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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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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００８３２

东方明珠

１２．３２ １０．００ １２６３８８．４４ ５７２３５．１１ ６９１５３．３３ ３７．６６

６００１９６

复星医药

１９．７６ １０．０２ ９０２５９．９３ ２１７７５．２５ ６８４８４．６８ ６１．１３

３００３１５

掌趣科技

３３．３２ １０．００ ５７９９０．３６ ４７３９．１１ ５３２５１．２５ ８４．８６

２００８

大族激光

１１．２６ ９．９６ ６１９９１．８３ １２６８２．９４ ４９３０８．８９ ６６．０１

６０００８９

特变电工

１３．０４ １０．０４ ８７５７６．４４ ３８８９０．７４ ４８６８５．７０ ３８．５０

６００８３９

四川长虹

２．４５ ９．３８ ６４３１１．０５ １９３９３．３６ ４４９１７．６９ ５３．６６

６００７９７

浙大网新

７．８０ １０．０１ ６０４７７．６９ ２７０３３．７４ ３３４４３．９５ ３８．２２

６０００３０

中信证券

１２．２２ １．８３ ９３０６２．４０ ６４２０２．２５ ２８８６０．１５ １８．３５

６００７３９

辽宁成大

１８．７０ ５．６５ ７１８００．５２ ４３３０６．８３ ２８４９３．７０ ２４．７５

６００７８７

中储股份

１１．９８ １０．０１ ３７３１６．７５ １２０６２．４３ ２５２５４．３２ ５１．１４

名称 现价 涨跌 涨跌幅 成交金额（亿） 年初至今

尾气治理指数

１８３８．０４ １２５．８ ７．３５％ ２０．９９８１１８３５ ５１．７６％

ＰＭ２．５

指数

２１７９．９ １３９．７４ ６．８５％ ６４．３０２５７１５５ ９６．５９％

环保概念指数

２１４４．３９ １１４．７９ ５．６６％ １４９．６６２４１３８ ７０．５２％

智能电视指数

４３２４．２３ ２２１．７８ ５．４１％ ４８．１３１７１５１２ １１５．６６％

互联网金融指数

１９１８．４８ ９０．７ ４．９６％ ６２．２８０３７６９８ １７９．８０％

养老产业指数

１２９９．２９ ６０．７１ ４．９０％ １３．６８４９２８１６ ６３．００％

污水处理指数

２３０５．４９ １０４．７１ ４．７６％ ７６．７１９５７７７５ ６７．９６％

移动互联网入口指数

１０４６．４７ ４６．４７ ４．６５％ ３１．９２８９６４０４ ０．００％

云计算指数

１８８８．１２ ８０．０５ ４．４３％ ８１．４０６１６４６１ １０８．７５％

智能物流指数

１５４２．６６ ６４．０３ ４．３３％ ２８．３６９３９１８９ ５０．５６％

太阳能发电指数

９４４．８８ ３８．５９ ４．２６％ ５２．３７３００４８８ ４３．０７％

垃圾发电指数

１２７６．６８ ５１ ４．１６％ ４５．５３８５０９０５ ３２．９８％

第三方支付指数

１９５３．０７ ７７．４１ ４．１３％ ２５．６７３０７４８４ １４１．６７％

大数据指数

５５６３．９２ ２１１．９９ ３．９６％ ２１．１９０８０８５６ ９８．８７％

安防监控指数

２０２６．５２ ７６．６９ ３．９３％ ２１．６８９９４６０６ ８８．６１％

三网融合指数

１５２２．５７ ５７．０２ ３．８９％ ７２．０３７９７０４４ １０５．９０％

个股资金流向行业资金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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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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维度勾勒热点演进路线”（一）

