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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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弹添“凉意” 震荡待“援军”

□本报记者 龙跃

随着支撑反弹的动力逐渐

衰竭，本周市场震荡调整。 由于

新的做多力量尚未出现， 加之

10

月不确定性有所上升， 分析

人士认为短期市场有可能保持

震荡整理格局， 投资策略也应

该相应回归到防御状态， 直至

政策层面和经济层面积极因素

再度出现。

三大动力支撑本轮反弹

尽管对反弹的质疑声不绝

于耳， 但三季度的

A

股市场确实

是今年以来最具备赚钱效应的

一段时光。 统计显示，从

6

月

25

日

的

1849.65

点算起，沪综指在本轮

反弹中实现了

23%

的最大涨幅；

与此同时，创业板指数也在三季

度持续创出历史新高。 可以说，

过去三个月，

A

股呈现出了普涨

格局。

支撑市场持续上涨的动力

有三：其一，经济过度悲观预期

修正。 从今年春节之后，一系列

经济数据显示经济超预期变差，

比如

4-6

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

呈现明显的低迷格局。 这使得投

资者对经济转型趋势中经济失

速的担忧大幅提升，并导致市场

持续不振。 但是进入三季度后，

7-8

月经济数据明显好于预期，

微观企业补库存的迹象也逐渐

明显，这使得此前形成的过度悲

观预期得以修正，市场也因此实

现企稳反弹。

其二，热点全面开花，强势

股自我强化。 与上半年过度专注

创业板不同，进入三季度后市场

热点明显增多，并且主线十分清

晰。 整体看，过去三个月引领市

场的强势品种为上海自贸区、农

业土地流转和信息传媒板块。 上

述热点启动时爆发力都比较强

劲，对资金吸引力很大，从而实

现了上涨的自我强化。 由于热点

清晰且涉及股票数量较多，市场

人气明显提升，资金积极参与也

是推动本轮反弹持续的重要原

因之一。

其三， 政策基调偏暖降低

系统性风险。 进入三季度后，此

前持续强调转型的政策表态出

现微调，“保底线” 的态度降低

了市场的系统性风险。 一方面，

政策向增长层面的微调是

7-8

月经济企稳回升的重要推手之

一；另一方面，金融领域和实体

经济去杠杆步伐放缓， 资金面

压力显著缓解，

6

月“钱荒”在

9

月并未卷土重来。

正是上述三方面积极因素

的共同作用， 导致

A

股市场反弹

从脚步蹒跚到坚定上行，从犹豫

质疑到积极参与， 逐渐形成规

模。 也可以说，对于后市行情而

言，上述三方面动力的后续演绎

将直接决定反弹行情能否继续

深入。

不确定性逐渐提升

从上周开始， 沪深股市出

现明显调整。其中，沪综指连续

两周收报阴线， 本周五收盘点

位已经跌破年线支撑。对此，分

析人士指出， 尽管在

1849

点以

来的反弹中， 阶段调整已经司

空见惯， 但本次调整却最需要

投资者保持警惕。 主要原因在

于： 此前支撑市场反弹的三大

动力， 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衰

竭迹象。

从经济层面看， 尽管继续

提升的

9

月汇丰

PMI

初值意味

着

9

月经济数据仍然偏向乐

观，但是考虑到外需不可能瞬

间放大，而内需则受制于产能

过剩、地方债务高企 、国有企

业过度杠杆化等事实，也很难

明显转向积极， 因此预计

9

月

数据很难带来特别的惊喜。 特

别是伴随

7-8

月数据超预期，

投资者已经普遍调高了对

9

月

经济的预期，而这部分乐观情

绪也已经在市场反弹中得到了

反映。 换言之，

9

月经济并不能

继续给市场带来“超预期”，因

此很难成为反弹行情延续的主

导因素。

在市场领涨品种方面，本周

无论是上海自贸区，还是农业土

地流转， 或者传媒信息板块，都

失去了以往的强势风采，其中的

不少个股在周四至周五甚至以

