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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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2100

医药、高送转

华泰证券 空 平

2030-2130

成长股

东吴证券 本周未发表观点

信达证券 多 平

2050-2120

环保、医药

国都证券 平 空

2040-2140

创投、智慧城市

五矿证券 本周未发表观点

西南证券 空 多

2050-2080

一号文件

太平洋证券 本周未发表观点

光大证券 本周未发表观点

财通证券 本周未发表观点

申银万国证券 空 平

2040-2100

创业板、

ETF

民生证券 平 平

2050-2150

高送转个股

券商名称

本周

趋势

中线

趋势

本周

区间

下限

本周

区间

上限

下限偏离

周收盘价

程度

上限偏离

周收盘价

程度

市场情绪 星级

情绪

指数

综合指

数

信达证券 多 平

2050 2120 -1.59% 1.77%

谨慎看多

★ 55%

39.29%

民生证券 平 平

2050 2150 -1.59% 3.21%

看平

○ 50%

国都证券 平 空

2040 2140 -2.07% 2.73%

看平

○ 50%

西南证券 空 多

2050 2080 -1.59% -0.15%

微弱看空

☆☆ 40%

华泰证券 空 平

2030 2130 -2.55% 2.25%

微弱看空

☆☆☆ 30%

申银万国证券 空 平

2040 2100 -2.07% 0.81%

微弱看空

☆☆☆ 30%

新时代证券 空 空

2000 2100 -3.99% 0.81%

强烈看空

☆☆☆☆ 20%

推荐关注行业 推荐券商 行业关注度

高送转概念股 民生证券、新时代证券

20%

医药行业 信达证券、新时代证券

20%

环保行业 信达证券

10%

创投、智慧城市概念股 国都证券

10%

成长股 华泰证券

10%

创业板、

ETF

申银万国证券

10%

生态农业概念股（一号文件） 西南证券

10%

代码 简称 解禁日期

解禁数量

(万股)

总股本

变动后

流通A股

解禁股份类型

002308.SZ

威创股份

2014-1-6 9.36 83,559.16 83,559.16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300320.SZ

海达股份

2014-1-6 843.21 13,334.00 6,800.25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285.SZ

国瓷材料

2014-1-6 106.40 12,586.40 3,226.40

股权激励一般股份

300330.SZ

华虹计通

2014-1-6 131.71 12,148.05 7,992.04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0803.SH

威远生化

2014-1-6 7,538.90 98,578.50 26,427.33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0532.SZ

力合股份

2014-1-6 22.52 34,470.83 34,279.62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601118.SH

海南橡胶

2014-1-7 294,617.16 393,117.16 393,117.16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157.SZ

恒泰艾普

2014-1-7 9,069.34 39,846.85 32,365.47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159.SZ

新研股份

2014-1-7 8,386.66 18,040.00 13,050.66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0180.SH

瑞茂通

2014-1-7 124.00 87,222.39 25,223.01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300280.SZ

南通锻压

2014-1-7 400.00 12,800.00 4,00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156.SZ

天立环保

2014-1-7 13,188.34 28,872.00 28,299.57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158.SZ

振东制药

2014-1-7 19,571.08 28,800.00 28,80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155.SZ

安居宝

2014-1-7 3,031.25 18,295.33 8,806.88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278.SZ

华昌达

2014-1-8 10.00 17,340.00 7,862.5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168.SZ

深圳惠程

2014-1-9 398.52 75,710.48 36,725.64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143.SZ

星河生物

2014-1-9 7.31 14,740.00 8,392.8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0711.SH

盛屯矿业

2014-1-10 2,634.57 45,349.89 32,013.69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645.SH

中源协和

2014-1-10 5.49 34,929.10 32,486.23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600794.SH

保税科技

2014-1-10 3,271.99 47,435.19 46,055.19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887.SH

伊利股份

2014-1-10 24,499.13 204,291.40 183,315.98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0521.SZ

美菱电器

2014-1-10 5,603.11 76,373.92 59,157.63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534.SZ

杭锅股份

2014-1-10 27,007.44 40,052.00 38,718.76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537.SZ

海立美达

2014-1-10 8,212.50 15,248.00 15,00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673.SZ

西部证券

2014-1-10 30,698.02 120,000.00 62,866.41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0586.SH

金晶科技

2014-1-10 31,332.73 142,270.74 128,043.67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000693.SZ *ST

聚友

2014-1-10 1,341.35 19,269.39 7,197.20

股权分置对价股份

300103.SZ

达刚路机

2014-1-10 32.69 21,173.40 11,620.83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代码 名称 交易日期 成交价

折价率

(%)

成交量

(万股\份\张)

成交额

(万元)

600403.SH

大有能源

2014-1-3 7.63 9.94 2,879.08 21,967.37

601933.SH

永辉超市

2014-1-3 13.35 -5.05 1,000.00 13,350.00

002701.SZ

奥瑞金

2014-1-3 37.26 -4.39 260.00 9,687.60

000851.SZ

高鸿股份

2014-1-2 9.15 -5.48 1,000.00 9,150.00

601688.SH

华泰证券

2014-1-2 8.70 -2.90 1,000.00 8,700.00

601688.SH

华泰证券

2014-1-2 8.61 -3.91 1,000.00 8,610.00

600525.SH

长园集团

2014-1-2 8.45 -4.52 1,000.00 8,450.00

600525.SH

长园集团

2014-1-3 8.17 -9.12 1,000.00 8,170.00

600109.SH

国金证券

2014-1-3 16.33 -3.83 500.00 8,165.00

002383.SZ

合众思壮

2014-1-2 16.09 -10.01 490.00 7,884.10

002701.SZ

奥瑞金

2014-1-3 37.26 -4.39 185.00 6,893.10

002505.SZ

大康牧业

2014-1-2 15.90 4.54 330.00 5,247.00

002383.SZ

合众思壮

2014-1-3 16.38 -10.00 311.00 5,094.18

002700.SZ

新疆浩源

2014-1-3 31.43 -8.37 160.00 5,028.80

002700.SZ

新疆浩源

2014-1-3 31.43 -8.37 160.00 5,028.80

002514.SZ

宝馨科技

2014-1-2 17.65 -7.69 283.90 5,010.84

300356.SZ

光一科技

2014-1-3 13.49 -10.01 360.00 4,856.40

600873.SH

梅花集团

2014-1-2 5.93 -4.97 800.00 4,744.00

002514.SZ

宝馨科技

2014-1-2 17.65 -7.69 260.00 4,589.00

002492.SZ

恒基达鑫

2014-1-3 15.00 -9.96 300.00 4,500.00

002614.SZ

蒙发利

2014-1-2 22.19 -9.98 200.00 4,438.00

300147.SZ

香雪制药

2014-1-3 17.45 -10.01 250.00 4,362.50

601688.SH

华泰证券

2014-1-2 8.70 -2.90 500.00 4,350.00

601688.SH

华泰证券

2014-1-2 8.70 -2.90 500.00 4,350.00

002383.SZ

合众思壮

2014-1-2 16.10 -9.96 250.00 4,025.00

300227.SZ

光韵达

2014-1-3 16.26 4.36 245.00 3,983.70

300227.SZ

光韵达

2014-1-3 16.26 4.36 219.00 3,560.94

000848.SZ

承德露露

2014-1-3 23.56 -4.03 150.00 3,534.00

代码 名称 异动类型

区间股票成

交额(万元)

