周上涨

0.47%

。

更为重要的是， 水泥产品价

格出现了淡季提价的态势。 据报

道， 广东珠三角地区水泥主导企

业塔牌、光大计划近期提价，高标

号涨幅或在

30

元

/

吨，低标号

15

元

/

吨。与此同时，中国水泥网数据显

示，浙江、江苏、安徽、上海、江西

等地区， 水泥的需求在传统的淡

季出现了火热的行情， 并引发价

格迅速上涨，其中，浙江水泥价格

上涨幅度达到

20%－30%

。 这些都

是淡季超预期的情况。

因此， 业内人士认为，

9

月份

是水泥等建材行业的传统旺季，

如此就意味着水泥等建材产业的

市场需求会迅速增加。 但由于水

泥等建材行业正在厉行淘汰落后

产能，如此就使得供给端萎缩，供

给一旦失去平衡， 那么在旺季来

临之际， 水泥等建材价格将进入

快速上升通道。所以，建议投资者

密切关注水泥等建材股，其中，塔

牌集团、海螺水泥、尖峰集团、华

新水泥等所在的华东、华中、华南

区域供需情况较好的个股尤其可

以跟踪。

（金百临咨询，秦洪，执业证

书编号

A1210208090028

）

上周部分大宗交易成交情况

上周A股市场累计净流出222亿元

□

本报记者 王朱莹

8

月

12

日至

8

月

16

日， 大盘呈

现冲高回落的趋势， 全周小幅上

涨

0.79%

。 上周五个交易日，

A

股

市场累计净流出

221.54

亿元，上

周获得增量资金驰援的仅有金融

服务、交通运输、采掘和黑色金属

板块。分析人士认为，金融服务板

块得到资金增援与周五 “光大证

券事件” 相关， 后续或有回调风

险，而采掘、钢铁板块的走强显示

了投资者对于经济复苏的乐观预

期。 上周五的事件也使投资者看

到，市场并不缺乏资金，缺乏的只

是使资金介入的契机和理由。

存量资金大出逃

上周， 大盘在前两个交易日

持续反弹之后拐头向下， 全周小

幅上涨

0.79%

。在光大证券事件的

作用下，周

K

线留下了一根长长的

上影线。

Wind

资讯显示， 上周五个交

易日

A

股仅在周一获得

19.63

亿元

的资金净流入， 使日大盘大涨

2.39%

或

49.04

点。 此后四个交易

日，市场持续呈净流出状态，且净

流出资金与日俱增，

4

日累计净流

出

241.17

亿元，扣除上周一净流入

资金量， 全周累计净流出资金额

高达

221.54

亿元，日均净流出金额

高达

44.31

亿元。其中，全周开盘累

计净流出金额为

51.99

亿元， 比尾

盘净流出金额多出

18.12

亿元，显

示投资者逢高出逃的意愿较强，

也反映了当前弱市环境下， 市场

信心不足，整体呈谨慎状态。

从板块角度看， 上周获得增

量资金驰援的仅有金融服务、交

通运输、采掘和黑色金属板块，金

额分别达

19.78

亿元、

1.11

亿元、

8507.96

万元和

2748.73

万元。 其

中，金融服务板块独自“进账”近

20

亿元当与

8

月

16

日令市场震撼

的光大证券事件相关， 在高位吸

引了资金入注的金融板块， 后续

宜防范回调风险。

从净流出角度看，共有

9

个板

块资金净流出金额超过

10

亿元，

尤以医药生物、信息服务、电子板

块 “失血” 最为严重， 分别高达

51.95

亿元、

34.41

亿元和

25.29

亿

元。

Wind

数据显示，年初以来，信

息服务、 电子和医药生物指数涨

幅分别高达

61.35%

、

34.76%

和

29.97%

， 位居各行业指数前四之

列， 近期上述三个板块出现回调

应为获利回吐使然， 短期内获利

盘资金持续出逃的概率依然较

大。从个股来看，资金净流入最多

的股票依次是民生银行、 中国平

安、 兴业银行、 中国太保等金融

股；净流出最多的是中国化学、国

中水务和鹏博士等。

大盘反弹之路坎坷

自

6

月

25

日上证综指最低下

探至

1849.65

点，创下阶段新低之

后， 市场步入超跌反弹， 截至上

周，累计涨幅为

5.36%

。 但从大盘

趔趄的反弹脚步来看， 市场资金

整体呈现谨慎观望态度。向下，大

盘跌至今日，下行空间显然不大，

且有政策面托底； 向上， 资金匮

乏， 金融服务在去年

12

月底至今

年年初的行情中已消耗多方大量

弹药，想再起一波攻势实为不易。

不过，分析人士认为，对比多空筹

码， 大盘后续震荡上行的可能大

于向下。

从利空层面看， 目前最大的

利空因素无疑是上周五发生的

“光大证券”事件。

8

月

16

日早盘，

市场成交量突然大增

53%

， 使沪

指一度实现自

2009

年

3

月以来的

最大盘中涨幅， 事后查明为光大

证券的一指乌龙。 这暴露了券商

风险控制系统存在的漏洞， 也使

市场出现多种猜测。 在当日的上

涨中， 有不少跟风盘误以为有重

大利好即将出台， 市场风格将从

“八二”转换为“二八”，于是纷纷

跟随买入权重蓝筹股， 创业板指

数急剧下跌。 随着事件调查进一

步深入，市场信心必定摇摆，在后

续难见利好支撑的背景下， 追涨

权重股的投资者持股不坚， 将对

市场造成一定利空。

从利好层面看，一方面，大盘

在经历了长达数年的下跌后创出

新低，技术层面存在一定超跌反弹

需求；另一方面，中国经济持续疲

软，倒逼“稳增长”政策相继出台，

政策面利好引导市场信心有所修

复。 相关经济数据显示，二季度我

国经济有所好转，管理层“稳增长”