跌停板报收。 结合过高的估值水

平、短期较高的涨幅以及盘中明

显的出货迹象，可以判定此类前

期强势股至少需要阶段休整，这

也意味着本轮反弹行情的领涨

品种集体熄火。

此外， 在政策预期方面，中

期而言， 转型仍是重中之重，不

少投资者今年以来预期的强力

刺激恐难以出台； 短期来看，随

着上海自贸区相关政策落地，短

期政策层面的变动也逐渐由预

期向兑现转变，这使得基于政策

预期的炒作失去了想象空间。 有

分析人士认为，在

11

月重要会议

召开前， 市场很可能进入政策

“空白期”。

在反弹动力减弱的同时，进

入

10

月份后，市场的不确定因素

也可能明显增多。 比如，市场预

期

IPO

可能在

10

月重启，

9

月重新

凶悍的大小非减持可能在

10

月

继续活跃等等。

短期而言，未来一个阶段

A

股市场重归强势的难度较大，

在系统性风险暂时有限的背景

下， 大盘很可能呈现震荡整理

的运行格局。 考虑到当前市场

存在较高的结构性风险， 分析

人士建议投资者降低仓位，并

将持仓向医药、 食品饮料等防

御性品种倾斜。 更前瞻地看，市

场未来结束震荡格局， 需要等

待超预期的利好因素出现。 目

前看， 政策层面超预期要比经

济层面超预期的可能性更高；

当然， 一旦超预期利好因素始

终难以出现， 市场在震荡后进

入新一轮调整的概率也将逐渐

增大。

创业板渐显疲态

□本报记者 龙跃

尽管顽强创出历史新高，但本

周创业板指数仍然显露出了明显

“疲惫”，主要表现在量能逐渐萎缩

以及领涨品种构筑头部。分析人士

认为，今年以来，创业板股票资金

推动上涨的特征十分明显，未来判

断该板块行情能否延续需要紧密

跟踪量能变化， 就目前情况看，该

指数调整风险较大。

本周创业板指数以

1292.76

点

跳空高开 ， 盘中最高上探至

1344.39

点，再度创出历史新高，尾

市以

1323.76

点报 收 ， 涨幅为

2.65%

。 尽管从全周情况看，创业

板指数仍保持着强势格局，但本周

后半段该指数构筑头部的迹象逐

渐明显。 一方面，本周后三个交易

日， 创业板指数成交水平持续萎

缩，特别是周五上涨时成交量仍未

有效放大，显示资金推动力度开始

减弱。 另一方面，此前领涨的创业

板龙头品种本周明显走弱，比如华

谊兄弟在周二和周四都出现了较

大幅调整。

分析人士指出，作为上涨基本

依赖资金推动的创业板股票来说，

成交量高位萎缩以及龙头品种筑

头，都会给市场信心带来较大负面

影响，创业板持续创新高的强势格

局已经开始发生改变。 与此同时，

当前创业板股票的整体市盈率

（

TTM

）高达

59.27

倍，对未来业绩

增速透支明显，泡沫破裂风险随时

都可能发生。 因此，建议投资者对

该类股票保持谨慎，坚定减仓其中

的“市梦率”品种。

申万一级行业指数一周表现

申万风格指数一周表现

全市场估值一览表

资金面稳中趋松

7天利率重回4%下方

□本报记者 张勤峰

27

日，市场资金面继续改善，

7

天回购利率大幅降至

4%

以下，安

稳过节已无悬念。 市场人士指出，

节后资金面有继续回暖可能，但空

间有限，总体以紧平衡为主。

银行间质押式回购市场上，昨

日短期资金供给相当充裕，隔夜回

购加权利率稳定在

3.11%

，

7

天品

种则径直下行

45BP

至

3.69%

，重回

4%

关口下方。 中等期限回购利率

略有上涨，

14

天品种加权利率收报

5.68%

，

21

天品种收报

5.69%

。

1

个

月以上期限回购利率涨跌互现，波

动不大，总体低于

14

天、

21

天品种。

从以往经验看， 随着银行机构

备付和应对考核工作收尾， 季末及

长假前最后一两个交易日资金面一

般不会继续收紧， 安稳过节已无悬

念。事实上，市场此前已普遍预期三

季末流动性风险不大。 理由在于，

6

月“钱荒”后，金融机构更加重视日

常流动性管理，积极提高备付，减少

资金融出，进行资产负债久期调整，

因备付率明显提高， 资金面抗冲击

能力远非二季末时可比。

当然，本周初资金面也一度较

为紧张。 前述交易员表示，市场并

