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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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 多

2015-2100

新股

华泰证券 多 平

2000-2100

成长股结构性活跃

东吴证券 多 多

2000-2100

旅游酒店

信达证券 多 多

2040-2100

银行、地产

国都证券 平 空

2020-2090

新股、次新股，业绩超预期个股

五矿证券 本周未发表观点

西南证券 多 多

2050-2100

保险、券商

太平洋证券 本周未发表观点

光大证券 多 平

2000-2150

电动车

财通证券 本周未发表观点

申银万国证券 平 平

2030-2080

创业板及创业板

ETF

民生证券 多 平

2000-2100

券商、新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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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南证券 多 多

2050 2100 -0.21% 2.22%

强烈看多

★★★★ 80%

65.00%

信达证券 多 多

2040 2100 -0.70% 2.22%

强烈看多

★★★★ 80%

新时代证券 多 多

2015 2100 -1.92% 2.22%

强烈看多

★★★ 75%

东吴证券 多 多

2000 2100 -2.65% 2.22%

微弱看多

★★★ 70%

华泰证券 多 平

2000 2100 -2.65% 2.22%

微弱看多

★★ 60%

光大证券 多 平

2000 2150 -2.65% 4.65%

微弱看多

★★ 60%

民生证券 多 平

2000 2100 -2.65% 2.22%

微弱看多

★★ 60%

申银万国证券 平 平

2030 2080 -1.19% 1.25%

看平

○ 50%

国都证券 平 空

2020 2090 -1.67% 1.73%

看平

○ 50%

推荐关注行业 推荐券商 行业关注度

新股、次新股 新时代证券、民生证券、国都证券

30%

证券行业 西南证券、民生证券

20%

保险行业 西南证券

10%

银行、地产行业 信达证券

10%

旅游酒店板块 东吴证券

10%

成长股 华泰证券

10%

电动车行业 光大证券

10%

创业板及创业板

ETF

申银万国证券

10%

业绩超预期个股 国都证券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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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168.SZ

万达信息

2014-1-27 6435.63 23898.49 457.03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169.SZ

天晟新材

2014-1-27 11968.98 26152.75 1897.25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166.SZ

东方国信

2014-1-27 3790.50 7960.50 5611.6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167.SZ

迪威视讯

2014-1-27 10333.13 20016.00 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0290.SH

华仪电气

2014-1-27 1170.00 52688.37 0.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979.SH

广安爱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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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1-27 12000.00 21500.00 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0307.SH

酒钢宏兴

2014-1-27 217200.00 626335.74 0.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352.SH

浙江龙盛

2014-1-27 1200.00 152786.59 0.00

股权激励一般股份

300165.SZ

天瑞仪器

2014-1-27 1664.00 8895.50 6496.5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344.SZ

海宁皮城

2014-1-27 8260.56 110125.05 1874.95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522.SZ

浙江众成

2014-1-27 2496.30 11168.30 10913.76

配股一般股份

002079.SZ

苏州固锝

2014-1-27 168.48 72185.90 611.25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002342.SZ

巨力索具

2014-1-27 60720.00 90132.00 5868.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049.SZ

福瑞股份

2014-1-28 64.88 10947.92 1558.08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0528.SZ

柳工

2014-1-28 1500.00 112506.72 17.5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1519.SH

大智慧

2014-1-28 115550.61 180700.00 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544.SZ

杰赛科技

2014-1-28 12803.00 33433.55 950.45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542.SZ

中化岩土

2014-1-28 315.00 6878.44 13161.56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543.SZ

万和电气

2014-1-28 30000.00 40000.00 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0643.SH

爱建股份

2014-1-29 4.96 81797.29 28751.93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600010.SH

包钢股份

2014-1-30 144736.84 787101.21 13157.89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代码 简称 交易日期 成交价

折价率

(%)