基调确定，部分政策已显示出利好

效应。 从近期黑色金属、采掘等上

游板块走势可以看出，部分投资者

对于经济增长预期向好。

整体而言， 上周五的利空因

素在当日午后的下跌中已得到一

定程度的释放， 后续影响相对有

限。从另一个层面看，上周五的事

件也使投资者看到， 市场并不缺

乏资金， 缺乏的只是使资金介入

的契机和理由。 当政策面利好真

正转化为实体经济利好之时，增

量资金便将迅速驰援，但短期内，

这一景象还需等待。

做空情绪蔓延 回档空间有限

□

西南证券 张刚 刘浩

上周末有

10

家券商发表了对

后市的看法， 其中看多的

2

家，看

空的

6

家，看平的

2

家。与前一周相

比，共有

4

家券商改变了其对后市

的观点， 华泰证券和民生证券对

本周趋势由多翻空， 华泰证券对

中线趋势也转为看空； 太平洋证

券对本周趋势由上周的看平转为

看空； 财通证券对中线趋势由多

翻空。 本周市场情绪综合指数为

35%

， 表明市场对本周大盘走势

较为悲观。

对本周持看空观点的

6

家券

商， 其论据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

面。 其一， 资金面上， 再融资和

IPO

开闸的“双重夹击”使场内资

金承压，短期回购利率持续走高，

流动性维持紧平衡， 难以支持大

盘放量走强。 其二，热点上，周期

性板块和主题投资未形成共振，

蓝筹股上涨动力不足， 持续性不

强；创业板上行动力缺失，后市风

险释放压力大， 市场热点开始退

潮。其三，空头对基本面持三类观

点， 一是认为市场对经济回暖持

怀疑态度， 二是认为实体经济能

否持续回升尚需确认， 三是认为

市场对经济数据和稳增长政策的

利好已反应充分。其四，从技术面

看， 短期市场存在回调整理的内

在需求，但回档空间不会太大。

此外，空头太平洋证券在展

望上周时总结：上周五事件或促

使监管层对券商的监管核查进

一步趋严，从而影响其新业务进

展， 给市场造成一定利空效应，

并对蓝筹板块造成拖累，打击市

场人气。

持看平观点的东吴证券分析

指出，再融资、

IPO

以及创业板解

禁将压制多方热情， 技术面显示

60

日均线的争夺非一蹴而就，短

期不排除上周五的跟风盘在本周

一止损出局带来的调整压力，但

调整空间不大，多空巷战将持续。

除月末资金面或逐步趋紧、 市场

风格切换难以奏效外， 持看平态

度的国都证券还预计煤炭、 有色

等周期性行业的公司业绩在三季

度仍难以好转， 多数机构将向下

修正业绩预测 （国都证券看空中

线趋势）。

本周多头代表为五矿证券和

西南证券。对于周五的事件，五矿

证券的看法相对乐观， 其认为这

或许是一次向上突破的预演，另

外， 外围市场的转暖和政策对投

资的引导将为

A

股提供支撑和上

行力量。 西南证券对市场流动性

持不同观点， 其认为近期人民币

恢复升值走势， 外汇占款或出现

增长， 从而消除资金面紧张的预

期。同时，西南证券预计本周四公

布的汇丰中国

8

月

PMI

初值将继

续释放利好效应， 促成大盘延续

升势。

上证指数日K线

3

连阴

上周

A

股市场跌宕起伏，在出

现了红色星期一之后， 多头节节

后撤，空头迅速反扑，使得上证指

数的重心节节下移。但在上周五，

空头却在盘中遭遇到了前所未有

的惨败格局。 这主要是因为光大

证券的乌龙指事件， 让权重股在

盘中一度冲击涨停板， 从而驱动

着 上 证 指 数 在 盘 中 脉 冲 至

2198.85

点，在期指做空的资金的

确有爆仓的可能性。但可惜的是，