区间

涨跌幅

区间

换手率

600010.SH

包钢股份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32539.1764 20.88 7.07

600010.SH

包钢股份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20768.2164 9.92 6.69

002240.SZ

威华股份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均换手率与前五个交易日的日均换手率的比值达到

30

倍且换手率累计达

20%

的证券

220022.1875 5.13 41.05

002240.SZ

威华股份 换手率达

20% 115431.8761 -4.46 21.48

002240.SZ

威华股份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104590.3114 10.04 19.57

300104.SZ

乐视网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103207.5914 10.00 5.41

002071.SZ

江苏宏宝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97067.2179 25.95 25.83

300112.SZ

万讯自控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92815.3408 25.60 82.53

002486.SZ

嘉麟杰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71553.8608 9.96 22.27

002486.SZ

嘉麟杰 换手率达

20% 71553.8608 9.96 22.27

300201.SZ

海伦哲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70943.7428 23.58 59.57

002019.SZ

鑫富药业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65556.7827 23.27 14.42

600228.SH

昌九生化 换手率达

20% 64426.8999 -3.47 21.78

002199.SZ

东晶电子 换手率达

20% 59415.4087 6.44 34.31

601231.SH

环旭电子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58127.1151 21.05 22.43

002261.SZ

拓维信息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54666.5395 9.99 13.52

002240.SZ

威华股份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49596.6993 10.03 9.09

002304.SZ

洋河股份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47690.4860 10.00 1.37

002071.SZ

江苏宏宝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47196.8210 10.02 11.65

300250.SZ

初灵信息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46880.4539 27.88 62.83

002232.SZ

启明信息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46606.2790 24.09 14.81

300284.SZ

苏交科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46576.6359 9.98 15.55

002270.SZ

法因数控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44078.7017 9.96 41.94

002270.SZ

法因数控 换手率达

20% 44078.7017 9.96 41.94

002381.SZ

双箭股份 换手率达

20% 43628.5660 7.38 24.58

002270.SZ

法因数控 换手率达

20% 43382.7477 5.04 43.47

002071.SZ

江苏宏宝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41812.8001 9.99 11.61

300112.SZ

万讯自控 换手率达

20% 40744.4486 3.74 33.85

1月解禁限售股类型分布

1月限售股解禁明细(部分)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市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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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1558.SH

华锐风电

-16.16 2014-1-13 360000.00 402040.00 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1118.SH

海南橡胶

117.96 2014-1-7 294617.16 393117.16 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0307.SH

酒钢宏兴

49.28 2014-1-27 217200.00 626335.74 0.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010.SH

包钢股份

121.42 2014-1-30 144736.84 787101.21 13157.89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1519.SH

大智慧

-33.10 2014-1-28 115550.61 180700.00 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0873.SH

梅花集团

39.52 2014-1-2 110068.81 270823.66 39999.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342.SZ

巨力索具

66.53 2014-1-27 60720.00 90132.00 5868.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0381.SH *ST

贤成

-1.73 2014-1-17 37471.18 155869.94 4314.6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586.SH

金晶科技

-53.00 2014-1-10 31332.73 128043.67 14227.07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002673.SZ

西部证券

72.78 2014-1-10 30698.02 62866.41 57133.59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336.SZ

人人乐

661.07 2014-1-14 30000.00 40000.00 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543.SZ

万和电气

21.16 2014-1-28 30000.00 40000.00 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535.SZ

林州重机

15.57 2014-1-13 28569.84 50115.59 3541.87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1700.SH

风范股份

29.11 2014-1-20 27540.00 43920.00 1416.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534.SZ

杭锅股份

20.30 2014-1-10 27007.44 38718.76 1333.24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540.SZ

亚太科技

32.48 2014-1-20 26988.00 41389.40 210.6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0887.SH

伊利股份

26.38 2014-1-10 24499.13 183315.98 20975.43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0061.SZ

农产品

-3458.01 2014-1-24 22978.00 159809.87 9886.55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539.SZ

新都化工

44.09 2014-1-20 21353.06 31828.43 1275.57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158.SZ

振东制药

50.93 2014-1-7 19571.08 28800.00 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541.SZ

鸿路钢构

18.47 2014-1-20 19360.00 26320.00 48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0409.SZ

山东地矿

38.29 2014-1-17 17312.97 34218.86 13052.08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538.SZ

司尔特

21.52 2014-1-20 15598.00 29600.00 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043.SZ

星辉车模

36.43 2014-1-20 14744.27 24109.05 69.13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156.SZ

天立环保

227.08 2014-1-7 13188.34 28299.57 572.43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533.SZ

金杯电工

20.71 2014-1-3 12909.84 33303.00 297.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544.SZ

杰赛科技

44.40 2014-1-28 12803.00 33433.55 950.45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0979.SH

广安爱众

51.61 2014-1-27 12500.00 71789.21 0.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1137.SH

博威合金

33.44 2014-1-27 12000.00 21500.00 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542.SZ

中化岩土

37.14 2014-1-28 12000.00 18563.44 1476.56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169.SZ

天晟新材

-49.67 2014-1-27 11968.98 26152.75 1897.25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160.SZ

秀强股份

52.61 2014-1-13 11900.00 18680.00 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0711.SH

盛屯矿业

45.31 2014-1-2 11712.33 29379.11 15970.78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339.SZ

积成电子

31.46 2014-1-22 11707.60 33473.80 4415.80

追加承诺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300167.SZ

迪威视讯

272.49 2014-1-27 10333.13 20016.00 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162.SZ

雷曼光电

182.02 2014-1-13 9940.00 13355.00 45.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2013-2014年创业板解禁市值

流通股份类型 数目

本期流通

数量(万股)

已流通

数量(万股)

待流通

数量(万股)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2 1347997.35 2511680.97 412171.4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18 628832.32 2745630.01 246991.30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5 31783.74 238501.38 18593.19

追加承诺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5 18643.58 106041.48 46353.55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2 13192.05 39190.64 1.56

股权激励一般股份

2 1643.58 135835.70 9360.00

股权分置对价股份

1 1341.35 7197.20 47151.99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4 433.84 204367.19 81290.10

总计

99 2043867.81 5988444.58 861913.09

■ 责编：龙跃 电话：

010－63070390 E-mail:zbs@zzb.com.cn

■ 2014年1月6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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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解禁市值近2000亿元

