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最新价

涨幅

（％）

流入金额

（万元）

流出金额

（万元）

净流入额

（万元）

净流入资金

占总成交额

比例（％）

６００２０９

罗顿发展

１３．１０ ９．９９ ８２８９６．０４ ３９８７４．１６ ４３０２１．８８ ３５．０４

６００７１７

天津港

８．９４ ９．９６ ５５２２１．７３ １５８２０．１２ ３９４０１．６１ ５５．４６

６００８３９

四川长虹

２．７０ １０．２０ ６４６７７．４４ ３１５８３．０７ ３３０９４．３７ ３４．３８

３００１３７

先河环保

２２．９３ ６．０６ ４８７１４．４６ ２３０１６．７０ ２５６９７．７６ ３５．８３

６００４０１

海润光伏

９．２８ ９．９５ ３０８６０．６５ ５３９３．０２ ２５４６７．６３ ７０．２５

６００１６９

太原重工

３．５５ ８．９０ ４４４２７．５６ １９５９９．２６ ２４８２８．３０ ３８．７８

００２５２１

齐峰新材

９．５０ ９．９５ ３３６２９．１３ ９１２４．３０ ２４５０４．８３ ５７．３２

６０１２９９

中国北车

４．９９ ６．１７ ６９９３５．８０ ４６５５８．４７ ２３３７７．３３ ２０．０７

０００１００ ＴＣＬ

集团

２．４７ ４．６６ ７９２９３．２８ ５６１１６．７４ ２３１７６．５４ １７．０２

６００８４５

宝信软件

３６．５０ １０．０１ ３１６３２．０７ ９０１５．５０ ２２６１６．５６ ５５．６４

■ 资金流向监测

沪深两市资金净流入前十

行业资金净流入（出）金额

行业资金流向个股资金流向

大盘“变脸” 282亿资金流出

□本报记者 龙跃

10

月

22

日，沪深股市走势“变

脸”， 两市大盘均出现明显调整，

吞没了此前一个交易日的大部分

涨幅。截至昨日收盘，上证指数以

2210.65

点报收，下跌

0.83%

；深成

指以

8619.64

点报收，下跌

1.37%

；

中小板综指收报

6297.26

点，下跌

0.88%

； 创业板指数收报

1350.47

点，下跌

3.60%

。 成交量方面，

22

日沪市成交

1349.9

亿元， 深市成

交

1610.3

亿元， 两市合计成交额

为

2960.2

亿元， 较此前一个交易

日小幅放大。

从资金流向来看， 沪深股市

主力资金均呈现净流出的格局。

据巨灵财经统计， 周二沪市

A

股

资金净流出

126.77

亿元，深市

A

股

资金净流出

155.57

亿元， 两市资

金合计净流出

282.34

亿元。

在众多行业板块之中，采

掘、 家用电器和建筑建材行业

是昨日仅有的三个实现资金流

入的行业。 据巨灵财经统计，采

掘行业资金净流入金额达到

6.27

亿元；同时，家用电器和建

筑建材行业分别净流入资金

2.96

亿元和

130.95

万元。 与此形

成对照的是，信息服务、金融服

务和商业贸易行业资金净流出

规模居前， 净流出金额分别为

92.01

亿元、

37.21

亿元和

29.52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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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量天价”魔咒施压