成交量

（万股/份/张）

成交额

（万元）

300129.SZ

泰胜风能

2014-1-24 11.70 -3.39 100.00 1,170.00

002497.SZ

雅化集团

2014-1-24 8.24 -9.95 30.00 247.20

002505.SZ

大康牧业

2014-1-24 15.59 -9.99 29.31 456.86

600988.SH

赤峰黄金

2014-1-24 10.38 -9.97 100.00 1,038.00

002497.SZ

雅化集团

2014-1-24 8.24 -9.95 60.00 494.40

300129.SZ

泰胜风能

2014-1-24 11.70 -3.39 100.00 1,170.00

300026.SZ

红日药业

2014-1-24 40.00 1.81 15.00 600.00

002490.SZ

山东墨龙

2014-1-24 8.46 -10 270.50 2,288.43

300279.SZ

和晶科技

2014-1-24 15.86 -3.53 120.00 1,903.20

300202.SZ

聚龙股份

2014-1-24 40.94 0.64 50.00 2,047.00

002268.SZ

卫士通

2014-1-24 29.20 -9.32 70.00 2,044.00

002303.SZ

美盈森

2014-1-24 17.21 -9.99 300.00 5,163.00

000413.SZ

东旭光电

2014-1-24 21.59 7.63 45.00 971.55

000002.SZ

万科

A 2014-1-24 7.79 4.01 70.00 545.30

000017.SZ *ST

中华

A 2014-1-24 5.44 -5.06 131.23 713.89

002239.SZ

金飞达

2014-1-24 11.44 -9.99 990.00 11,325.60

002343.SZ

禾欣股份

2014-1-24 7.34 -9.94 65.00 477.10

002063.SZ

远光软件

2014-1-24 18.07 -1.15 200.00 3,614.00

代码 名称 异动类型

区间成交额

（万元）

区间

涨跌幅

区间

换手率

000010 *ST

中华

A

连续三个交易日涨跌幅累计达到

ST

证券、

*ST

证券和非完成股改证券

19940.19 10.52 11.12

000062

深圳华强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18432.21 10.04 2.32

000428

华天酒店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32133.54 9.97 6.24

000521

美菱电器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18542.92 9.98 7.14

000559

万向钱潮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2411.52 10.06 2.44

000594 *ST

国恒 连续三个交易日涨跌幅累计达到

ST

证券、

*ST

证券和非完成股改证券

15279.4 15.56 5.16

000620

新华联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31172 8.94 15.35

000620

新华联 连续三个交易日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105121.86 21.01 49.27

000620

新华联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56949.48 9.95 25.12

000620

新华联 换手率达

20% 56949.48 9.95 25.12

000620

新华联 换手率达

20% 72596.27 6.72 29.1

000656

金科股份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12705.06 10 3.95

000665

湖北广电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14218.39 10.02 6.55

000681

远东股份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30380.03 10.03 13.53

000681

远东股份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5422.53 9.99 9.93

000693

华泽钴镍 换手率达

20% 18176.1 -10.03 21.54

000693

华泽钴镍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18176.1 -10.03 21.54

000705

浙江震元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4400.06 9.98 10.59

净减持额居前的个股

各个行业的净增减持额

代码 名称 所属行业

变动

次数

涉及

股东

人数

总变

动方

向

净买入

股份数合计

(万股)

增减仓

参考市值

(万元)