创业板将迎限售股解禁潮

□本报记者 张怡

2014年伊始，A股市场就面

临着较大的解禁压力。 据中国证

券报记者统计， 今年1月限售股

解禁市值为1608.69亿元， 这一

数额高于2013年10、11和12月

的解禁市值。值得注意的是，1月

有限售股解禁的97只个股中，有

61只个股为首发原始股东限售

股份解禁，其中创业板公司占比

过半。 而2014年上半年，创业板

面临的解禁市值更高达1998.73

亿元， 超过了2013年全年的数

值。在IPO重启、大规模解禁的双

重压力下，分析人士认为解禁股

被减持套现的可能性较大，因此

建议投资者依然要回避业绩较

差、估值较高的个股。

创业板迎来解禁潮

从全部A股整体看，2014年

尽管1月份解禁市值较高， 但全

年解禁市值为1.56万亿元， 低于

2013年的2.29万亿元。 不过，其

中创业板面临的减持压力却是

与日俱增。据统计，创业板1月份

解禁市值达到298.43亿元，超过

了2013年除1月份在外的所有月

份；创业板2014年上半年的解禁

市值就达到了1998.73亿元，超

过了2013年全年；全年的解禁市

值高达3018.45亿元， 比2013年

增长了近六成。

从今年1月份解禁股的风格

和类型来看，其中多数个股为创

业板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据中

国证券报记者统计，1月份迎来

限售股解禁的97只个股中，有61

只个股的解禁股份类型为首发

原股东限售股份。 其中，仅有6只

为上海主板上市股份，分别为喜

盈门、风帆股份、华锐风电、大智

慧、博威合金和海南橡胶；其余

全部为创业板和中小板个股，其

中，中小板个股有19只，创业板

个股有36只。

实际上， 不止在一月份，今

年上半年及今年的8月份， 创业

板的解禁压力都远超过去年。 从

2013年的情况来看，创业板个股

仅有1月、5月、8月和9月四个月

的解禁市值合计超过200亿元，

而今年上半年，每个月的创业板

解禁市值合计均超过了270亿

元， 其中4月的解禁市值达到了

412.87亿元，为2014年全年最高

水平。 此外，在今年8月份，创业

板的解禁市值也超过了400亿

元，达到408.08亿元，为全年第

二个解禁高峰。

个股方面，相对而言解禁市

值居前的个股仍为主板上市公

司。 今年1月份解禁数量前六位

均为沪市公司，其中居前两位的

是华锐风电和海南橡胶，其首发

股份解禁数量分别达到36亿股

和29.46亿股，酒钢宏兴、包钢股

份、大智慧、梅花集团的解禁股

份数量均超过了11亿股。

创业板方面，今年1月份，解

禁股份数量居前的创业板个股

为振东制药、星辉车模、天立环

保、天晟新材、秀强股份和迪威

视讯，解禁数量均超过了1亿股。

1-3月解禁数量居前的创业板个

股有大华农、通裕重工、潜能恒

信、铁汉生态和朗源股份，解禁

数量均超过了2亿股。

减持套现压力大

限售股解禁本身并不会对A

股市场的运行造成实质性影响，

但限售股解禁后相关股东的减

持套现却会给投资者带来极大

的心理压力， 更实际的层面上，

会加剧市场资金供需的失衡。

IPO开闸对创业板的冲击尚难测

量，而限售股解禁潮在上半年又

汹涌而至，分析人士认为，业绩

不佳或价值高估的个股，遭到套

现的可能性较大。

当前， 市场面临的最大变化

在于IPO重启和创业板上市标准

的放宽。这使得创业板筹码的稀缺

性下降，市场的热情大概率将集中

于新股的炒作。 分析人士指出，这

可能引发投资者将资金抽离二级

市场老股，其中业绩较差和估值过

高的个股尤其值得谨慎。

在1月份解禁股份数量居前

的个股中， 华锐风电、 大智慧、

*ST贤成均为亏损状态， 投资者

需尤为谨慎。 估值方面，当前，海

南橡胶、巨力索具的市盈率分别

超过了80倍和50倍。

2013年涨幅超过80%的创

业板，当前的市盈率（TTM，整

体法）已经达到62.44倍，而全部

A股的市盈率仅为12.31倍，沪深

300的市盈率更是低至8.79倍。在

估值尚未出现明显回落的情况

下，创业板股东套现动力较强。

资金面上，目前市场的流动性

紧张状况暂时得到缓解，但考虑到

QE逐步退出、 春节因素和地方政

府债务风险担忧上升，市场流动性

预期依然偏紧。 在这种背景下，二

级市场减持套现的动力或被强化。

兴业证券认为， 短期看来，

随着新股发行重启和解禁潮到

来， 创业板有可能继续寻底过

程。 但展望中期，估值重归合理

区间的真正的成长股依然是未

来配置的重点。

资金分流 沪综指下跌

0.86%

上周A股市场跨年。 在2013

年最后一个交易日， 上证指数强

力拉升0.88%，但在2014年开盘之

后的两个交易日则持续走低，在

上周五更是急挫1.24%，从而使得

上证指数在上周下跌0.86%。

上证指数开年不利， 主要原

因有二：一是资金分流压力。当前

IPO重启后的新股申购细则是沪

深两市分开计算配售市值， 但未

来新股IPO的重心以及新股收益

率预期较高的品种无疑是小盘

股， 所以越来越多的热钱涌入中

小板、创业板等小盘股中，这样就

使得上证大盘蓝筹股持续失血，

也就导致上证指数持续走低。

二是大盘股自身的负面消息

也渐趋增多。 比如说券商股在上

周一度下跌， 主要是因为互联网

券商业务有望开闸， 这必然意味

着券商的佣金大战一触即发。 毕

竟互联网券商经纪业务佣金低

企，将拉低整个券商佣金，这对于

当前本已疲软的券商股无疑是一

个巨大冲击。 银行股则是由于互

联网理财产品兴起加剧了银行业

的存款分流趋势， 故银行业的盈

利能力也有降低趋势。 这些因素

叠加，使得上证指数跌跌不休。

我们认为， 短线上证指数难

言企稳， 毕竟上述两个因素在本

周仍将存在，甚至会进一步发酵。

银行股等金融股的不振将使得上

证指数短线难有大的作为，2100