新旧轮转 “改革季” 难褪色

□本报记者 魏静

随着三中全会的临近， 各类

“改革信号”层出不穷，

A

股市场也

围绕着改革反复“做文章”。不过，

就在改革主线暂现断档叠加创业

板大幅退潮之际， 环保热的全面

铺开， 成功起到了力挽狂澜的作

用：创业板指数调转船头，昨日再

度向新高进军，类似软件、光伏这

类新老热点也普遍出现了板块性

的拉升行情。分析人士表示，尽管

短期活跃资金有获利回吐的需

求， 但在改革路线逐渐明晰的背

景下， 长线资金将紧盯改革主线

持续布局，因而“改革季”仍是接

下来行情的主基调， 投资者不宜

过于谨慎。

环保打头 软件光伏接力

如果细数

2013

年的牛股发源

地， 环保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的领

域之一。 然而与传媒这类一个季

度就能疯狂上演翻番行情的牛股

有所不同， 环保股年内 “走走停

停”，似乎并不急于创新高。 可以

说，环保股每一波大幅拉升之前，

其股价都会出现一段时间的震荡

整理。

昨日，

Wind

环保概念指数大

涨

5.66%

， 大幅领涨各板块概念，

收盘报收

2144.39

点， 盘中创出

2163.52

点的历史新高。 不过，与

传媒股三季度近似疯狂地日创新

高不一样的是， 环保概念指数的

这一新高并不那么“突兀”。 从今

年

3

月份到

9

月下旬， 环保概念指

数一直处于一个平台整理的区

间，期间有涨有跌，直到

10

月份环

保股才正式开启了新一波的 “新

高秀”。

统计显示， 昨日环保股全线

上扬， 其中有多达

10

只环保股强

势涨停， 据此， 年内涨幅超过

100%

的环保股也成功突破了

14

只， 龙净环保年内涨幅更是高达

248.51%

。

在环保股打头阵的带动下，

市场情绪迅速好转，热点也呈现

出多面开花的景象。 其一，在海

润光伏发布三季度扭亏公告之

后，该股近来持续飙涨，本周一

更是强势封住涨停板，并成功带

动相关板块个股出现上涨，中利

科技及特变电工也强势涨停，航

天机电、隆基股份等个股也出现

了较大幅度的上涨。 其二，软件

类个股继续强势上演涨停秀，力

源信息、宝信软件、林洋电子、同

方国芯及中国软件强势涨停。 其

三，诸如贝因美、东方明珠、美邦

服饰这类消费股也纷纷涨停，占

据了涨停潮的一席之地，这表明

资金认同目前的市场氛围，因而

敢于狙击“白马”。

热点继续围绕改革做文章

尽管创业板指数上周周中一

度见顶回落， 并带动主板市场回

调整固， 但本周一主板指数以及

创业板指数的放量上涨， 再度确

立了短期市场偏暖的主基调，预

计接下来传闻对市场情绪的影响

将边际效应递减， 市场热点将继

续围绕改革主线展开。

首先，今年以来，自贸、金改

以及土改这类主流热点的演绎方

式普遍较为激进， 其上涨多有种

只争朝夕的感觉， 龙头股动辄就

是连续收出十来个涨停板。 这样

的单兵突进的结果便是， 短期涨

幅过大，一旦炒作进入尾声，这类

概念股的跌幅也会远远大于其他

概念。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以外高

桥为主的自贸概念股普遍出现了

一两周左右的调整， 短期出现止

跌企稳的迹象；同时，罗牛山、海

南橡胶这类土改龙头也是在剧烈

的波动中不断摸高。 从这个角度

而言， 这类主流概念短期休整或

逐步到位， 短期一旦活跃资金重

新进驻， 则将大概率掀起一波新

的炒作潮， 进而维持住市场偏暖

的氛围。

其次，环保、软件等政策长

期支持的板块，涨势不及主流热

点那么迅猛，但“整固

-

新高”的

节奏一直在延续。 此次，环保热

的强势回归，不仅成功维系住了

市场主流热点的活跃度，还全面

带动了其他热点的炒作，进而令

市场整体交投气氛延续偏暖氛

围。 应该说，环保、软件这类中

期投资主题， 虽然并不直接与

“改革” 沾边， 但也属于政府调

整结构、 力促改革的重要着力

点，因而能持续吸引长线资金的

青睐。

分析人士表示，不论是自贸、

金改，还是其他热点的炒作，都必

须要摆脱单纯概念炒作的束缚，

将概念深化铺开， 否则最终都要

走向死胡同。接下来，只要热点炒

作能推陈出新， 主流热点不出现

断档的情况， 那么红十月的成果

依然能捍卫住。 投资者当前不宜

过于谨慎， 可适时围绕改革主线

进行“埋伏”。

资金难弃成长股

207亿元资金流入铸就“红周一”