后续买盘跟进乏力， 大盘无奈再

度下跌。 上证指数让市场参与者

目睹了有生以来罕见的单日脉冲

行情后， 收出了持续

3

连阴的

K

线

组合，且上周五的上影线达

120

余

点， 与

6

月

25

日长达

100

点的下影

线形成了巧合般的对称走势。

如此的走势就说明了短线

A

股市场的筹码锁定性能强。 仅仅

一个券商的失误操作， 仅仅数十

亿元的买盘， 就可以让招商银行

等大市值个股冲击涨停板， 反映

市场的盘面较轻。这也就意味着，

在后续走势中， 只要略有买盘，

A

股仍有强硬回升的可能性。

更何况， 经济数据也相对乐

观。一是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比

如说铁矿石价格上涨了

30%

等，这

些数据的背后隐含着我国经济企

稳，企业补库存的力度在增强。二是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的

用电量分别增长

5.48%

、

5.48%

、

4.25%

、

4.86%

、

4.88%

、

5.14%

、

8.8%

，

如此的数据不难描绘出我国经济

的确处于稳定的回升态势中，这至

少表明当前

A

股并不会出现新的黑

天鹅，从而提振了多头的做多底气。

因此，可以预期的是，本周一在消化

完上周五乌龙事件的止损盘之后，

仍有低位企稳的可能性。

上海钢联大涨

38.65%

由于电子商务可以较大程

度地降低交易成本，提升经营效

率，所以电子商务近年来获得了

长足的发展，近期更是得到了政

策面的全方位支持。 比如日前发

布的《关于促进信息消费扩大内

需的若干意见》就从基础设施到

消费内容，从环境建设到政策优

惠均给予了全方位支持和保障。

分析人士认为，这意味着电子商

务平台行业迎来了新产业政策

春风。

受此影响，电子商务平台在

上周出现了第二波涨升行情。

其特征主要有两个：一是龙头股

上海钢联出现了第二波拉升行

情，上周大涨

38.65%

；二是电子

商务平台概念股迅速蔓延，凡是

拥有商贸网络平台业务的相关

个股均获得了资金追捧，比如长

江投资、物产中拓、芜湖港等个

股。 如此的态势就说明了电子

商务概念股已全面发酵，进入到

主升浪。

而从以往惯例来看， 一旦某

板块进入到主升浪以及热点蔓延

之际，那么不管主营业务是什么，

只要涉足当前热门题材， 股价就

会上涨， 同时也昭示着此类个股

的股价已进入到炒作的尾声。 也

就是说， 主升浪其实也是主流资

金拉高出货浪。 所以，越是大涨，

越意味着浮筹开始增多， 短线抛

压开始增强。

更何况， 从产业发展的角度

来看， 电子商务具有赢家通吃的

态势。也就是说，只有行业的龙头

老大才可以获得业绩持续高成长

的能量， 行业内的其他企业很难

望其项背。 这其实在相关上市公

司的业绩轨迹中得到了佐证，比

如说生意宝、 上海钢联等相关电

子商务平台股的业绩处于回落的

态势。 既如此，作为市场参与者，

的确需要对电子商务平台概念股

予以谨慎。

小贷典当指数上涨

3.66%

当前

A

股市场所背靠的宏

观经济， 出现了货币政策增量

对经济驱动力的效应在递减的

态势。 比如，自

2012

年上半年以

来，信贷增速有所提速，但是宏

观政策仅仅在

2012

年的三季

度、 四季度出现了一定程度的

回升， 在

2013

年一季度再度增

速放缓。 如此的信息就引起了

相关各方的重视，也就有了“用

好增量，盘活存量”的货币政策

思路。 对于盘活存量，有分析人