点渐渐由2013年年底的支撑位

变成了2014年1月份的阻力位。

机构态度谨慎 关注结构性行情

□西南证券 张刚 刘浩

上周共有7家券商发表了对

后市的看法，1家看多，2家看平，

4家看空。 上周市场综合情绪指

数为39.29%，较前一周大幅收缩

20.71个百分点， 创本指数建立

以来最低水平。近两周市场情绪

指数剧烈波动，主板与中小板和

创业板行情可谓冰火两重天，上

周沪指在展开技术性反弹失败

后，机构对大盘后期走势重回悲

观预期。与前一周相比，共有4家

券商改变了他们对后市的态度：

新时代证券和申银万国证券对

本周趋势由看平调降为看空；民

生证券对本周趋势由看多转为

看平；西南证券对本周趋势由多

翻空，对中线趋势仍保持看多。

本周仅信达证券持看多观

点， 但分析其论据可以发现，该

机构实则认为大盘在2100点反

复震荡的概率更大。经济基本面

和资金面仍然是机构研判大势

的主要参考因素。 就基本面而

言，多空双方一致认为去年官方

12月制造业PMI显示宏观经济

增速在四季度逐月回落，表明经

济呈稳中趋弱的局面。展望2014

年一季度，空头代表新时代证券

指出，国内经济开始出现拐点回

落， 考虑到一季度的淡季特性，

经济或继续回落。 看平本周趋势

的国都证券认为，制造业和非制

造业PMI双双下滑显示经济增

长仍面临一定下行压力，周期性

行业复苏乏力。民生证券则相对

乐观，其分析称，温和的通胀预

期有助于增大政策调控空间，从

而利于经济实现平稳增长。

对于流动性，多数券商均持

谨慎态度。 民生证券认为3个月

以上资金利率持续上行表明资

金成本中枢抬升明显，随着城投

债偿债高峰的临近，对资金需求

或更大，加之央行中长期偏紧的

货币政策，长期来看流动性难言

宽松。新时代证券提到，1月份进

入现金走款增加和财政存款季

节性上缴月份，资金面仍将维持

中性偏紧格局。 而西南证券的观

点稍有不同，其认为监管层继续

加强对中小投资者权益的保护

力度，有助于吸引理性场外资金

进场，近期资金面也趋于缓和。

除货币政策及季节性因素

外， 机构普遍认为IPO重启和新

三板扩容将对市场资金形成分

流效应， 从而加大流动性压力，

这也成为制约大盘展开行情的

关键性因素。 对于日益突出的

“深强沪弱” 现象，申银万国证

券和华泰证券分析表示，IPO重

启后第一批拟上市企业多数集

中在深市，而当前按市值配售的

规则自然令场内资金出现偏好

深市中小市值标的的倾向，从而

对主板市场构成不利。 国都证券

同时指出，本周新股定价将成为

市场焦点，或对旧有个股价格体

系造成冲击。

总体而言，机构对本周大盘

走势均持谨慎态度，但具有业绩

保障和政策利好的中小盘股仍

将上演结构性行情。 在推荐关注

行业方面，高送转预期概念股和

具有防御性特征的医药板块受

青睐。

上周市场统计数据版头条表格

2013-2014年创业板解禁市值

上半年解禁市值近2000亿元

创业板将迎限售股解禁潮

□本报记者 张怡

2014年伊始，A股市场就面

临着较大的解禁压力。 据中国证

券报记者统计， 今年1月限售股

解禁市值为1608.69亿元， 这一

数额高于2013年10、11和12月

的解禁市值。值得注意的是，1月

有限售股解禁的97只个股中，有

61只个股为首发原始股东限售

股份解禁，其中创业板公司占比

过半。 而2014年上半年，创业板

面临的解禁市值更高达1998.73

亿元， 超过了2013年全年的数

值。在IPO重启、大规模解禁的双

重压力下，分析人士认为解禁股

被减持套现的可能性较大，因此

建议投资者依然要回避业绩较

差、估值较高的个股。

创业板迎来解禁潮

从全部A股整体看，2014年

尽管1月份解禁市值较高， 但全

年解禁市值为1.56万亿元， 低于

2013年的2.29万亿元。 不过，其

中创业板面临的减持压力却是

与日俱增。据统计，创业板1月份

解禁市值达到298.43亿元，超过

了2013年除1月份在外的所有月

份；创业板2014年上半年的解禁

市值就达到了1998.73亿元，超

过了2013年全年；全年的解禁市

值高达3018.45亿元， 比2013年

增长了近六成。

从今年1月份解禁股的风格

和类型来看，其中多数个股为创

业板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据中

国证券报记者统计，1月份迎来

限售股解禁的97只个股中，有61

只个股的解禁股份类型为首发

原股东限售股份。 其中，仅有6只

为上海主板上市股份，分别为喜

盈门、风帆股份、华锐风电、大智

慧、博威合金和海南橡胶；其余

全部为创业板和中小板个股，其

中，中小板个股有19只，创业板

个股有36只。

实际上， 不止在一月份，今

年上半年及今年的8月份， 创业

板的解禁压力都远超过去年。 从

2013年的情况来看，创业板个股

仅有1月、5月、8月和9月四个月

的解禁市值合计超过200亿元，

而今年上半年，每个月的创业板

解禁市值合计均超过了270亿

元， 其中4月的解禁市值达到了

412.87亿元，为2014年全年最高

水平。 此外，在今年8月份，创业

板的解禁市值也超过了400亿

元，达到408.08亿元，为全年第

二个解禁高峰。

个股方面，相对而言解禁市

值居前的个股仍为主板上市公

司。 今年1月份解禁数量前六位

均为沪市公司，其中居前两位的

是华锐风电和海南橡胶，其首发

股份解禁数量分别达到36亿股

和29.46亿股，酒钢宏兴、包钢股

份、大智慧、梅花集团的解禁股

份数量均超过了11亿股。

创业板方面，今年1月份，解

禁股份数量居前的创业板个股

为振东制药、星辉车模、天立环

保、天晟新材、秀强股份和迪威

视讯，解禁数量均超过了1亿股。

1-3月解禁数量居前的创业板个

股有大华农、通裕重工、潜能恒