创业板“猴市” 来了

□本报记者 魏静

上周， 创业板指数巨量下杀

导致的“踩踏”还历历在目；本周

一， 创业板指数就以一根放量长

阳收回了上周的大部分 “失地”。

然而好景不长， 昨日在传媒股集

体重挫的背景下， 创业板指数再

现天量长阴。分析人士表示，在创

业板指数短期上蹿下跳、 猴市特

征显著的背景下， 市场情绪恐难

稳定，再加上“天量天价”的魔咒

施压，预计稍有风吹草动，创业板

内部的恐慌盘就会蜂拥而出，提

醒投资者短期宜多看少动。

恐慌情绪蔓延

创业板天量下杀

与上周周中创业板巨量下杀

的剧情基本雷同，昨日，在传媒股

集体封死跌停板的带动下， 创业

板内部再现个股“踩踏”事件，暴

跌中的创业板指数更是放出了历

史天量水平。

截至昨日收盘， 创业板指数

大跌

50.50

点，跌幅为

3.60%

，报收

1350.47

点。 值得注意的是，创业

板指数昨日成交金额为

400.5

亿

元，创出了历史天量水平，这表明

资金对创业板是否已经见顶存在

着极大的分歧。

与上周个股无序“踩踏”的情

况有所不同， 昨日创业板的下杀

主要是针对一些强势的明星股，

即恐慌抛售潮并未大范围蔓延至

前期一些滞涨的成长股。

创业板内部昨日共有

13

只个

股封死跌停板， 从跌停个股的情

况来看，华谊嘉信、神州泰岳、天

舟文化、乐视网、光线传媒、中青

宝及华谊兄弟均属于近期的热门

股。在热门股遭抛售的背景下，近

日表现抢眼的相关个股也涌现出

不少抛盘，朗玛信息、华星创业、

华策影视、掌趣科技、华平股份及

恒信移动等明星股也纷纷出现了

6%

以上的下跌。

值得注意的是， 在明星股齐

现跌停潮的背景下， 创业板内部

昨日仍有

95

只个股实现上涨，其

中涨停个股有

9

只，环保、光伏等

概念股依然录得不小的涨幅，这

表明资金并未全部跟风卖出，这

也在一定程度上给创业板的 “见

顶说”打上了问号。

情绪不稳

创业板进入猴市阶段

创业板近两个月以来的急速

拉涨，基本上都伴随着“见顶说”