□本报记者 张怡

经历了上周的连续调整之

后， 本周一资金回流

A

股市场，铸

就“红周一”。 盘中创业板热情高

涨， 显示出资金尚未寻找到更具

有赚钱效应的替代板块， 依然在

成长股体系内徘徊。 而当前十八

届三中全会渐行渐近， 与经济转

型、民生和改革相关的市场热点，

也在逐步积蓄力量， 新一轮板块

轮动有望来临。

207亿元资金流入A股

昨日， 沪深两市共流入资金

207.63

亿元，其中，沪市资金流入

96.25

亿元 ， 深市资金净流入

111.38

亿元。 由此，沪深两市双双

呈现高开高走走势， 盘中热点活

跃，铸就了“红周一”。

昨日，上证综指报收

2229.24

点，上涨

35.46

点，涨幅为

1.62%

；

深证成指报收

8739.52

点， 上涨

154.65

点，涨幅为

1.80%

；沪深两

市成交额分别为

1239.36

亿元和

1379.66

亿元， 较上周五明显放

大；另外，创业板指上涨

3.78%

，中

小板指上涨

2.60%

，成长股大有卷

土重来之势。

行业板块方面， 防御性的家

用电器、 食品饮料板块涨幅居前

两位，而成长股云集的信息服务、

信息设备板块涨幅也均超过

3%

，

显示出市场资金始终在新兴产业

成长股中徘徊， 尚未发掘出新的

投向。

资金流向方面有类似的现

象。 周一机械设备板块的资金净

流入金额居首位， 达到

31.54

亿

元， 净流入金额占总成交额的比

例为

12.14%

，值得投资者关注。其

次， 上周经历了连续调整的信息

服务板块在昨日的资金净流入也

达到

24.96

亿元，居第二位，显示

出热潮重回的特征； 而涨幅居前

的家用电器、公用事业板块，在昨

日的资金净流入均超过

16

亿元。

与之相对， 昨日仅有房地产和有

色金属板块呈现出资金净流出。

资金关注“成长+改革”