不缺钱，但是缺信心，情绪的波动

完全可能放大资金面波动。好在央

行及时出手，本周适度提高逆回购

操作力度， 公开市场转为净投放，

安抚了市场情绪。

目前市场对节后资金面改善

存在较大期待， 但市场人士提醒，

10

月逆回购大量到期及财政存款

增长等因素会限制资金利率回落，

资金面总体以紧平衡为主。数据显

示， 国庆长假期间及节后一周，央

行公开市场净到期资金流分别

为

-880

亿元和

-800

亿元； 过去两

年，

10

月份财政存款增量一般在

4000

亿元以上； 此外，

10

月初银行

还面临补缴法定存款准备金的压

力。相对而言，

14

天、

21

天中等期限

资金价格因与长期限品种形成倒

挂，节后回落空间可能更大。

交投清淡中孕育新的投资机会

□金百临咨询 秦洪

本周

A

股市场出现了冲高

受阻回落的走势， 尤其是周四

的大跌一度让市场参与者感受

到跳水的逼人寒意。 不过，在本

周五，

A

股有所回稳。 创业板更

是拉出一根长阳

K

线，似乎表明

A

股寒潮已过境。 只是可惜的

是，成交量迅速萎缩，沪市的量

能不足千亿，这可能会抑制

A

股

做多的激情。

核心主线分化

显示强势股的不同结局

虽然周四急跌，但是，对于

本周全周

A

股市场走势来说，仍

然可以用波澜壮阔来概括之。

不仅仅是因为陆家嘴、 外高桥

等上海自贸区概念股在本周初

出现了第二波拉升的态势。 也

不仅仅因为自贸区概念股的龙

头品种的外高桥在一个月的时

间里，涨幅高达

300%

，令人瞠目

结舌。 而且还在于创业板指的

走势， 在周初再创

1344.39

点的

历史新高。

但水满则溢，月满则亏。 所

以， 持续的大涨也就孕育调整

的能量。 故在本周三，一些跟风

上涨的自贸区概念股出现了跳

水的格局，比如说长江投资等，

如此就说明市场调整风险开始

显露。 在本周四则形成了狂风

暴雨般的跳水行情。 涨停板家

数也随之萎缩， 从周初的日均

40

家迅速降至周末的

10

余家，

如此就说明了短线热钱做多意

愿有所降低。

不过，盘面也显示出，多头

并未完全放弃做多的努力。 因

为在上海自贸区概念股沉没

之后，作为核心主线之一的文

化传媒股在本周五再度强硬，

光线传媒、华谊兄弟等个股迅

速弹升，驱动着创业板指迅速

驱散了周四下跌所带来的阴

影，而再度拉出一根长阳

K

线，

显示出创业板指拥有强大的

股价弹性。

如此走势也就说明了强势

股的确有着不同的结局。 对于

自贸区概念股来说，短线的急

涨以及缺乏强大的产业支撑，

使得此类个股在大幅炒高之

后就出现了迅速回落的态势。

但是，对于以华谊兄弟等为代

表的文化传媒产业股来说，由

于他们运作时间长 ，

K

线趋势

较为平缓 ，所以，不会产生急

涨急跌的格局。 更何况，文化

传媒产业股具有较大的产业

氛围配合与业绩基础的支撑，

比如说近期国庆长假来临，我

国电影票房收入仍有望超预

期，尤其是华谊兄弟的《狄仁

杰》 的表现可能更为乐观一

些。 这些因素的存在，就使得

此类个股易涨难跌。

多头做多意愿犹存

孕育新的投资希望

与此同时，从自贸区概念股

撤出的热钱， 也迅速掉转枪口，

转向两类个股，一是产业复苏主

线，主要是以中环股份等为代表

的太阳能产业股。 二是低估值、

稳增长的食品饮料股， 因此，光

明乳业、 三全食品等个股的日

K

线图出现了加速扬升的态势。 这

说明了炒作浪虽然退潮，但是防

御思维迅速占据了市场的主导

地位， 从而赋予周五

A

股企稳的

能量。

如此的走势就说明了多头

仍然不相信局部牛市行情的终

结。 实际上也的确如此。 因为我

国经济复苏的数据依然乐观，比

如说本周初公布的

9

月份汇丰

PMI

预览值延续了

8

月的反弹趋

势，升至

51.2

，再次高于预期，创

六个月最高水平。 新出口订单指

数更是

6

个月来首次回到

50%

以

上的扩张区间，显示内需与外需

同步改善，经济增长继续企稳回

暖。 与此同时，波罗的海干散货

指数（

BDI

）也是持续大力反弹，

显示出我国进出口的业务量迅

速增强。

A

股市场以往经验显示出，