601933.SH

永辉超市 商业贸易

3 1

减持

-4,950.00 -71,914.97

600490.SH

鹏欣资源 有色金属

3 1

减持

-4,350.00 -52,187.16

300133.SZ

华策影视 传媒

14 5

减持

-1,243.81 -44,539.83

002383.SZ

合众思壮 计算机

7 2

减持

-2,007.00 -37,493.39

300147.SZ

香雪制药 医药生物

22 5

减持

-1,806.39 -36,333.02

002239.SZ

金飞达 纺织服装

4 1

减持

-3,000.00 -34,712.37

300315.SZ

掌趣科技 传媒

1 1

减持

-770.00 -27,257.81

601519.SH

大智慧 计算机

1 1

减持

-4,034.00 -26,587.62

600340.SH

华夏幸福 房地产

1 1

减持

-1,441.30 -26,298.38

600525.SH

长园集团 电气设备

3 1

减持

-2,700.00 -23,708.32

300020.SZ

银江股份 计算机

1 1

减持

-950.00 -23,327.63

600691.SH

阳煤化工 化工

3 1

减持

-3,319.07 -22,644.40

002379.SZ

鲁丰环保 有色金属

13 9

减持

-3,331.72 -21,254.96

002518.SZ

科士达 电气设备

2 2

减持

-1,000.86 -20,928.51

002079.SZ

苏州固锝 电子

6 2

减持

-3,125.69 -20,245.78

600777.SH

新潮实业 房地产

1 1

减持

-3,100.00 -20,159.32

002325.SZ

洪涛股份 建筑装饰

1 1

减持

-2,200.00 -19,582.38

002168.SZ

深圳惠程 电气设备

4 2

减持

-2,620.00 -19,531.04

000506.SZ

中润资源 房地产

1 1

减持

-4,260.00 -19,519.36

300090.SZ

盛运股份 公用事业

1 1

减持

-500.00 -18,489.55

601515.SH

东风股份 轻工制造

2 1

减持

-680.00 -18,065.10

000848.SZ

承德露露 食品饮料

2 1

减持

-750.00 -18,041.63

002453.SZ

天马精化 化工

1 1

减持

-1,428.25 -16,168.52

002229.SZ

鸿博股份 轻工制造

4 2

减持

-1,015.04 -16,056.22

300149.SZ

量子高科 农林牧渔

7 4

减持

-1,096.44 -15,918.81

300104.SZ

乐视网 传媒

1 1

减持

-300.00 -15,884.44

002663.SZ

普邦园林 建筑装饰

10 8

减持

-1,025.00 -15,091.30

002063.SZ

远光软件 计算机

5 3

减持

-718.36 -13,459.68

002390.SZ

信邦制药 医药生物

9 3

减持

-440.02 -12,773.69

002097.SZ

山河智能 机械设备

4 2

减持

-1,591.00 -12,207.02

601166.SH

兴业银行 银行

1 1

减持

-1,200.00 -12,019.04

600551.SH

时代出版 传媒

1 1

减持

-644.28 -11,375.01

002236.SZ

大华股份 计算机

3 1

减持

-264.06 -11,177.39

300002.SZ

神州泰岳 计算机

5 4

减持

-293.11 -10,165.11

002439.SZ

启明星辰 计算机

4 2

减持

-297.44 -10,018.41

300253.SZ

卫宁软件 计算机

6 3

减持

-123.61 -9,791.11

300356.SZ

光一科技 电气设备

6 4

减持

-650.28 -9,693.27

002396.SZ

星网锐捷 通信

1 1

减持

-350.00 -9,295.36

300102.SZ

乾照光电 电子

2 2

减持

-800.00 -9,237.55

600030.SH

中信证券 非银金融

1 1

减持

-666.00 -8,370.27

000536.SZ

华映科技 电子

1 1

减持

-300.00 -8,300.53

002343.SZ

禾欣股份 化工

11 4

减持

-1,008.73 -8,075.30

002490.SZ

山东墨龙 机械设备

1 1

减持

-805.40 -7,930.32

300162.SZ

雷曼光电 电子

8 5

减持

-471.72 -7,670.11

300095.SZ

华伍股份 机械设备

3 1

减持

-528.54 -7,476.20

300017.SZ

网宿科技 通信

7 4

减持

-78.59 -7,345.18

300013.SZ

新宁物流 交通运输

4 1

减持

-450.00 -6,956.97

002517.SZ

泰亚股份 纺织服装

1 1

减持

-800.00 -6,612.29

300126.SZ

锐奇股份 机械设备

3 2

减持

-540.00 -6,540.52

600576.SH

万好万家 综合

1 1

减持

-1,000.00 -6,351.35

净增持额居前的个股

代码 名称 所属行业

变动

次数

涉及

股东

人数

总变

动方

向

净买入股份

数合计(万

股)

增减仓参考

市值(万元)