士指出，主要是放松管制，进一

步释放出金融的潜能， 以支持

经济的快速发展。 如此态势，就

意味着金融创新、 金融改革有

望成为未来一段较长时间的货

币政策导向， 这自然引发嗅觉

历来敏锐的热钱们的重视，他

们认为金融创新将是盘活存量

的突破口，因此热钱竞相涌入，

也就使得金融创新概念股成为

近期热钱追捧的热点。

更为重要的是， 金融改革概

念股不仅仅获得

A

股热钱的追

捧，而且走出国门，同样受到境外

资金的追捧。 中概股鲈乡农村小

额贷款（

CCCR

）于美国东部时间

8

月

13

日以每股

6.5

美元， 发行

137

万股普通股， 正式在纳斯达克交

易， 成为第一家在美上市的小额

信贷公司。 在第二个交易日单日

上涨

94.84%

，成为市场热议的焦

点， 如此的热浪进一步波及到

A

股，所以，

A

股的小贷概念股为核

心的金融改革概念股再度受到追

捧 ， 小贷典当指数随之大涨

3.66%

。

如此的走势就说明了当前金

改的确已成为刺激经济增长的一

个较为清晰的思路。所以，小贷典

当概念股有望持续得到存量资金

的追捧， 从而出现股价反复活跃

的态势。 其中，金山开发、大众交

通、友阿股份、通程控股等个股的

表现仍可期待。

建材指数小涨

0.47%

从权威媒体的相关报道来

看，稳增长已经列于调结构之前，

说明了稳定经济增长预期的迫切

性已超越了调结构。 这就意味着

传统产业股的确面临着一定的经

济复苏预期的驱动力量。 毕竟稳

增长， 除了政府加大采购信息服

务等产品之外， 还可以进一步完

善铁路等基础设施的布局，所以，

未来投资产业链也将面临着一定

的复苏能量。受此影响，以水泥为

核心的建材股在近期反复强势，

建材指数在上周上涨

0.47%

。

更为重要的是， 水泥产品价

格出现了淡季提价的态势。 据报

道， 广东珠三角地区水泥主导企

业塔牌、光大计划近期提价，高标

号涨幅或在

30

元

/

吨，低标号

15

元

/

吨。与此同时，中国水泥网数据显

示，浙江、江苏、安徽、上海、江西

等地区， 水泥的需求在传统的淡

季出现了火热的行情， 并引发价

格迅速上涨，其中，浙江水泥价格

上涨幅度达到

20%－30%

。 这些都

是淡季超预期的情况。

因此， 业内人士认为，

9

月份

是水泥等建材行业的传统旺季，

如此就意味着水泥等建材产业的

市场需求会迅速增加。 但由于水

泥等建材行业正在厉行淘汰落后

产能，如此就使得供给端萎缩，供

给一旦失去平衡， 那么在旺季来

临之际， 水泥等建材价格将进入

快速上升通道。所以，建议投资者

密切关注水泥等建材股，其中，塔

牌集团、海螺水泥、尖峰集团、华

新水泥等所在的华东、华中、华南

区域供需情况较好的个股尤其可

以跟踪。

（金百临咨询，秦洪，执业证

书编号

A1210208090028

）

上周交易异动的部分股票

上周A股市场累计净流出222亿元

□

本报记者 王朱莹

8

月

12

日至

8

月

16

日， 大盘呈

现冲高回落的趋势， 全周小幅上

涨

0.79%

。 上周五个交易日，

A

股

市场累计净流出

221.54

亿元，上

周获得增量资金驰援的仅有金融

服务、交通运输、采掘和黑色金属

板块。分析人士认为，金融服务板

块得到资金增援与周五 “光大证

券事件” 相关， 后续或有回调风

险，而采掘、钢铁板块的走强显示

了投资者对于经济复苏的乐观预

期。 上周五的事件也使投资者看

到，市场并不缺乏资金，缺乏的只

是使资金介入的契机和理由。

存量资金大出逃

上周， 大盘在前两个交易日