只要经济强劲复苏， 那么，

A

股

市场固然不会出现强硬的指数

上升行情，但却可以赋予

A

股横

盘震荡的能量。这就给存量资金

制造个股行情提供了极佳的氛

围。 所以，每一次的经济复苏周

期， 都对应着强硬的个股行情，

甚至会演绎为局部的牛市行情，

今年以来的走势就是最好的说

明。所以，在

9

月份经济数据强劲

回升信息的支撑下，短线多头仍

然不甘心就此退出舞台。 因此，

他们迅速转向防御性品种以及

寻找产业复苏的投资机会，这样

就聚集了市场人气。 这对

A

股市

场的走势也形成了相对积极的

影响，因为上证指数可以在低位

企稳。

当然， 毕竟考虑到国庆长

假时间较长，其间涉及到诸多

不确定的因素，不仅仅是边缘

政治局势会否紧张，而且还涉

及到关于

IPO

重启等诸多信

息。 所以，多头也不敢逢低加

大仓位，因此，短线

A

股的买盘

力量虽有， 但不是很强大，这

也是本周五成交量渐趋清淡的

原因。 基于此，可以预测的是，

上证指数可企稳，但难以迅速

进一步拓展弹升空间。 只有等

节后，如果长假期间的信息有

利于多头 ，那么 ，节后的行情

仍然可以期待，多头将在三季

度业绩浪潮的配合下，再度推

出新的投资机会。

从产业氛围中

寻找后续的投资机会

在操作中， 建议投资者不

宜清仓，也不宜重仓。 可以适量

持仓过节。 其中，有两类个股可

跟踪， 一是产业拐点或者三季

度业绩超预期的品种可跟踪，

比如说太阳能产业股、 染料产

业股、草甘膦等农药股、金达威

以及以兄弟科技等为代表的维

生素概念股。

二是江苏旷达、内蒙华电等

大股东增持的低估值品种以及

加加食品、瑞普生物、中国汽研、

贝因美、世联地产、万丰奥威等

一系列低估值且下游需求相对

旺盛的品种。

另外，在长假期间，也可以

关注文化传媒的相关信息，如果

电影票房收入的确远超预期的

话，那么，文化传媒股在节后仍

可能会继续强势，从而驱动着创

业板指再度强硬，其间的投资机

会也可跟踪。

10月围绕三中全会进行主题挖掘

□华泰长城期货研究所 尹波

资金面担忧、 谨慎心理作

祟、题材股退潮、前期冲高后技

术上回补缺口的压力等多重负

面因素施压， 两市股指本周欲

振乏力，出现震荡调整走势，继

上周失守

5

日和

10

日均线之后，

沪综指和沪深

300

指数本周连

续失守

20

日均线、 半年线和年

线等多条中长期均线， 周线八

连阳后收出周线两连阴 ，“秋

凉”之意明显。 虽然短线技术形

态明显恶化， 但是考虑到基本

面向好的形势和预期并没有逆

转， 资金面压力在季节性因素

过后也有望显著缓解， 政策面

也不存在明显的负面扰动，前

期强势题材股虽然出现退潮，

但是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之

前， 改革红利和维稳预期将继

续对市场的题材运作构成支

撑， 短线在回补前期缺口之后

市场有望企稳， 结构性的主题

投资机会依然值得期待。

宏观经济维持稳定态势且

相关预期也没有逆转， 而政策

面并不存在显著的负面扰动，

支撑近期市场运行的核心逻辑

没有发生显著改变， 这也是我

们维持对市场不过度悲观时所

反复提及的一点。 汇丰银行

23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9

月汇丰制

造业

PMI

预览值为

51.2

， 创近

6

个月新高，较上月的

50.1

继续显

著回升， 主要分项指数中也纷

纷走高，新订单指数创下

6

个月

高点， 产出指数为

5

个月高点，

新出口订单指数

6

个月来首次

回到扩张区间， 采购库存今年

以来也首次回到荣枯线以上，

预计即将发布的中采制造业

PMI

指数和汇丰制造业

PMI

终值

以及三季度经济数据将继续向

好。 需求回暖、库存回补和政策

微刺激共振， 宏观经济基本面

在经济旺季有望维持偏暖态

势， 不宜太过担忧去年四季度

高基数会拉低今年四季度经济

增长率。

政策面维持稳定的中性平

衡局面， 而改革预期实际上为

市场提供了偏积极的基调。 李