信、铁汉生态和朗源股份，解禁

数量均超过了2亿股。

减持套现压力大

限售股解禁本身并不会对A

股市场的运行造成实质性影响，

但限售股解禁后相关股东的减

持套现却会给投资者带来极大

的心理压力， 更实际的层面上，

会加剧市场资金供需的失衡。

IPO开闸对创业板的冲击尚难测

量，而限售股解禁潮在上半年又

汹涌而至，分析人士认为，业绩

不佳或价值高估的个股，遭到套

现的可能性较大。

当前， 市场面临的最大变化

在于IPO重启和创业板上市标准

的放宽。这使得创业板筹码的稀缺

性下降，市场的热情大概率将集中

于新股的炒作。 分析人士指出，这

可能引发投资者将资金抽离二级

市场老股，其中业绩较差和估值过

高的个股尤其值得谨慎。

在1月份解禁股份数量居前

的个股中， 华锐风电、 大智慧、

*ST贤成均为亏损状态， 投资者

需尤为谨慎。 估值方面，当前，海

南橡胶、巨力索具的市盈率分别

超过了80倍和50倍。

2013年涨幅超过80%的创

业板，当前的市盈率（TTM，整

体法）已经达到62.44倍，而全部

A股的市盈率仅为12.31倍，沪深

300的市盈率更是低至8.79倍。在

估值尚未出现明显回落的情况

下，创业板股东套现动力较强。

资金面上，目前市场的流动性

紧张状况暂时得到缓解，但考虑到

QE逐步退出、 春节因素和地方政

府债务风险担忧上升，市场流动性

预期依然偏紧。 在这种背景下，二

级市场减持套现的动力或被强化。

兴业证券认为， 短期看来，

随着新股发行重启和解禁潮到

来， 创业板有可能继续寻底过

程。 但展望中期，估值重归合理

区间的真正的成长股依然是未

来配置的重点。

资金分流 沪综指下跌

0.86%

上周A股市场跨年。 在2013

年最后一个交易日， 上证指数强

力拉升0.88%，但在2014年开盘之

后的两个交易日则持续走低，在

上周五更是急挫1.24%，从而使得

上证指数在上周下跌0.86%。

上证指数开年不利， 主要原

因有二：一是资金分流压力。当前

IPO重启后的新股申购细则是沪

深两市分开计算配售市值， 但未

来新股IPO的重心以及新股收益

率预期较高的品种无疑是小盘

股， 所以越来越多的热钱涌入中

小板、创业板等小盘股中，这样就

使得上证大盘蓝筹股持续失血，

也就导致上证指数持续走低。

二是大盘股自身的负面消息

也渐趋增多。 比如说券商股在上

周一度下跌， 主要是因为互联网

券商业务有望开闸， 这必然意味

着券商的佣金大战一触即发。 毕

竟互联网券商经纪业务佣金低

企，将拉低整个券商佣金，这对于

当前本已疲软的券商股无疑是一

个巨大冲击。 银行股则是由于互

联网理财产品兴起加剧了银行业

的存款分流趋势， 故银行业的盈

利能力也有降低趋势。 这些因素

叠加，使得上证指数跌跌不休。

我们认为， 短线上证指数难

言企稳， 毕竟上述两个因素在本

周仍将存在，甚至会进一步发酵。

银行股等金融股的不振将使得上

证指数短线难有大的作为，2100

点渐渐由2013年年底的支撑位

变成了2014年1月份的阻力位。

机构态度谨慎 关注结构性行情

□西南证券 张刚 刘浩

上周共有7家券商发表了对

后市的看法，1家看多，2家看平，

4家看空。 上周市场综合情绪指

数为39.29%，较前一周大幅收缩

20.71个百分点， 创本指数建立

以来最低水平。近两周市场情绪

指数剧烈波动，主板与中小板和

创业板行情可谓冰火两重天，上

周沪指在展开技术性反弹失败

后，机构对大盘后期走势重回悲

观预期。与前一周相比，共有4家

券商改变了他们对后市的态度：

新时代证券和申银万国证券对

本周趋势由看平调降为看空；民

生证券对本周趋势由看多转为

看平；西南证券对本周趋势由多

翻空，对中线趋势仍保持看多。

本周仅信达证券持看多观

点， 但分析其论据可以发现，该

机构实则认为大盘在2100点反

复震荡的概率更大。经济基本面

和资金面仍然是机构研判大势

的主要参考因素。 就基本面而

言，多空双方一致认为去年官方

12月制造业PMI显示宏观经济

增速在四季度逐月回落，表明经

济呈稳中趋弱的局面。展望2014

年一季度，空头代表新时代证券

指出，国内经济开始出现拐点回

落， 考虑到一季度的淡季特性，

经济或继续回落。 看平本周趋势

的国都证券认为，制造业和非制

造业PMI双双下滑显示经济增

长仍面临一定下行压力，周期性

行业复苏乏力。民生证券则相对

乐观，其分析称，温和的通胀预

期有助于增大政策调控空间，从

而利于经济实现平稳增长。

对于流动性，多数券商均持

谨慎态度。 民生证券认为3个月

以上资金利率持续上行表明资

金成本中枢抬升明显，随着城投

债偿债高峰的临近，对资金需求

或更大，加之央行中长期偏紧的

货币政策，长期来看流动性难言

宽松。新时代证券提到，1月份进

入现金走款增加和财政存款季

节性上缴月份，资金面仍将维持

中性偏紧格局。 而西南证券的观

点稍有不同，其认为监管层继续

加强对中小投资者权益的保护

力度，有助于吸引理性场外资金

进场，近期资金面也趋于缓和。

除货币政策及季节性因素

外， 机构普遍认为IPO重启和新

三板扩容将对市场资金形成分

流效应， 从而加大流动性压力，

这也成为制约大盘展开行情的

关键性因素。 对于日益突出的

“深强沪弱” 现象，申银万国证

券和华泰证券分析表示，IPO重

启后第一批拟上市企业多数集

中在深市，而当前按市值配售的

规则自然令场内资金出现偏好

深市中小市值标的的倾向，从而

对主板市场构成不利。 国都证券

同时指出，本周新股定价将成为

市场焦点，或对旧有个股价格体

系造成冲击。

总体而言，机构对本周大盘

走势均持谨慎态度，但具有业绩

保障和政策利好的中小盘股仍

将上演结构性行情。 在推荐关注

行业方面，高送转预期概念股和

具有防御性特征的医药板块受

青睐。

1月限售股解禁明细(部分)