的发酵， 期间创业板指数也曾出

现过显著的回调；不过，创业板指

数很快就能以几连涨的超强走

势，驱散了“见顶说”。 直到上周，

创业板指数接连出现重挫， 市场

才再度正视“见顶”这一问题。

从上周周中的暴跌到本周一

的暴涨，再到昨日的天量暴跌，创

业板指数短期似乎进入了上蹿下

跳的“猴市”阶段。分析人士表示，

目前创业板投资者心态不稳，无

疑是创业板玩起“猴市”的最直接

原因；不过，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是

市场在纠结“转型”逻辑还能支撑

多久。

事实上， 无论是从年内累计

涨幅， 还是从期间的上涨节奏来

看， 创业板指数这轮结构性牛市

的涨幅以及力度， 都显著超出了

市场预期。其中，传媒等明星股只

争朝夕地上涨， 更是令资金只能

无奈“看戏”。然而，历来就没有只

涨不跌的股市， 创业板的凌厉上

涨势必也会引发更为猛烈的下

跌。时至今日，创业板的结构性牛

途已经运行了三个季度， 无论是

从时间周期， 还是从技术角度来

看， 回调整固都已经是无可回避

的话题。因此，一旦市场出现风吹

草动，或者明星股阵营带头下调，

那么整个创业板指数就会放大这

一波动； 而其后当资金发现市场

情绪好转之时， 也会迅速跟进成

长股， 进而带动创业板指数迅速

收复失地。

除了情绪性的触发因素之

外， 基本面的变化也成为创业板

调整的一大原因。目前，三季度宏

观经济数据已经公布完毕， 尽管

三季度

GDP

增长

7.8%

， 略超市场

预期， 但细项数据揭示的需求端

持续疲弱、 经济复苏乏力的状况

也愈加明显。在此背景下，市场普

遍预期四季度经济复苏将进一步

放缓， 而这肯定会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结构性行情的演绎。

此外， 改革红利释放窗口即

将结束， 也给了资金获利了结的

借口。近两个月来，尽管主板指数

持续在平台震荡， 但围绕改革的

各类热点层出不穷， 创造了不小

的赚钱效应。不过，三中全会即将

在

11

月中旬召开， 政策层面很难

再超预期， 政策红利的边际效应

也正在逐步递减， 因而资金获利

了结的时间点也会有所提前。 短

期来看， 创业板指数依然将受困

于“见顶说”，期间市场情绪的波

动极有可能继续引发创业板指数

上蹿下跳， 提醒投资者在此阶段

要多看少动。

■

四维度勾勒热点演进路线（二）

“旺季” 行业静待改革催化剂

□本报记者 龙跃

进入四季度后，煤炭、燃气、

水泥等将迎来行业旺季。 分析人

士认为，在宏观经济整体表现平

平的阶段，旺季行业有望吸引更

多资金目光。 当然，受制于市场

整体低迷以及宏观制约下可能

出现的旺季不旺，这些旺季行业

若想在四季度取得超额收益，恐

怕还需要改革等外生催化剂的

共振。

部分行业四季度进入旺季

从当前市场一致预期看，投

资者普遍认为四季度国内经济增

速将出现小幅下行， 这意味着未

来一段时间基本面对

A

股市场的

支撑力度或将有所弱化。 在此背

景下， 那些季节性旺季的行业应

该能获得更多基本面分析投资者

的关注。

从历史数据回归分析看，旺

季对相关行业股票的提振作用还

是比较明显的。 广发证券曾经对

2000-2011

年各行业旺季获得超

额收益的情况进行过统计。 统计

显示，煤炭、水泥、白酒、纺织服

装、 商业零售等四季度迎来旺季

的行业， 在当季取得超额收益的

概率都超过了

50%

。

进入

10

月份后， 不少行业的

经营数据在四季度传统旺季也确

实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好转迹象。

比如煤炭行业，据高华证券数据，

截至

10

月

21

日， 国内港口动力煤

价继续上涨，秦皇岛动力煤

5800/

5

、

500/4

、

500

大卡煤炭价格较此

前一周上涨

5

元

/

吨， 至

590

、

540

、

410

元

/

吨，

5000

大卡价格则上涨

10

元

/

吨至

475

元

/

吨。 还比如水泥

行业，中银国际指出，从基本面来

看， 目前传统旺季水泥需求呈现

上升趋势， 多地价格出现季节性

上涨。 如华东地区全年来看供求

情况可能有所好转， 企业盈利情

况有望得到改善； 中南地区上半

年价格持续低迷， 但下半年广东

珠三角地区需求向好， 价格有继

续恢复的趋势。此外，农业部分子

行业的景气度也在随着旺季来临

而提升， 如海产捕捞旺季于

10

月

下旬到来， 海参价格从

9

月份

140

元

/

公斤回升至

10

月国庆期间的

190

元

/

公斤，此后稳定在

180

元

/

公

斤价位。

整体而言， 从行业近期基本

面变动以及历史统计看，煤炭、燃

气、水泥、农业、纺织服装、商业零

售、家具家装、食品饮料等行业都

将在四季度进入传统旺季， 相关

个股在基本面上将逐渐具备股价

活跃的基础。

改革预期化解“旺季不旺”

但是， 四季度进入传统旺季

的行业并不一定在未来一段时间

都能带来超额收益， 这是因为今

年不少行业可能存在“旺季不旺”