上周， 创业板连续调整的

低迷走势， 令不少投资者认为

资金已经在撤离估值偏高的成

长股。 不过从上周五和本周一

创业板的表现来看， 资金似乎

尚未寻找到更具有赚钱效应的

替代板块， 依然在成长股体系

内徘徊。 而当前十八届三中全

会渐行渐近，与经济转型、民生

和改革相关的市场热点， 也在

逐步积蓄力量， 新一轮板块轮

动有望来临。

18

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三

季度经济数据符合市场预期，

预计全年经济目标完成压力不

大， 业内普遍预计全年宏观经

济有望平稳收局。 而细分数据

对家用电器和食品饮料板块形

成利好， 使得这两个防御型板

块在市场缺乏热点的背景下涨

幅领先。

同时， 市场关于新股发行制

度改革和

IPO

开闸推后的传闻，使

得市场短期压力得以释放；同时，

本周三季报进入密集披露期，

A

股

整体业绩改善相对确定， 指数的

平稳或有望延续。

而三中全会带来的经济转

型、 民生改善与改革预期，使

得信息消费 、环保、养老等板

块热潮始终未能褪去。 业绩预

告也使得部分业绩较差的个

股的利空在上周得以释放，前

期估值已经高涨的成长股在

本周一又悉数粉墨登场，吸引

资金回流。

对于后市， 中信证券认为，

在坚持低估值蓝筹和

TMT

优质成

长这两条主线的基础上，建议积

极跟踪改革主线下的国企改革、

养老服务、对外开放等主题投资

机会。

分析人士也指出， 节能环

保、信息技术、养老产业、医疗卫

生等板块仍将享受到政策红利，

有不断扬升的机会。 目前处于三

中全会前的预热阶段，相关热点

已经有所启动，值得密切关注政

策动态。

短期信心修复 中期风险加大

□长江证券策略小组

上周三季度宏观经济运行

数据公布，

CPI

的超预期导致市场

部分投资者对未来几个月价格再

起的担忧加重， 而工业增加值较

之前

7

、

8

两月的超预期快速增长

有明显的收缩。我们认为，工业需

求旺季过后逐渐见顶的态势已经

确立，

PMI

以及生产数据四季度将

再度逐渐恶化。

鉴于

IPO

上周末未被证实、海

外美国政府停摆顺利解决， 本周

市场信心或有所修复。 但是中期

来看，临近三中全会召开，改革政

策能否兑现、 央行维稳短期利率

的行为在会议之后是否保持、

IPO

何时开闸等问题将不断困扰市场

投资者的决策。因此操作上，应逐

渐规避无业绩支撑的转型概念，

配置必需消费品和公共消费品等

稳定增长行业。

经济环比增速高点已过

上周统计局公布了三季度宏

观经济的运行数据。 尽管工业品

价格超出市场预期， 继续出现环

比回升，但是从工业增加值来看，

生产需求已经开始呈现环比回落

的态势。 这表明，之前

6-8

月的经

济反弹已经过去， 在货币趋紧和

产能过剩的情况下， 制造业需求

依旧趋势性疲软。

9

月的工业增加值环比已经

回落至

0.72

的水平， 这在全年中

处于低位， 验证了我们之前所说

的

7

月经济反弹属于旺季提前的

判断。 尽管

PPI

环比为正，但是

9

月

高频数据显示的工业品价格已经

见顶回落， 我们预计四季度随着

天气的逐渐转冷， 生产和价格将

会再度出现比较明显的回落。

9

月

CPI

超预期主要来自非食品项数

据以及

9

月高频数据与其之间的

滞后， 从猪肉价格和部分主流工

业品价格的监控数据来看， 未来

几个月份价格超预期的可能性并

不高。

工业增加值与之前公布的

PMI

较好地对应了起来。

9

月的

汇丰

PMI

终值较预览值有明显的

下修。 从

2011

年汇丰公布预览值

开始， 最新的

9

月汇丰

PMI

是最大

幅度的下修。 同时， 无论是中采

PMI

还是汇丰

PMI

，

8

月的环比上

行都是最大的，而

9

月仅环比上升

0.1

， 表明环比增速的高点在

8

月

已过。

短端流动性或逐渐趋紧

从利率水平来看， 经历

6

月

钱荒之后，下半年利率中枢较上

半年有一定的抬高， 隔夜

shibor

持续维持在

3%

以上， 但是央行

“放短控长” 的维稳策略导致长

端利率的上行速度明显快于短

端。 这意味着投资者短期的风

险偏好被进一步放大，而长期则

较为悲观。

9

月末，在季末流动

性紧张的格局下，央行控制短端

利率的意图更加凸显，逆回购有

一定放大。

从这一点来看， 临近三中全

会， 之前央行政策维稳的意图能

否继续，开始存在不确定性。如果

央行在短端放开以

3%

为目标的

调控， 那么短端利率逐渐向长端