持续反弹之后拐头向下， 全周小

幅上涨

0.79%

。在光大证券事件的

作用下，周

K

线留下了一根长长的

上影线。

Wind

资讯显示， 上周五个交

易日

A

股仅在周一获得

19.63

亿元

的资金净流入， 使日大盘大涨

2.39%

或

49.04

点。 此后四个交易

日，市场持续呈净流出状态，且净

流出资金与日俱增，

4

日累计净流

出

241.17

亿元，扣除上周一净流入

资金量， 全周累计净流出资金额

高达

221.54

亿元，日均净流出金额

高达

44.31

亿元。其中，全周开盘累

计净流出金额为

51.99

亿元， 比尾

盘净流出金额多出

18.12

亿元，显

示投资者逢高出逃的意愿较强，

也反映了当前弱市环境下， 市场

信心不足，整体呈谨慎状态。

从板块角度看， 上周获得增

量资金驰援的仅有金融服务、交

通运输、采掘和黑色金属板块，金

额分别达

19.78

亿元、

1.11

亿元、

8507.96

万元和

2748.73

万元。 其

中，金融服务板块独自“进账”近

20

亿元当与

8

月

16

日令市场震撼

的光大证券事件相关， 在高位吸

引了资金入注的金融板块， 后续

宜防范回调风险。

从净流出角度看，共有

9

个板

块资金净流出金额超过

10

亿元，

尤以医药生物、信息服务、电子板

块 “失血” 最为严重， 分别高达

51.95

亿元、

34.41

亿元和

25.29

亿

元。

Wind

数据显示，年初以来，信

息服务、 电子和医药生物指数涨

幅分别高达

61.35%

、

34.76%

和

29.97%

， 位居各行业指数前四之

列， 近期上述三个板块出现回调

应为获利回吐使然， 短期内获利

盘资金持续出逃的概率依然较

大。从个股来看，资金净流入最多

的股票依次是民生银行、 中国平

安、 兴业银行、 中国太保等金融

股；净流出最多的是中国化学、国

中水务和鹏博士等。

大盘反弹之路坎坷

自

6

月

25

日上证综指最低下

探至

1849.65

点，创下阶段新低之

后， 市场步入超跌反弹， 截至上

周，累计涨幅为

5.36%

。 但从大盘

趔趄的反弹脚步来看， 市场资金

整体呈现谨慎观望态度。向下，大

盘跌至今日，下行空间显然不大，

且有政策面托底； 向上， 资金匮

乏， 金融服务在去年

12

月底至今

年年初的行情中已消耗多方大量

弹药，想再起一波攻势实为不易。

不过，分析人士认为，对比多空筹

码， 大盘后续震荡上行的可能大

于向下。

从利空层面看， 目前最大的

利空因素无疑是上周五发生的

“光大证券”事件。

8

月

16

日早盘，

市场成交量突然大增

53%

， 使沪

指一度实现自

2009

年

3

月以来的

最大盘中涨幅， 事后查明为光大

证券的一指乌龙。 这暴露了券商

风险控制系统存在的漏洞， 也使

市场出现多种猜测。 在当日的上

涨中， 有不少跟风盘误以为有重

大利好即将出台， 市场风格将从

“八二”转换为“二八”，于是纷纷

跟随买入权重蓝筹股， 创业板指

数急剧下跌。 随着事件调查进一

步深入，市场信心必定摇摆，在后

续难见利好支撑的背景下， 追涨

权重股的投资者持股不坚， 将对

市场造成一定利空。

从利好层面看，一方面，大盘

在经历了长达数年的下跌后创出

新低，技术层面存在一定超跌反弹

需求；另一方面，中国经济持续疲

软，倒逼“稳增长”政策相继出台，

政策面利好引导市场信心有所修

复。 相关经济数据显示，二季度我

国经济有所好转，管理层“稳增长”