上半年解禁市值近2000亿元

创业板将迎限售股解禁潮

□本报记者 张怡

2014年伊始，A股市场就面

临着较大的解禁压力。 据中国证

券报记者统计， 今年1月限售股

解禁市值为1608.69亿元， 这一

数额高于2013年10、11和12月

的解禁市值。值得注意的是，1月

有限售股解禁的97只个股中，有

61只个股为首发原始股东限售

股份解禁，其中创业板公司占比

过半。 而2014年上半年，创业板

面临的解禁市值更高达1998.73

亿元， 超过了2013年全年的数

值。在IPO重启、大规模解禁的双

重压力下，分析人士认为解禁股

被减持套现的可能性较大，因此

建议投资者依然要回避业绩较

差、估值较高的个股。

创业板迎来解禁潮

从全部A股整体看，2014年

尽管1月份解禁市值较高， 但全

年解禁市值为1.56万亿元， 低于

2013年的2.29万亿元。 不过，其

中创业板面临的减持压力却是

与日俱增。据统计，创业板1月份

解禁市值达到298.43亿元，超过

了2013年除1月份在外的所有月

份；创业板2014年上半年的解禁

市值就达到了1998.73亿元，超

过了2013年全年；全年的解禁市

值高达3018.45亿元， 比2013年

增长了近六成。

从今年1月份解禁股的风格

和类型来看，其中多数个股为创

业板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据中

国证券报记者统计，1月份迎来

限售股解禁的97只个股中，有61

只个股的解禁股份类型为首发

原股东限售股份。 其中，仅有6只

为上海主板上市股份，分别为喜

盈门、风帆股份、华锐风电、大智

慧、博威合金和海南橡胶；其余

全部为创业板和中小板个股，其

中，中小板个股有19只，创业板

个股有36只。

实际上， 不止在一月份，今

年上半年及今年的8月份， 创业

板的解禁压力都远超过去年。 从

2013年的情况来看，创业板个股

仅有1月、5月、8月和9月四个月

的解禁市值合计超过200亿元，

而今年上半年，每个月的创业板

解禁市值合计均超过了270亿

元， 其中4月的解禁市值达到了

412.87亿元，为2014年全年最高

水平。 此外，在今年8月份，创业

板的解禁市值也超过了400亿

元，达到408.08亿元，为全年第

二个解禁高峰。

个股方面，相对而言解禁市

值居前的个股仍为主板上市公

司。 今年1月份解禁数量前六位

均为沪市公司，其中居前两位的

是华锐风电和海南橡胶，其首发

股份解禁数量分别达到36亿股

和29.46亿股，酒钢宏兴、包钢股

份、大智慧、梅花集团的解禁股

份数量均超过了11亿股。

创业板方面，今年1月份，解

禁股份数量居前的创业板个股

为振东制药、星辉车模、天立环

保、天晟新材、秀强股份和迪威

视讯，解禁数量均超过了1亿股。

1-3月解禁数量居前的创业板个

股有大华农、通裕重工、潜能恒

信、铁汉生态和朗源股份，解禁

数量均超过了2亿股。

减持套现压力大

限售股解禁本身并不会对A

股市场的运行造成实质性影响，

但限售股解禁后相关股东的减

持套现却会给投资者带来极大

的心理压力， 更实际的层面上，

会加剧市场资金供需的失衡。

IPO开闸对创业板的冲击尚难测

量，而限售股解禁潮在上半年又

汹涌而至，分析人士认为，业绩

不佳或价值高估的个股，遭到套

现的可能性较大。

当前， 市场面临的最大变化

在于IPO重启和创业板上市标准

的放宽。这使得创业板筹码的稀缺

性下降，市场的热情大概率将集中

于新股的炒作。 分析人士指出，这

可能引发投资者将资金抽离二级

市场老股，其中业绩较差和估值过

高的个股尤其值得谨慎。

在1月份解禁股份数量居前

的个股中， 华锐风电、 大智慧、

*ST贤成均为亏损状态， 投资者

需尤为谨慎。 估值方面，当前，海

南橡胶、巨力索具的市盈率分别

超过了80倍和50倍。

2013年涨幅超过80%的创

业板，当前的市盈率（TTM，整

体法）已经达到62.44倍，而全部

A股的市盈率仅为12.31倍，沪深

300的市盈率更是低至8.79倍。在

估值尚未出现明显回落的情况

下，创业板股东套现动力较强。

资金面上，目前市场的流动性

紧张状况暂时得到缓解，但考虑到

QE逐步退出、 春节因素和地方政

府债务风险担忧上升，市场流动性

预期依然偏紧。 在这种背景下，二

级市场减持套现的动力或被强化。

兴业证券认为， 短期看来，

随着新股发行重启和解禁潮到

来， 创业板有可能继续寻底过

程。 但展望中期，估值重归合理

区间的真正的成长股依然是未

来配置的重点。

资金分流 沪综指下跌

0.86%

上周A股市场跨年。 在2013

年最后一个交易日， 上证指数强

力拉升0.88%，但在2014年开盘之

后的两个交易日则持续走低，在

上周五更是急挫1.24%，从而使得

上证指数在上周下跌0.86%。

上证指数开年不利， 主要原

因有二：一是资金分流压力。当前

IPO重启后的新股申购细则是沪

深两市分开计算配售市值， 但未

来新股IPO的重心以及新股收益

率预期较高的品种无疑是小盘

股， 所以越来越多的热钱涌入中

小板、创业板等小盘股中，这样就

使得上证大盘蓝筹股持续失血，

也就导致上证指数持续走低。

二是大盘股自身的负面消息

也渐趋增多。 比如说券商股在上

周一度下跌， 主要是因为互联网

券商业务有望开闸， 这必然意味

着券商的佣金大战一触即发。 毕

竟互联网券商经纪业务佣金低

企，将拉低整个券商佣金，这对于

当前本已疲软的券商股无疑是一

个巨大冲击。 银行股则是由于互

联网理财产品兴起加剧了银行业

的存款分流趋势， 故银行业的盈

利能力也有降低趋势。 这些因素

叠加，使得上证指数跌跌不休。

我们认为， 短线上证指数难

言企稳， 毕竟上述两个因素在本

周仍将存在，甚至会进一步发酵。

银行股等金融股的不振将使得上

证指数短线难有大的作为，2100

点渐渐由2013年年底的支撑位

变成了2014年1月份的阻力位。

机构态度谨慎 关注结构性行情

□西南证券 张刚 刘浩

上周共有7家券商发表了对

后市的看法，1家看多，2家看平，

4家看空。 上周市场综合情绪指

数为39.29%，较前一周大幅收缩

20.71个百分点， 创本指数建立

以来最低水平。近两周市场情绪

指数剧烈波动，主板与中小板和

创业板行情可谓冰火两重天，上

周沪指在展开技术性反弹失败

后，机构对大盘后期走势重回悲

观预期。与前一周相比，共有4家

券商改变了他们对后市的态度：

新时代证券和申银万国证券对

本周趋势由看平调降为看空；民

生证券对本周趋势由看多转为

看平；西南证券对本周趋势由多

翻空，对中线趋势仍保持看多。

本周仅信达证券持看多观

点， 但分析其论据可以发现，该

机构实则认为大盘在2100点反

复震荡的概率更大。经济基本面

和资金面仍然是机构研判大势

的主要参考因素。 就基本面而

言，多空双方一致认为去年官方

12月制造业PMI显示宏观经济

增速在四季度逐月回落，表明经

济呈稳中趋弱的局面。展望2014

年一季度，空头代表新时代证券

指出，国内经济开始出现拐点回

落， 考虑到一季度的淡季特性，

经济或继续回落。 看平本周趋势

的国都证券认为，制造业和非制

造业PMI双双下滑显示经济增

长仍面临一定下行压力，周期性

行业复苏乏力。民生证券则相对

乐观，其分析称，温和的通胀预

期有助于增大政策调控空间，从

而利于经济实现平稳增长。

对于流动性，多数券商均持

谨慎态度。 民生证券认为3个月

以上资金利率持续上行表明资

金成本中枢抬升明显，随着城投

债偿债高峰的临近，对资金需求

或更大，加之央行中长期偏紧的