和民间利率靠拢将是必然。 短端

利率的这种变化对于股票市场，

特别是近期以主题炒作为主的政

策和转型概念股， 将会带来一定

的杀伤。

向必需和公共消费品靠拢

对于本周市场而言，上周末

IPO

传言并未兑现、 美国政府停

摆短期内得到解决，将令市场信

心存在一定的修复可能。 但是从

稍长一些的时间来看，成长泡沫

破裂的风险将逐渐加大。 四季度

经济环境将不会像三季度一般

温和回升，而政府在三中全会之

后是否还会“维稳”目前也存在

疑问。 所以我们建议，配置上向

业绩增速稳定的必需和公共消

费品靠拢。

近期李克强总理出访东南

亚， 带动铁路建设板块出现一定

的反弹。短期内，从消费主体的角

度而言， 居民部门所代表的必需

消费品和政府部门所代表的公共

消费品的确定性相对较高。 而在

利率逐渐抬升的情况下， 过去一

年多时间表现较好的可选消费品

继续超预期改善的空间会相对有

限。因此，我们建议选择受益政府

定向投资的铁路、 管网以及以光

伏等代表的电网建设；另外，食品

饮料和医药行业具备一定的中期

配置价值。

智能电视概念再掀热潮

□本报实习记者 王姣

沪深两市周一双双高开高

走，盘中热点明确。除环保概念股

表现强势外，受益于近期诸多利

好的智能电视概念股也异军突

起。

Wind

智能电视指数大幅上涨

5.41%

，成分股全线飘红。

从盘面来看，公布将全面导

入智能电视生产的四川长虹以

9.37%

的涨幅领涨概念板块，金

亚科技、同洲电子和乐视网涨逾

8%

，百视通、海信电器、兆驰股

份 、 科大讯飞的涨幅亦超过

4%

。

从消息面来看，近日，长虹公

开宣布面向互联网时代的全新战

略规划和产业布局，并表示明年

将全面停止非智能电视的生产和

销售；小米、乐视同时开售智能电

视， 且接连刷新同档智能电视的

价格新低；与此同时，百度、阿里

巴巴和腾讯已挟低价优势杀入智

能电视领域，海信、创维、长虹、康

佳、

TCL

等传统电视厂商也积极

应战。

据悉， 随着智能电视概念的

升温，指导行业发展的《智能电视

操作系统评价细则》已于今年

9

月

正式出炉，

2013

年也被视为中国

智能电视产业的起步之年。 有分

析人士认为，目前来看，智能电视

领域还没有出现具有革命性的技

术变化， 当前各路资本大举进入

更多是炒概念；不过长远来看，在

三网融合背景下， 智能电视打破

了广电对产业链的垄断， 企业和

政府的双重推动， 加上人们对信

息消费需求升级， 将令智能电视

产业链迎来爆发期。

家用电器板块放量上涨

□本报记者 张怡

受益于上周五良好的数据，

本周一， 家用电器板块上涨

4.48%

， 涨幅居所有行业板块之

首。其中，依米康、青岛海尔、圣莱

达涨停， 仅有爱仕达和伊利浦两

只成分股下跌。

10

月

17

日商务部于例行新闻

发布会上公布， 在保障房建设加

快和房地产交易量增长的带动

下，居住类消费增长明显加快。

1-

9

月，商务部监测的

3000

家重点零

售企业中，家电、家具、建材销售

额分别增长

10.4%

、

6.5%

、

5.3%

，分

别比上年同期加快

12

个、

4

个和

1.4

个百分点，其中

9

月当月分别增长

10.1%

、

13.1%

、

9.8%

。

18

日，国家统

计局发布

2013

年前三季度消费品

统计数据， 我国家用电器和音像

器材前三季度零售额达

4954

亿

元，同比增长

14.7%

；其中

9

月份零

售额为

604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14.2

个百分点。

上周， 家电板块的跌幅低于

沪深

300

指数，显现出较好的防御

价值，重点公司涨跌参半。申银万

国证券调研认为，国庆长假期间，

家电经销商大都举行较大规模的

宣传和促销活动， 带动消费大幅

上升，

11

月销量将逐步回归正常；

不过彩电和冰箱是后期销售重

点，大家电将迎来旺季。

同时， 当前迎来三季报的密

集披露。中金公司认为，第三季度

在家电龙头带领下， 行业盈利将

继续保持高增长，特别是厨卫、白

电龙头的表现稳健， 三季报行情

中有望跑赢大市。

分析人士认为， 前期家电消

费刺激政策退出的影响效应开始

消退， 新的家电能效补贴政策出

台预期增强，当前地产销售平稳，

智能电视热潮涌动， 预计家电作

为防御性板块有望继续受到资金

的青睐。

创业板强势收复“失地”

□本报记者 魏静

继上周五小涨之后， 本周一

创业板指数头也不回地向上飙

升，这令上周曾弥漫的“见顶说”