002146.SZ

荣盛发展 房地产

2 2

增持

6,027.53 58,794.17

002203.SZ

海亮股份 有色金属

1 1

增持

3,850.00 44,317.88

600208.SH

新湖中宝 房地产

2 1

增持

12,229.69 38,679.03

000488.SZ

晨鸣纸业 轻工制造

1 1

增持

8,660.00 36,477.48

600153.SH

建发股份 交通运输

16 7

增持

5,143.74 33,878.83

000532.SZ

力合股份 电子

2 2

增持

1,723.55 23,764.76

600028.SH

中国石化 化工

1 1

增持

4,656.60 22,091.89

600403.SH

大有能源 采掘

1 1

增持

2,879.08 19,628.03

002701.SZ

奥瑞金 轻工制造

2 1

增持

460.00 18,239.34

600425.SH

青松建化 建筑材料

2 1

增持

4,286.72 16,012.16

600256.SH

广汇能源 化工

14 10

增持

1,534.77 13,418.13

000726.SZ

鲁泰

A

纺织服装

1 1

增持

1,129.92 11,370.11

002090.SZ

金智科技 电气设备

1 1

增持

1,000.00 10,317.64

002118.SZ

紫鑫药业 医药生物

1 1

增持

1,025.00 9,161.41

000671.SZ

阳光城 房地产

9 1

增持

1,049.42 8,829.23

600166.SH

福田汽车 汽车

6 1

增持

1,563.29 7,675.05

601668.SH

中国建筑 建筑装饰

1 1

增持

2,006.09 6,082.42

600068.SH

葛洲坝 建筑装饰

1 1

增持

1,212.75 4,994.97

000630.SZ

铜陵有色 有色金属

8 8

增持

299.03 2,638.63

600518.SH

康美药业 医药生物

6 6

增持

156.80 2,617.88

002450.SZ

康得新 化工

1 1

增持

102.40 2,414.06

600160.SH

巨化股份 化工

8 5

增持

428.97 2,021.92

000503.SZ

海虹控股 传媒

1 1

增持

100.00 1,948.90

600503.SH

华丽家族 房地产

1 1

增持

500.01 1,790.21

002003.SZ

伟星股份 纺织服装

4 1

增持

157.81 1,578.08

000566.SZ

海南海药 医药生物

2 2

增持

104.32 920.19

600697.SH

欧亚集团 商业贸易

5 1

增持

45.22 784.38

002382.SZ

蓝帆股份 化工

3 1

增持

50.69 577.06

002585.SZ

双星新材 轻工制造

1 1

增持

49.00 562.52

600589.SH

广东榕泰 化工

1 1

增持

119.80 553.66

1月产业资本净减持73亿元

高估值减持压力大 低估值获小幅增持

□本报记者 张怡

经过了2013年底的市场调

整，1月份市场的减持压力较上

年同期有所减少，不过，伴随着

大量限售股的解禁、新股密集上

市，中小板和创业板高估值个股

面临的减持压力依然相对较大。

值得注意的是，以房地产为代表

的低估值周期性板块逐步获得

了产业资本的小幅增持。 伴随着

流动性情况的好转，市场人士多

看好低估值、高弹性、有业绩或

政策支撑的行业和个股。

高估值个股遭遇减持

据Wind数据统计，1月份共

有322只A股发生了重要股东的

增减持，净减持股份2.47亿股，净

减持额为73.08亿元。 上年同期，

净减持股份9.15亿股， 净减持额

达到95.66亿元。 今年1月发生重

要股东增减持的322只个股中，

仅有64只个股获得股东增持，而

251只个股遭遇了股东的减持，

另外还有7只个股的股东增减持

变动持平。 从统计中发现，产业

资本的运作体现出减持高估值

中小盘股，而逐步小幅增持低估

值板块。

从风格特征上看，在被减持

的251只个股中， 有深市主板上

市公司10家， 中小板上市公司

123家，创业板上市公司85家，沪

市主板上市公司33家。而在被增

持的64只个股中，创业板上市公

司仅有2只。

增减持额上来看，深市主板

获得净增持2.97亿元， 是唯一获

得产业资本增持的板块；沪市的

净减持额为14.04亿元； 中小板

的净减持额为28.06亿元； 创业

板的净减持额为33.94亿元。

从行业分布来看，1月份计

算机行业共有37只个股发生重

要股东增减持，净减持额为17.08

亿元， 无论是数目还是净减持

额， 均超过其他行业高居榜首；

而且具体看来，其中仅有达实智

能1只个股获得小幅增持， 其余

36只均是被减持。 传媒仅次于计

算机行业，净减持额达到11.08亿

元，11只传媒股中，也仅有1只获

得增持， 这只个股是海虹控股；

此外，商业贸易、电气设备、机械

设备、医药生物和电子行业的净

减持额也均超过了5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 房地产、交

通运输、采掘、轻工制造、建筑建

材和汽车是仅有的5个获得净增

持的行业， 不过增持额度并不

大， 分别为4.17亿元、2.75亿元、

1.93亿元、1.79亿元、7480.16万

元和4739.72万元。

分析人士指出，大量限售股

解禁、 中小盘股估值继续升高、

新股密集上市等原因使得高估

值个股的减持压力较大。首先，1

月份大量解禁股上市流通，是许

多中小盘股大小非股东在年报

高峰期之前减持套现的关键因

素。Wind数据显示，今年1月份，

限售股解禁数目达到204.39亿

元，而在2013年全年，仅有7、8、9

三个月的解禁数目超过了这一

数值，其余月份均未超过2亿元，

这给高估值个股的继续上涨带

来压力。 其次，今年一月份以来，

尽管主板市场呈现小幅下跌状

态， 但是创业板指屡创新高，中

小板指节节上涨，上周随着央行

流动性的释放，低估值权重板块

抬头，这种转型引发的估值分化

有收敛趋势。 此外，新股已经开

始密集上市，打新和炒新热情的

高涨，也加剧了资金撤离估值高

企的中小盘股。

市场看好“低估值+高弹性”