的情况。

从前三季度

GDP

增速来看，

今年经济增长实现

7.5%

的目标

已经较有把握，因此不少投资者

预计四季度国内经济增速将出

现一定程度的下行。 在经济整体

增速回落的背景下，四季度旺季

行业的景气度可能会大打折扣。

与此同时，不少四季度传统旺季

行业都处于产能严重过剩的状

态，其景气度弹性有可能已经大

不如前。

不过， 改革预期却可能阶段

化解不少行业 “旺季不旺” 的尴

尬。从近期走势看，农业股就对此

表现得非常突出。 从行业景气度

看， 猪肉价格的持续低迷以及种

子库存的持续高企， 增加了行业

“旺季不旺”的担忧，但事实上农

业股近一个月的走势却明显强

劲。分析人士认为，农业土地流转

等改革预期的提振， 明显化解了

农业股“旺季不旺”的担忧。 或者

说， 行业传统旺季给农业股带来

了股价支撑， 而相关改革预期则

起到了催化股价的作用。

与农业股类似，不少四季度

旺季行业同样存在改革预期。对

于改革预期，分析人士认为可以

分为两个层面来理解。一是政策

层面的变动，这其中环保因素引

发的政策变动尤其值得关注。比

如有分析人士指出，入冬后北方

地区将进入供暖季，在今年“雾

霾” 天气受关注度较高的背景

下， 各地政府 “油改气”、“煤改

气”的步伐或将加快，这可能导

致今冬气荒比去年严峻，燃气板

块的投资机会由此浮出水面。与

之相对应，环保行业在四季度也

有望迎来需求旺季和政策利好

密集出台的叠加。二是行业经营

层面的巨大变革。从商业零售行

业看，尽管其景气度在旺季提升

有限，但

O2O

、参股金融公司等

题材仍然使得众多商业零售类

股票近一个月走势火热。类似行

业尚有纺织服装板块，在零售领

域频繁“触网”后，分析人士预期

纺织服装的发展方式也将跟随

改变。

上行动能减弱 系统性风险有限

□银泰证券 陈建华

在经过周一的中阳行情后，

周二市场出现反复， 沪深指数开

盘后震荡走低，双双以中阴报收，

创业板调整幅度明显大于主板。

盘面上看， 跌幅居前的板块主要

集中在前期涨幅较大的信息服

务、信息设备、商业贸易等，金融

服务、 房地产等权重板块亦延续

低迷局面；而采掘、建筑建材板块

则逆势走强， 在一定程度上对指

数形成支撑。

事实上，排除单日涨跌，从市

场整体表现来看，近期

A

股更多地

呈现出区间震荡格局。无论是主板

市场还是中小板、创业板，其上行

节奏均较前期明显放缓。对于市场

这种运行节奏的转变，我们认为更

多是外界环境作用的结果。

三季度

A

股两市企稳向上，既

缘于实体经济增速的反弹，也受益

于资金市场紧张局面的缓解，逐步

升温的改革预期，更是成为推动大

盘震荡走高的主要力量。但从以上

三大动力的四季度发展趋势看，其

对市场的推动作用面临着逐步减

弱甚至消失的可能性。

首先， 就实体经济而言，

7

月

份之后国内经济持续超预期反弹

主要源于三重因素的叠加： 一是

去年同期相对较低的基数， 二是

管理层稳增长政策措施的出台，

三是出口的同步改善。然而，这三

重因素在四季度均难有效持续。

基数效应在

2012

年四季度经济小

幅反弹的背景下将明显减弱，管

理层稳增长的力度伴随经济增速

的反弹预计将进一步降低， 而对

外出口持续大幅改善的空间也将

相对有限。 这就决定了四季度国

内经济难以再度超预期向上。

其次，从资金面的情况看，三

季度资金市场较“钱荒”时显著改

善成为推动期间沪深指数上行的

一个重要原因； 但四季度在央行

稳中趋紧调控基调的背景下，资

金面继续改善的空间有限，其对

A

股市场的推动作用无疑也将明显

减弱。

另外，从政策环境看，随着十

八届三中全会召开日期的临近，

市场将面临预期兑现的局面。 在

前期各类题材炒作已充分反映政

策利好的背景下， 预期的兑现反

而将使此类个股更多地面临退潮

风险。

正是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

近期

A

股上行节奏明显放缓，前期

部分涨幅较大的板块个股率先展

开调整。 除了以上宏观层面的因

素外， 三季报证伪对成长股的冲

击、

IPO

重启预期以及美国

QE

退

出等， 也是四季度市场面临的风

险点， 将在一定程度上对指数运

行产生负面影响。 不过，

A

股整体

出现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也并不

大。一方面，四季度经济上行动能

虽将减弱， 然而回落空间预计有

限，经济增速的稳定同样将为

A

股

创造一个相对积极的宏观环境，

有利于市场稳定运行。另一方面，

从市场结构看， 三季度虽然各板

块普遍走高，但占

A

股市值较大的