货币政策，长期来看流动性难言

宽松。新时代证券提到，1月份进

入现金走款增加和财政存款季

节性上缴月份，资金面仍将维持

中性偏紧格局。 而西南证券的观

点稍有不同，其认为监管层继续

加强对中小投资者权益的保护

力度，有助于吸引理性场外资金

进场，近期资金面也趋于缓和。

除货币政策及季节性因素

外， 机构普遍认为IPO重启和新

三板扩容将对市场资金形成分

流效应， 从而加大流动性压力，

这也成为制约大盘展开行情的

关键性因素。 对于日益突出的

“深强沪弱” 现象，申银万国证

券和华泰证券分析表示，IPO重

启后第一批拟上市企业多数集

中在深市，而当前按市值配售的

规则自然令场内资金出现偏好

深市中小市值标的的倾向，从而

对主板市场构成不利。 国都证券

同时指出，本周新股定价将成为

市场焦点，或对旧有个股价格体

系造成冲击。

总体而言，机构对本周大盘

走势均持谨慎态度，但具有业绩

保障和政策利好的中小盘股仍

将上演结构性行情。 在推荐关注

行业方面，高送转预期概念股和

具有防御性特征的医药板块受

青睐。

1月解禁限售股类型分布

上半年解禁市值近2000亿元

创业板将迎限售股解禁潮

□本报记者 张怡

2014年伊始，A股市场就面

临着较大的解禁压力。 据中国证

券报记者统计， 今年1月限售股

解禁市值为1608.69亿元， 这一

数额高于2013年10、11和12月

的解禁市值。值得注意的是，1月

有限售股解禁的97只个股中，有

61只个股为首发原始股东限售

股份解禁，其中创业板公司占比

过半。 而2014年上半年，创业板

面临的解禁市值更高达1998.73

亿元， 超过了2013年全年的数

值。在IPO重启、大规模解禁的双

重压力下，分析人士认为解禁股

被减持套现的可能性较大，因此

建议投资者依然要回避业绩较

差、估值较高的个股。

创业板迎来解禁潮

从全部A股整体看，2014年

尽管1月份解禁市值较高， 但全

年解禁市值为1.56万亿元， 低于

2013年的2.29万亿元。 不过，其

中创业板面临的减持压力却是

与日俱增。据统计，创业板1月份

解禁市值达到298.43亿元，超过

了2013年除1月份在外的所有月

份；创业板2014年上半年的解禁

市值就达到了1998.73亿元，超

过了2013年全年；全年的解禁市

值高达3018.45亿元， 比2013年

增长了近六成。

从今年1月份解禁股的风格

和类型来看，其中多数个股为创

业板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据中

国证券报记者统计，1月份迎来

限售股解禁的97只个股中，有61

只个股的解禁股份类型为首发

原股东限售股份。 其中，仅有6只

为上海主板上市股份，分别为喜

盈门、风帆股份、华锐风电、大智

慧、博威合金和海南橡胶；其余

全部为创业板和中小板个股，其

中，中小板个股有19只，创业板

个股有36只。

实际上， 不止在一月份，今

年上半年及今年的8月份， 创业

板的解禁压力都远超过去年。 从

2013年的情况来看，创业板个股

仅有1月、5月、8月和9月四个月

的解禁市值合计超过200亿元，

而今年上半年，每个月的创业板

解禁市值合计均超过了270亿

元， 其中4月的解禁市值达到了

412.87亿元，为2014年全年最高

水平。 此外，在今年8月份，创业

板的解禁市值也超过了400亿

元，达到408.08亿元，为全年第

二个解禁高峰。

个股方面，相对而言解禁市

值居前的个股仍为主板上市公

司。 今年1月份解禁数量前六位

均为沪市公司，其中居前两位的

是华锐风电和海南橡胶，其首发

股份解禁数量分别达到36亿股

和29.46亿股，酒钢宏兴、包钢股

份、大智慧、梅花集团的解禁股

份数量均超过了11亿股。

创业板方面，今年1月份，解

禁股份数量居前的创业板个股

为振东制药、星辉车模、天立环

保、天晟新材、秀强股份和迪威

视讯，解禁数量均超过了1亿股。

1-3月解禁数量居前的创业板个

股有大华农、通裕重工、潜能恒

信、铁汉生态和朗源股份，解禁

数量均超过了2亿股。

减持套现压力大

限售股解禁本身并不会对A

股市场的运行造成实质性影响，

但限售股解禁后相关股东的减

持套现却会给投资者带来极大

的心理压力， 更实际的层面上，

会加剧市场资金供需的失衡。

IPO开闸对创业板的冲击尚难测

量，而限售股解禁潮在上半年又

汹涌而至，分析人士认为，业绩

不佳或价值高估的个股，遭到套

现的可能性较大。

当前， 市场面临的最大变化

在于IPO重启和创业板上市标准

的放宽。这使得创业板筹码的稀缺

性下降，市场的热情大概率将集中

于新股的炒作。 分析人士指出，这

可能引发投资者将资金抽离二级

市场老股，其中业绩较差和估值过

高的个股尤其值得谨慎。

在1月份解禁股份数量居前

的个股中， 华锐风电、 大智慧、

*ST贤成均为亏损状态， 投资者

需尤为谨慎。 估值方面，当前，海

南橡胶、巨力索具的市盈率分别

超过了80倍和50倍。

2013年涨幅超过80%的创

业板，当前的市盈率（TTM，整

体法）已经达到62.44倍，而全部

A股的市盈率仅为12.31倍，沪深

300的市盈率更是低至8.79倍。在

估值尚未出现明显回落的情况

下，创业板股东套现动力较强。

资金面上，目前市场的流动性

紧张状况暂时得到缓解，但考虑到

QE逐步退出、 春节因素和地方政

府债务风险担忧上升，市场流动性

预期依然偏紧。 在这种背景下，二

级市场减持套现的动力或被强化。

兴业证券认为， 短期看来，

随着新股发行重启和解禁潮到

来， 创业板有可能继续寻底过

程。 但展望中期，估值重归合理

区间的真正的成长股依然是未

来配置的重点。

资金分流 沪综指下跌

0.86%

上周A股市场跨年。 在2013

年最后一个交易日， 上证指数强

力拉升0.88%，但在2014年开盘之

后的两个交易日则持续走低，在

上周五更是急挫1.24%，从而使得

上证指数在上周下跌0.86%。

上证指数开年不利， 主要原

因有二：一是资金分流压力。当前

IPO重启后的新股申购细则是沪

深两市分开计算配售市值， 但未

来新股IPO的重心以及新股收益

率预期较高的品种无疑是小盘

股， 所以越来越多的热钱涌入中

小板、创业板等小盘股中，这样就

使得上证大盘蓝筹股持续失血，

也就导致上证指数持续走低。

二是大盘股自身的负面消息

也渐趋增多。 比如说券商股在上

周一度下跌， 主要是因为互联网

券商业务有望开闸， 这必然意味

着券商的佣金大战一触即发。 毕

竟互联网券商经纪业务佣金低

企，将拉低整个券商佣金，这对于

当前本已疲软的券商股无疑是一

个巨大冲击。 银行股则是由于互

联网理财产品兴起加剧了银行业

的存款分流趋势， 故银行业的盈

利能力也有降低趋势。 这些因素

叠加，使得上证指数跌跌不休。

我们认为， 短线上证指数难

言企稳， 毕竟上述两个因素在本

周仍将存在，甚至会进一步发酵。

银行股等金融股的不振将使得上

证指数短线难有大的作为，2100

点渐渐由2013年年底的支撑位

变成了2014年1月份的阻力位。

机构态度谨慎 关注结构性行情

□西南证券 张刚 刘浩

上周共有7家券商发表了对

后市的看法，1家看多，2家看平，

4家看空。 上周市场综合情绪指

数为39.29%，较前一周大幅收缩

20.71个百分点， 创本指数建立

以来最低水平。近两周市场情绪

指数剧烈波动，主板与中小板和

创业板行情可谓冰火两重天，上

周沪指在展开技术性反弹失败

后，机构对大盘后期走势重回悲

观预期。与前一周相比，共有4家

券商改变了他们对后市的态度：