在流动性放水力度超预期

的催化下，预计乐观情绪有望延

伸至春节后，低估值、高弹性、有

业绩的行业有望迎来上涨。 实际

上， 在流动性紧张缓解的背景

下，上周房地产、有色金属、交运

设备、机械设备、交通运输等周

期性权重板块出现了一波企稳

反弹， 并促使沪综指量价齐升，

乐观情绪升温。 后市，机构普遍

认为乐观行情有望延续到节后，

弹性良好的低估值板块及个股

被看好。

中投证券认为， 随着消费、

制造业投资、 三产修复趋势，大

的经济转型基调已经确立了，非

金融大的利润趋势稳定甚至小

幅修复趋势是可以期待的。 其

中，低估值蓝筹择时在于观察流

动性波动：证监会加快推动各类

长期资金入市以及当前估值水

平至少会限制阶段调整，为二三

月份行情做准备。

中信证券认为，改革预期再

度升温、 节前流动性劲爆暂接

触、监管层定调着力推动股市发

展、 首批IPO接近尾声等因素仍

有望合理支撑未来一段时间A股

的反弹行情。 “红二月” 行情开

启，建议积极布局低估值、高弹

性、 有业绩或政策支撑的行业，

如汽车、非银金融、装饰园林、地

产、白电、环保等。

申银万国证券研究认为，临

近春节，“央行重启逆回购” 成

为催化剂，短期的战术性反弹已

经开始，可能持续到节后。 公募

基金去年4季度已经开始逐渐加

仓国企改革标的， 如家用电器、

国防军工、汽车和机械设备中的

大制造等，消化了短期业绩低于

预期利空的环保、传媒、电子等

行业优质成长股也可以关注。

（二条）牛熊数字化

注入流动性沪综指上涨2.47%

上周新股发行力度加速，资金分流压力增强。与此同时，中国1月汇丰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预览值为49.6%，创6个月低位。受此影响，澳元疲软，隐含着我国对资源矿产需求减弱的信号。但是，央行持续注入流动性。据报道称，中国央行在上周四在公开市场继续开展逆回购操作，期限为21天，交易量1200亿元。加上上周前半周的央行逆回购操作，意味着上周公开市场操作累计实现净投放3750亿元，仅公开渠道投放规模即相当于下调一次准备金率所能释放的资金量。

央行释放流动性缓解了市场各方对资金面紧张的担忧，多头做多激情四射，上证指数本周累计上涨2.47%，成交量也随之放大，这就说明了A股市场的资金面已经具备强大的抗打击能力。上周的如此走势其实说明了A股市场的资金面并不如此前预期的那样紧张，这有利于延续着A股市场的强势行情。

更何况，二、三线蓝筹股在近期也渐趋活跃，世联地产、骆驼股份、中国汽研等个股均是如此。目前市场热点演绎的方式向投资者释放了两个积极信号：一是市场有望出现热点主题梯队前行的格局；二是市场有新增资金入场，如此井然有序的涨升行情，就意味着A股渐有小牛市的特征。更何况，上周五居然有60余家个股涨停，如果再考虑新股疯狂的上涨格局，这简直就是牛市行情。所以，本周A股市场仍可期待。

在此背景下，投资则会可以适量加仓。同时，将仓位配置在两点，一是新兴产业股、新兴热点。特斯拉概念股的崛起就是如此，因此骆驼股份、新宙邦、江海股份、许继电气等品种可跟踪。光伏电站的爱康科技、江苏旷达等个股也可跟踪。二是潜力犹存或者后续题材多多的品种，比如说中低价含权股的阳谷华泰、业绩有望持续增长的浙江龙盛、红太阳等。

新股威武我武生物大涨61.31%

新股无疑是近期舆论的焦点。不仅仅是新股发行过程中出现一些新问题让舆论兴奋不已，而且在上市后的交易过程也让投资者兴奋不已，上市首日几无成交，几无换手率。而且，在上市后的次个交易日也大多高举高打，成为上周A股一景。其中，我武生物大涨61.31%，成为新股的龙头品种。