顿时烟消云散。短期来看，在成长

股重掌话语权的背景下， 创业板

指数突破前期新高将基本无悬

念， 接下来创业板将继续演绎恐

高与新高并存的戏码。

截至昨日收盘， 创业板指数

大涨

51.03

点，涨幅为

3.78%

，报收

1400.97

点， 再度站上

1400

点关

口。与此同时，创业板指数昨日成

交也出现了大幅的放量， 单日成

交金额为

318.2

亿元。

创业板内部再现个股涨停

潮，赚钱效应十分显著。昨日创业

板内部正常交易的

335

只个股中，

有多达

330

只个股实现上涨，其中

温州宏丰、 先河环保等

25

只创业

板个股强势涨停， 当日涨幅超过

5%

的个股有

88

只；而当日出现下

跌的个股仅有

4

只，且跌幅均不超

过

1%

。

分析人士表示，在经历了“见

顶说”的打击之后，创业板指数迅

速展开了“灾后重建”，仅仅两个

交易日就收复了调整的大部分

“失地”。短期来看，创业板指数仍

有可能在

1400

点上方突进， 不过

点位越高， 恐高的情绪也就难免

会蔓延， 因而接下来创业板将在

高收益高风险中不断博弈。

行业资金流向

个股资金流向

10月21日部分涨幅居前的概念板块

名称 现价 涨跌 涨跌幅 成交金额（亿） 年初至今

家用电器（申万）

２７１７．１１ １１６．４ ４．４８％ ６９．９９０８ ２７．３２％

食品饮料（申万）

５３７４．９２ １７１．７６ ３．３０％ ７５．６４５５ ４．８３％

信息服务（申万）

２７１９．１６ ８５．９６ ３．２６％ ２９６．９８５ １０４．１１％

纺织服装（申万）

１７０３．７３ ５１．６１ ３．１２％ ５４．５３２ １２．０４％

信息设备（申万）

１５４２．１９ ４６．５ ３．１１％ １２５．７５２７ ６１．７９％

机械设备（申万）

３４３８．７ １００．８１ ３．０２％ ２５９．１３１５ ２１．７２％

综合（申万）

１８０７．１９ ５０．４７ ２．８７％ ４３．２３１９ ２４．９８％

商业贸易（申万）

３６０４．１２ ９８．２２ ２．８０％ １４２．８８９７ ３３．２３％

电子（申万）

１７５２．１１ ４７．２２ ２．７７％ １１２．８５７１ ４５．４１％

公用事业（申万）

１９５３．５ ５２．４１ ２．７６％ １４９．６９８７ １８．１４％

医药生物（申万）

５１５８．５９ １２６．０５ ２．５０％ ２０４．０５２９ ４２．１２％

农林牧渔（申万）

１９６６．６８ ４７．６８ ２．４８％ ９０．９３４７ ２１．８３％

化工（申万）

１８９２．６８ ４２．５４ ２．３０％ １６４．３９５７ １１．５８％

餐饮旅游（申万）

３２１４．６８ ６７．７５ ２．１５％ ２３．５９１５ ３１．６１％

交运设备（申万）

２８７９．３９ ５７．４４ ２．０４％ １２６．３８７６ １７．６３％

轻工制造（申万）

１６９２．０９ ３０．８４ １．８６％ ５２．８８０７ ２６．３４％

采掘（申万）

３２８２．７２ ５６．２７ １．７４％ ５８．１０３６ －２３．２４％

交通运输（申万）

１６７０．２７ ２６．５１ １．６１％ ６９．９１０６ ８．８９％

建筑建材（申万）

２２５９．２６ ３０．２９ １．３６％ ９８．３９６９ －７．１４％

金融服务（申万）

２１７０．５２ ２７．７７ １．３０％ １８９．４６０７ －４．８７％

房地产（申万）

２７２７．５６ ３０．０９ １．１２％ １１３．７７４４ －２．８３％

黑色金属（申万）

１５９４．３１ １６．９５ １．０７％ １５．４０５８ －１４．８９％

有色金属（申万）

２６６１．８５ ２０．４ ０．７７％ ７４．１３０５ －２１．９０％

申万一级行业10月21日表现

沪深两市资金净流入前十

行业资金净流入（出）金额

编者按

一面是改革转型的持续升温，一面是自贸区等龙头概念歇脚休整。结构性行情在

渐入高潮的同时，也开始寻找新的突破。 改革主线向哪里延伸？ 三季报行情怎样布

局？ 并购重组是否值得炒作？ 如何“骑白马”防御风险？ 这或是后市热点演进和深化

的四个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