周期权重股涨幅有限， 这也在很

大程度上降低了市场大幅回调的

风险。从时间上判断，我们认为

11

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后将

是一个重要的时间窗口。

10

月份

宏观数据对经济增速再度放缓的

进一步确认以及会议期间各种乐

观改革预期的兑现， 将使得市场

更多地面临下行压力。 但经过阶

段性的调整后， 随着利空因素的

消化以及做空动能的释放， 市场

将迎来相对稳定的运行阶段，

12

月份

A

股预计相对乐观。

从市场特征看， 后期个股活

跃的局面仍将延续。 在市场宏观

环境相对稳定但缺乏整体性机会

的情况下，

A

股盘面将更多以局部

板块个股炒作为主。与此同时，滞

涨周期板块在四季度不排除出现

补涨的可能。然而需要注意的是，

滞涨周期权重股的补涨更多是阶

段性的估值提升行情， 在国内经

济长期增速中枢下台阶、 周期行

业产能过剩普遍存在的情况下，

此类个股依然缺乏趋势性的上涨

机会。

天津自贸概念继续发酵

□本报实习记者 王姣

受 “天津自贸区申请完成且

获批希望很大”这一消息影响，沉

寂一周的天津自贸概念再掀波

澜，于周二逆市大涨，同花顺天津

自贸区概念指数以

7.52%

的涨幅

领涨整个概念板块， 多只天津本

地股上演了一场集体涨停秀。

天津滨海新区区长宗国英近

日表示， 目前滨海新区已完成所

有申报自贸区的文件， 获批的希

望很大。 这是天津方面首次披露

天津自贸区申报进展。 受此消息

提振，

22

日早盘天津自贸概念股

应声而动，开盘

10

分钟内，天津海

运即涨停，津滨发展、滨海能源等

涨超

9%

，当天收盘时板块个股几

乎全线涨停， 并带动整个天津板

块涨逾

3%

。

据悉， 滨海新区总面积

2270

平方公里，规划填海面积共

500

平

方公里， 远大于上海自贸区的

28

平方公里。 滨海新区将大力推进

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推进海空港、

综合交通、能源保障、信息化四类

基建，启动航运码头、轨道交通、

清洁能源等项目， 明年固定投资

预计达

5700

亿元。 未来滨海新区

将加快聚集新兴服务业和高端制

造业，做大做强金融、航运两大板

块，雾霾治理、循环经济将是未来

新区着重发展的环保产业。

分析人士认为， 三中全会临

近， 市场对国资改革的预期和自

贸区概念难以完全退热， 短期来

看， 随着天津自贸区申报进展的

逐步披露和自贸区政策的细化，

热点聚集的相关产业都有可能出

现阶段性机会， 游资围绕相关概

念的炒作还将持续。不过，改革转

型过程中， 类似的政策支撑会不

断催发出新的市场热点， 且板块

估值整体上移后部分概念股会有

回调压力， 因此投资者要警惕热

点频繁切换之下的追涨风险，并

密切关注三季报业绩， 深入挖掘

长期投资机会。

传媒股又现跌停潮

□本报记者 魏静

与上周周中传媒股集体跌停

雷同，昨日，传媒股又现集体跌停

的场景，华谊兄弟、光线传媒等龙

头股集体封死跌停板， 创业板指

数也因此收出了单日天量长阴。

在

29

个中信一级行业指数

中，传媒指数昨日大跌

7.96%

，领

跌所有行业指数。成分股中，华谊

嘉信、浙报传媒、顺网科技、百视

通、光线传媒、乐视网等多达

12

只

传媒股封死跌停板； 共有

32

只传

媒股跌幅超过

5%

。 可以说，传媒

股出现“群体踩踏”的情况，基本

上无一幸免。

分析人士指出， 昨日传媒板

块的暴跌主要是由前期涨幅过高

所引发。年初至今，传媒板块已经

累计上涨超过

130%

，在中信一级

行业指数中遥遥领先， 涨幅位居

第二位的计算机板块年内上涨

70%

多， 仅仅相当于传媒板块的

一半涨幅。因此，不论是从绝对涨

幅， 还是板块之间的横向比较来

看， 传媒股短期的涨幅都明显过

大，存在强烈的回归动能。而在改

革主线之下，市场热点并不缺乏，

再加上资金在充分享受了传媒股

的收益之后， 也存在主动调仓的

需求， 因而传媒股获利了结的动

能相对更强。 而鉴于传媒股的超

强带动力，这类板块的下挫，往往

能引发创业板全局性的暴跌。

分析人士表示，尽管昨日传

媒龙头股再现放量跌停， 但资

金对高估传媒股的分歧仍较

大，因而尽管从技术上看，传媒

股可能会步入估值溢价回归的

过程， 但鉴于资金的关注度仍

在， 调整过后传媒股仍有可能

吸引资金进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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