基调确定，部分政策已显示出利好

效应。 从近期黑色金属、采掘等上

游板块走势可以看出，部分投资者

对于经济增长预期向好。

整体而言， 上周五的利空因

素在当日午后的下跌中已得到一

定程度的释放， 后续影响相对有

限。从另一个层面看，上周五的事

件也使投资者看到， 市场并不缺

乏资金， 缺乏的只是使资金介入

的契机和理由。 当政策面利好真

正转化为实体经济利好之时，增

量资金便将迅速驰援，但短期内，

这一景象还需等待。

做空情绪蔓延 回档空间有限

□

西南证券 张刚 刘浩

上周末有

10

家券商发表了对

后市的看法， 其中看多的

2

家，看

空的

6

家，看平的

2

家。与前一周相

比，共有

4

家券商改变了其对后市

的观点， 华泰证券和民生证券对

本周趋势由多翻空， 华泰证券对

中线趋势也转为看空； 太平洋证

券对本周趋势由上周的看平转为

看空； 财通证券对中线趋势由多

翻空。 本周市场情绪综合指数为

35%

， 表明市场对本周大盘走势

较为悲观。

对本周持看空观点的

6

家券

商， 其论据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

面。 其一， 资金面上， 再融资和

IPO

开闸的“双重夹击”使场内资

金承压，短期回购利率持续走高，

流动性维持紧平衡， 难以支持大

盘放量走强。 其二，热点上，周期

性板块和主题投资未形成共振，

蓝筹股上涨动力不足， 持续性不

强；创业板上行动力缺失，后市风

险释放压力大， 市场热点开始退

潮。其三，空头对基本面持三类观

点， 一是认为市场对经济回暖持

怀疑态度， 二是认为实体经济能

否持续回升尚需确认， 三是认为

市场对经济数据和稳增长政策的

利好已反应充分。其四，从技术面

看， 短期市场存在回调整理的内

在需求，但回档空间不会太大。

此外，空头太平洋证券在展

望上周时总结：上周五事件或促

使监管层对券商的监管核查进

一步趋严，从而影响其新业务进

展， 给市场造成一定利空效应，

并对蓝筹板块造成拖累，打击市

场人气。

持看平观点的东吴证券分析

指出，再融资、

IPO

以及创业板解

禁将压制多方热情， 技术面显示

60

日均线的争夺非一蹴而就，短

期不排除上周五的跟风盘在本周

一止损出局带来的调整压力，但

调整空间不大，多空巷战将持续。

除月末资金面或逐步趋紧、 市场

风格切换难以奏效外， 持看平态

度的国都证券还预计煤炭、 有色

等周期性行业的公司业绩在三季

度仍难以好转， 多数机构将向下

修正业绩预测 （国都证券看空中

线趋势）。

本周多头代表为五矿证券和

西南证券。对于周五的事件，五矿

证券的看法相对乐观， 其认为这

或许是一次向上突破的预演，另

外， 外围市场的转暖和政策对投

资的引导将为

A

股提供支撑和上

行力量。 西南证券对市场流动性

持不同观点， 其认为近期人民币

恢复升值走势， 外汇占款或出现

增长， 从而消除资金面紧张的预

期。同时，西南证券预计本周四公

布的汇丰中国

8

月

PMI

初值将继

续释放利好效应， 促成大盘延续

升势。

上证指数日K线

3

连阴

上周

A

股市场跌宕起伏，在出

现了红色星期一之后， 多头节节

后撤，空头迅速反扑，使得上证指

数的重心节节下移。但在上周五，

空头却在盘中遭遇到了前所未有

的惨败格局。 这主要是因为光大