新时代证券和申银万国证券对

本周趋势由看平调降为看空；民

生证券对本周趋势由看多转为

看平；西南证券对本周趋势由多

翻空，对中线趋势仍保持看多。

本周仅信达证券持看多观

点， 但分析其论据可以发现，该

机构实则认为大盘在2100点反

复震荡的概率更大。经济基本面

和资金面仍然是机构研判大势

的主要参考因素。 就基本面而

言，多空双方一致认为去年官方

12月制造业PMI显示宏观经济

增速在四季度逐月回落，表明经

济呈稳中趋弱的局面。展望2014

年一季度，空头代表新时代证券

指出，国内经济开始出现拐点回

落， 考虑到一季度的淡季特性，

经济或继续回落。 看平本周趋势

的国都证券认为，制造业和非制

造业PMI双双下滑显示经济增

长仍面临一定下行压力，周期性

行业复苏乏力。民生证券则相对

乐观，其分析称，温和的通胀预

期有助于增大政策调控空间，从

而利于经济实现平稳增长。

对于流动性，多数券商均持

谨慎态度。 民生证券认为3个月

以上资金利率持续上行表明资

金成本中枢抬升明显，随着城投

债偿债高峰的临近，对资金需求

或更大，加之央行中长期偏紧的

货币政策，长期来看流动性难言

宽松。新时代证券提到，1月份进

入现金走款增加和财政存款季

节性上缴月份，资金面仍将维持

中性偏紧格局。 而西南证券的观

点稍有不同，其认为监管层继续

加强对中小投资者权益的保护

力度，有助于吸引理性场外资金

进场，近期资金面也趋于缓和。

除货币政策及季节性因素

外， 机构普遍认为IPO重启和新

三板扩容将对市场资金形成分

流效应， 从而加大流动性压力，

这也成为制约大盘展开行情的

关键性因素。 对于日益突出的

“深强沪弱” 现象，申银万国证

券和华泰证券分析表示，IPO重

启后第一批拟上市企业多数集

中在深市，而当前按市值配售的

规则自然令场内资金出现偏好

深市中小市值标的的倾向，从而

对主板市场构成不利。 国都证券

同时指出，本周新股定价将成为

市场焦点，或对旧有个股价格体

系造成冲击。

总体而言，机构对本周大盘

走势均持谨慎态度，但具有业绩

保障和政策利好的中小盘股仍

将上演结构性行情。 在推荐关注

行业方面，高送转预期概念股和

具有防御性特征的医药板块受

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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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板指数大涨

4.52%

虽然上证指数在上周走势

不佳， 但创业板指则是反复活

跃， 主要得益于新兴产业股持

续有后续买盘介入， 比如说机

器人概念股、LED产业股、手机

游戏股、传媒股等，如此就驱动

着 创 业 板 指 在 上 周 大 涨

4.52%。

但是，创业板指强势背后难

掩调整隐忧。 一是去年以来创业

板指高歌猛进 ， 年涨幅达到

80%，但创业板上市公司的业绩

增幅却远低于创业板指数的涨

幅。 2013年前三季度，创业板归

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合计

为185.85亿元，同比增长4.92%。

如此的数据就说明创业板指的

估值泡沫的确存在。

二是过高的溢价率已使得

创业板成为A股的估值高地。 创

业板指的动态市盈率已经达到

近60倍， 但沪深300的动态市盈

率只有8倍， 过高的估值溢价率

意味着创业板目前的估值泡沫

已经到了历史的最高水平。

如果A股市场有足够的增

量资金， 那么高估值格局可以

延续。 但问题是，当前新股扩容

节奏明显加快， 且大小非减持

力度不减， 说明存量资金的消

耗也在增加， 这必然会使得A

股的存量资金减少， 进而使得

高估值的市场基础不稳。 我们

认为， 创业板指固然短线惯性

上冲能量犹存， 但越往上涨越

意味着风险在积聚。

进入淡季 水泥指数大跌

3.83%

新年到来意味水泥行业淡季

已至。因为气候渐趋寒冷，北方地

区正在建设的大型基础项目将相

继停工， 南方地区的基建项目也

有考虑停工的可能性， 如此就使

得水泥行业的需求暂时进入冰

点， 淡季特征明显。 在这一背景

下，水泥指数在上周大跌3.83%。

不过， 急跌也是机会聚集的

过程。一是经济保底的舆论依然清

晰，发达国家制造业回归，意味着

我国出口增速依然不乐观。 既如

此，未来经济保底依然得靠大型基

础项目建设的驱动。 所以，未来的

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不会萎缩，进而

意味着水泥需求依然乐观。

二是因为水泥供给端可能

会趋于萎缩，不仅仅在于政策层

面的淘汰产能，而且还在于治污

的政策需要。 近年我国雾霾气候

多发， 为了缓解空气质量压力，

各地方政府要求水泥等排污大

户在雾霾气候多发季节停产检

修。 比如说元旦节前，浙江省为

完成年度节能减排指标，要求省

内所有水泥企业窑磨停产7天。

同时，江苏和浙江2014年一季度

停产计划也已出台：1月10日-3

月5日期间， 区域企业熟料生产

线停产检修35天。山东省检修计

划是30-40天，全省每条熟料线

必须停满30天， 若天气情况较

差，再增加10天。

虽然短线水泥行业因淡季

而使得产品价格有所走低，但随

着春暖花开，大型基建项目陆续

开工，市场需求将再获提振。 而

由于供给端萎缩，水泥价格届时

重拾升势的可能性很大。 所以，

近期水泥股下跌其实是一个低

吸的契机。

影视传媒指数大涨

6.55%

影视传媒股在前期持续收

购，股价持续异动，市场争议声

也渐趋高涨。 为此，不少有收购

影视传媒资产的上市公司公告

暂停重组审核信息，如此就使得

此类个股股价大跌，进而使得整

个影视传媒股的股价重心下移。

但在近期，江苏宏宝又公布

了证监会重新审核公司资产收

购的信息，如此就意味着收购影

视传媒资产的政策风险陡然降

低，进而驱动着各路资金重新聚

焦于影视传媒股，并使得华谊兄

弟、中视传媒等个股股价持续大

涨，驱动着影视传媒指数在上周

大涨6.55%。

但不可否认的是，影视传媒

股估值分歧依然巨大。 比如说有

分析人士指出， 在海外市场，电

影公司的估值其实是很低的，主

要是因为电影现在是大制作，成

本极高，一旦票房失利，就可能

面临着灭顶之灾。 所以，不能以

一两个高票房的电影所带来的

净利润乘以20倍或30倍对电影

股进行估值。 再比如说对手机游

戏股，手机游戏企业其实也是项

目型公司，此款游戏挣钱，但下

款游戏就可能不挣钱。 而且，由

于碎片化的特征，手机游戏的玩

家忠诚度极低，因此即便挣钱的

游戏项目也可能仅仅只有几个

月或者一年的盈利高峰期。

对影视传媒股的短线走势

来说， 由于资金涌入力度较大，

短线股价的确有着进一步冲高

的潜能，但由于估值分歧，对影

视传媒股的股价定位不宜过于

乐观。

（金百临投资 秦洪，执业证

书编号

A1210612020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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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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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