克强总理近期反复强调， 在短

期波动面前，我们要沉着应对，

既不放松也不收紧银根， 重点

是通过盘活存量、 用好增量来

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和结构调

整。 而从央行近期公开市场的

操作情况来看， 基本上也是维

持“锁长贷短”的政策取向。 在

季末资金面存有一定压力的情

况下， 本周央行在公开市场进

行了

1600

亿元的逆回购操作，

周四对到期的

49

亿元

3

年期票

据进行了续期。 一如央行在二

季度货币政策报告中所述的

“把冻结长期流动性和提供短

期流动性两种操作结合起来，

其对流动性影响的综合效果总

体上是中性的”。 政策总体维持

中性平衡状态， 也就说明了其

对市场的负面扰动有限。 若转

换视角来看， 货币政策维持稳

定， 借助于十八届三中全会的

召开， 市场对改革预期和政策

红利的憧憬实际上使得市场所

面对的政策基调偏积极。 如此

看来， 政策面实际上对市场构

成的是中性偏正面的影响。

本周市场受到了资金面的

扰动较为明显，实际上，更为确

切地说是心理上的扰动大于事

实上的冲击。 受到季末因素、国

庆长假资金备付需求以及为节

后准备金例行上缴准备的影

响， 本周资金面明显承受一定

压力，

7

天期回购利率周内最高

一度达到

4.5241%

。 但是通过对

比我们可以发现，

9

月末短期资

金价格虽然出现走高， 但是相

较于

7

月末和

8

月末的情况并不

悲观，

3

月期

SHIBOR

利率大体

维持稳定，若考虑到

9

月还是季

末， 资金面情况或许还透露出

了偏积极的信号。 我们倾向于

认为， 资金价格中枢重置最艰

难的阶段或许已经过去， 再考

虑央行在公开市场操作的特

征， 未来资金面对市场的负面

扰动将会显著下降。

从盘面情况来看，以自贸区

和民营银行为代表的强势题材

概念板块出现退潮，尤其是部分

上海自贸区概念股出现连续封

跌停的走势，这对于市场人气的

打击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我们也

要看到，在自贸区概念退潮的背

景下，其他一些概念板块却有不

错表现， 如带

O2O

概念的传统商

业零售板块、周期复苏的光伏概

念板块等，创业板本周也维持强

势表现。 从技术走势来看，沪综

指和沪深

300

指数虽然连续跌破

多条短中长期均线，但是，如果

再结合成交量和跳空缺口的向

下牵制力，市场目前的调整依然

只能界定为技术性调整，将其定

位一波中级下跌趋势的开始还

不适宜。

持仓数据的短期趋势也大

体能够印证我们的判断。 一方

面，在期指震荡回落的过程中，

主力席位单个交易日增多大于

增空的出现频率明显更高，周

四期指大幅调整， 主力席位增

空力度大于增多力度， 但是幅

度却也明显有限；另一方面，国

泰君安、 中证期货和海通期货

的净空持仓量本周维持稳定，

并没有大幅上升， 中证期货实

际上还有所下降。 虽然本周持

仓数据或多或少有长假因素的

扰动，但是，从总的趋势来看，

目前继续大幅悲观的空间实际

上不大。

综上所述， 在宏观经济向

好的趋势没有改变且预期依

然没有逆转的情况下，资金面

压力和技术性调整共振后，若

借助经济数据和海外市场的

配合，市场企稳应该没有多大

问题 ，当然 ，我们也不寄望市

场企稳后会出现很大幅度的

冲高，但是在经历了连续的调

整之后，短期确实已没有必要

对市场过度悲观，在十八届三

中全会之前，改革预期和维稳

基调主导下，题材运作或许依

然是

10

月行情的主基调。 期指

操作策略上，在期指回补

9

月

6

日的跳空缺口后，建议投资者

择机逢低介入多单，

10

月份按

照震荡思维以区间波段操作

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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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流通市值