证券的乌龙指事件， 让权重股在

盘中一度冲击涨停板， 从而驱动

着 上 证 指 数 在 盘 中 脉 冲 至

2198.85

点，在期指做空的资金的

确有爆仓的可能性。但可惜的是，

后续买盘跟进乏力， 大盘无奈再

度下跌。 上证指数让市场参与者

目睹了有生以来罕见的单日脉冲

行情后， 收出了持续

3

连阴的

K

线

组合，且上周五的上影线达

120

余

点， 与

6

月

25

日长达

100

点的下影

线形成了巧合般的对称走势。

如此的走势就说明了短线

A

股市场的筹码锁定性能强。 仅仅

一个券商的失误操作， 仅仅数十

亿元的买盘， 就可以让招商银行

等大市值个股冲击涨停板， 反映

市场的盘面较轻。这也就意味着，

在后续走势中， 只要略有买盘，

A

股仍有强硬回升的可能性。

更何况， 经济数据也相对乐

观。一是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比

如说铁矿石价格上涨了

30%

等，这

些数据的背后隐含着我国经济企

稳，企业补库存的力度在增强。二是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的

用电量分别增长

5.48%

、

5.48%

、

4.25%

、

4.86%

、

4.88%

、

5.14%

、

8.8%

，

如此的数据不难描绘出我国经济

的确处于稳定的回升态势中，这至

少表明当前

A

股并不会出现新的黑

天鹅，从而提振了多头的做多底气。

因此，可以预期的是，本周一在消化

完上周五乌龙事件的止损盘之后，

仍有低位企稳的可能性。

上海钢联大涨

38.65%

由于电子商务可以较大程

度地降低交易成本，提升经营效

率，所以电子商务近年来获得了

长足的发展，近期更是得到了政

策面的全方位支持。 比如日前发

布的《关于促进信息消费扩大内

需的若干意见》就从基础设施到

消费内容，从环境建设到政策优

惠均给予了全方位支持和保障。

分析人士认为，这意味着电子商

务平台行业迎来了新产业政策

春风。

受此影响，电子商务平台在

上周出现了第二波涨升行情。

其特征主要有两个：一是龙头股

上海钢联出现了第二波拉升行

情，上周大涨

38.65%

；二是电子

商务平台概念股迅速蔓延，凡是

拥有商贸网络平台业务的相关

个股均获得了资金追捧，比如长

江投资、物产中拓、芜湖港等个

股。 如此的态势就说明了电子

商务概念股已全面发酵，进入到

主升浪。

而从以往惯例来看， 一旦某

板块进入到主升浪以及热点蔓延

之际，那么不管主营业务是什么，

只要涉足当前热门题材， 股价就

会上涨， 同时也昭示着此类个股

的股价已进入到炒作的尾声。 也

就是说， 主升浪其实也是主流资

金拉高出货浪。 所以，越是大涨，

越意味着浮筹开始增多， 短线抛

压开始增强。

更何况， 从产业发展的角度

来看， 电子商务具有赢家通吃的

态势。也就是说，只有行业的龙头

老大才可以获得业绩持续高成长

的能量， 行业内的其他企业很难

望其项背。 这其实在相关上市公

司的业绩轨迹中得到了佐证，比

如说生意宝、 上海钢联等相关电

子商务平台股的业绩处于回落的

态势。 既如此，作为市场参与者，

的确需要对电子商务平台概念股

予以谨慎。

小贷典当指数上涨

3.66%

当前

A

股市场所背靠的宏

观经济， 出现了货币政策增量