（亿元）

全部

Ａ

股

１３．０６ １０．６３ １．６７ ８９

，

７５９．８１０４

沪深

３００ ９．３７ ８．５７ １．３９ ４６

，

８７４．２６５０

中小企业板

３５．２３ ２６．４７ ３．１７ １４

，

３１０．０２８６

创业板

５９．２７ ４０．３６ ４．２８ ５

，

９５６．６３３６

中证

１００

成份

８．００ ７．５０ １．２６ ３０

，

４４４．９０６２

中证

５００

成份

３０．９４ ２１．５１ ２．４１ １６

，

４９９．９９９４

名称 现价 涨跌幅 ５日涨跌幅 年初至今

高市净率指数（申万）

１３１７．１７ ０．００５６ ０．０１６ ０．２０５５

高价股指数（申万）

２１３８．０６ ０．００５２ ０．０１２２ ０．０９８５

高市盈率指数（申万）

８７９．０２ ０．００３３ ０．０１１４ ０．１６０９

微利股指数（申万）

１６６８．３１ －０．００２９ ０．００７６ ０．１５４８

中盘指数（申万）

２６６９．５５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６８ ０．１７４５

中市净率指数（申万）

２７２０．９７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１８ ０．０２３３

小盘指数（申万）

３０２６．１ ０．００１９ ０．００１ ０．１９３３

中市盈率指数（申万）

２１５２．０７ ０．００７９ －０．００１５ ０．１０６３

亏损股指数（申万）

１７９９．６４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７１ ０．１５０２

中价股指数（申万）

２６３３．４５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０９ ０．１２９５

新股指数（申万）

９９０．１４ ０ －０．０１０９ ０．０７８４

活跃指数（申万）

３６．７ －０．０１９８ －０．０１１６ －０．０６４３

绩优股指数（申万）

３２１７．５７ ０．００２４ －０．０１４２ －０．０２２８

大盘指数（申万）

１９９９．０３ ０．００４１ －０．０１８６ －０．０５９２

低价股指数（申万）

４１６０．９１ －０．００１５ －０．０２７９ －０．０２１３

低市净率指数（申万）

３３１９．１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３ －０．０４８２

低市盈率指数（申万）

３４６５．０８ ０．００２１ －０．０３１４ －０．０８９４

名称 现价 涨跌幅 ５日涨跌幅 年初至今

医药生物（申万）

５０７２．１ ０．０１８８ ０．０５１８ ０．３９７３

信息设备（申万）

１４４０．３４ －０．００１９ ０．０４０４ ０．５１１

信息服务（申万）

２５８９．４ ０．０１７４ ０．０３７９ ０．９４３７

家用电器（申万）

２５０３．９６ ０．００１１ ０．０２２７ ０．１７３４

食品饮料（申万）

４９５２．８ ０．００１４ ０．０２１７ －０．０３４

商业贸易（申万）

３２３２．５ －０．００５５ ０．０２１４ ０．１９５

电子（申万）

１６８２．８８ ０．００７６ ０．０１７７ ０．３９６７

农林牧渔（申万）

１７１６．１４ －０．０１９２ ０．００２８ ０．０６３１

轻工制造（申万）

１５７６．４９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２３ ０．１７７１

机械设备（申万）

３１８６．３４ ０．００４８ ０．００１５ ０．１２７９

综合（申万）

１６７５．６３ ０．００４５ －０．０００５ ０．１５８８

采掘（申万）

３１４７．５７ ０．００５１ －０．０１０１ －０．２６４

有色金属（申万）

２６６３．３５ ０．００４４ －０．０１３４ －０．２１８５

化工（申万）

１７９７．５ －０．００２６ －０．０１４９ ０．０５９７

纺织服装（申万）

１５５０．０８ －０．００４７ －０．０１９４ ０．０１９３

交运设备（申万）

２７１０．５２ －０．００３１ －０．０１９８ ０．１０７３

公用事业（申万）

１７６９．４５ ０．０００７ －０．０２２ ０．０７０１

餐饮旅游（申万）

３０２２．４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２７１ ０．２３７４

黑色金属（申万）

１５３９．７１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３０９ －０．１７８１

房地产（申万）

２６４０．４５ －０．００６３ －０．０３３９ －０．０５９４

建筑建材（申万）

２１４９．４２ －０．００４５ －０．０３５３ －０．１１６６

交通运输（申万）

１５９７．６５ －０．００６９ －０．０３６４ ０．０４１６

金融服务（申万）

２１６９．７１ ０．００９ －０．０４０５ －０．０４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