对经济驱动力的效应在递减的

态势。 比如，自

2012

年上半年以

来，信贷增速有所提速，但是宏

观政策仅仅在

2012

年的三季

度、 四季度出现了一定程度的

回升， 在

2013

年一季度再度增

速放缓。 如此的信息就引起了

相关各方的重视，也就有了“用

好增量，盘活存量”的货币政策

思路。 对于盘活存量，有分析人

士指出，主要是放松管制，进一

步释放出金融的潜能， 以支持

经济的快速发展。 如此态势，就

意味着金融创新、 金融改革有

望成为未来一段较长时间的货

币政策导向， 这自然引发嗅觉

历来敏锐的热钱们的重视，他

们认为金融创新将是盘活存量

的突破口，因此热钱竞相涌入，

也就使得金融创新概念股成为

近期热钱追捧的热点。

更为重要的是， 金融改革概

念股不仅仅获得

A

股热钱的追

捧，而且走出国门，同样受到境外

资金的追捧。 中概股鲈乡农村小

额贷款（

CCCR

）于美国东部时间

8

月

13

日以每股

6.5

美元， 发行

137

万股普通股， 正式在纳斯达克交

易， 成为第一家在美上市的小额

信贷公司。 在第二个交易日单日

上涨

94.84%

，成为市场热议的焦

点， 如此的热浪进一步波及到

A

股，所以，

A

股的小贷概念股为核

心的金融改革概念股再度受到追

捧 ， 小贷典当指数随之大涨

3.66%

。

如此的走势就说明了当前金

改的确已成为刺激经济增长的一

个较为清晰的思路。所以，小贷典

当概念股有望持续得到存量资金

的追捧， 从而出现股价反复活跃

的态势。 其中，金山开发、大众交

通、友阿股份、通程控股等个股的

表现仍可期待。

建材指数小涨

0.47%

从权威媒体的相关报道来

看，稳增长已经列于调结构之前，

说明了稳定经济增长预期的迫切

性已超越了调结构。 这就意味着

传统产业股的确面临着一定的经

济复苏预期的驱动力量。 毕竟稳

增长， 除了政府加大采购信息服

务等产品之外， 还可以进一步完

善铁路等基础设施的布局，所以，

未来投资产业链也将面临着一定

的复苏能量。受此影响，以水泥为

核心的建材股在近期反复强势，

建材指数在上周上涨

0.47%

。

更为重要的是， 水泥产品价

格出现了淡季提价的态势。 据报

道， 广东珠三角地区水泥主导企

业塔牌、光大计划近期提价，高标

号涨幅或在

30

元

/

吨，低标号

15

元

/

吨。与此同时，中国水泥网数据显

示，浙江、江苏、安徽、上海、江西

等地区， 水泥的需求在传统的淡

季出现了火热的行情， 并引发价

格迅速上涨，其中，浙江水泥价格

上涨幅度达到

20%－30%

。 这些都

是淡季超预期的情况。

因此， 业内人士认为，

9

月份

是水泥等建材行业的传统旺季，

如此就意味着水泥等建材产业的

市场需求会迅速增加。 但由于水

泥等建材行业正在厉行淘汰落后

产能，如此就使得供给端萎缩，供

给一旦失去平衡， 那么在旺季来

临之际， 水泥等建材价格将进入

快速上升通道。所以，建议投资者

密切关注水泥等建材股，其中，塔

牌集团、海螺水泥、尖峰集团、华

新水泥等所在的华东、华中、华南

区域供需情况较好的个股尤其可

以跟踪。

（金百临咨询，秦洪，执业证

书编号

A1210208090028

）

异动和大宗交易统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