这一方面是因为新股发行规则的因素。比如说窗口指导发行价，使得发行价较正常询价要低一些，从而给二级市场炒作留下了空间；另一方面则是A股历来有炒新的传统，市场群众基础好，因此，不存在着流动性的障碍，想卖就可以迅速卖出，适合短线游资热钱的胃口。在热钱愿意发动新股行情的背景下，新股成为上周A股的牛股摇篮。

由于春节后的新股发行可能有所放缓，主要是考虑到待过会企业需要补充2013年年报等会计资料，所以，春节前后的新股有一定的空窗期，这就意味着短线新股筹码相对稀缺，这就就更增添了热钱炒作新股的底气。也就是说，春节前后的新股行情仍然可以期待。

考虑到基本面、估值等诸多因素，新股的炒作风险也是显而易见的，比如说全通教育等个股在上市前后，舆论挑刺较多，意味着基本面可能会存在着一定的暇痴。再比如说天保重装，作为一只水电设备股，目前的动态市盈率超过40倍，说明估值的确有点高。因此，新股行情固然可以期待。但在选择强势股的过程中，也需要有所甄别，尽量选择一些产业前景乐观，目前估值相对便宜的品种。同时，对小市值新股品种也可跟踪，因为此类个股的后续题材更为丰富。

特斯拉受捧锂电池指数大涨4.01%

上周末，美国电动车巨头特斯拉发布名为"一个公正价格"的公告，正式宣布在中国推出其旗舰车型Model�S的在线设计室。这也意味着特斯拉已经正式启动了在华销售，尽管Model�S的售价高达73.4万，但该消息仍激发A股市场千层浪。

因为特斯拉要维持产业持续化，在中国等新兴市场打开空间，必然会要进一步降低成本，这恰恰是国内相关上市公司的强项。比如说在电池组件、电机等配套产品可能会向我国转移，从而给相关上市公司带来新的业绩成长引擎，打开新的业务成长空间。就如同苹果的相关配件向我国相关上市公司采购进而使得歌尔声学等个股的股价暴涨一样。可以期待的是，特斯拉产业化进程的提速，未来我国相关上市公司的配件业务订单也会迅速增强，从而带来新的投资机会。

此外，特斯拉产业化进程的提速，也就意味着整个新能源动力汽车的技术趋于成熟，我国的新能源动力电池的发展也随之有望提速，这对于我国相关上市公司的业务发展也具有革命性的影响。比如说一辆混合动力汽车,载重量在40吨左右，而电池重量就达到20吨。但目前应用在手机等领域的电池则有50克、40克，如此的数据就意味着新能源动力汽车的发展，对锂电池电解液等动力电池产业将形成庞大的需求，进而驱动着相关上市公司业绩的迅速提升。据此，锂电池概念股在上周持续大涨，锂电池指数随之大涨4.01%。由于该板块也具有一定的产业支撑、估值支撑，预计中短线将延续升势。

冲高受阻江苏宏宝上周五急跌5.73%

不可否认的是，影视动漫概念股一直是创业板的灵魂，也是A股市场自去年以来的强势股摇篮。一大批的影视动漫产业股也纷纷通过借壳上市等路径登陆资本市场，以便获得更高的估值。

但正因为持续的炒作以及大批影视动漫企业的上市，此类个股过分透支了未来的成长预期。所以，在上周，影视动漫股出现了分化的走势，粤传媒等个股继续高举高打。但老龙头的华谊兄弟等个股出现了冲高受阻的格局，中短线的走势显得压力重重。江苏宏宝更是在上周出现了冲高受阻回落，在上周五急跌5.73%的走势。

这可能给相关强势股的炒作资金敲了敲边鼓。一方面是因为A股历史经验显示出，在市场低迷，充分激活市场人气的龙头品种，一旦市场人气充分激活起来，往往会出现涨幅相对有限的格局。毕竟新增资金在赚钱效应驱动下涌入A股市场，并不是想过来抬轿子的。因此，它们会另辟蹊径，寻找新的投资机会。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前期龙头品种经过反复炒作之后，也面临着估值的束缚，也面临着获利盘套现的压力。因此，在市场人气渐趋活跃之际，影视动漫概念股的受阻也的确是一个必然的选择。

此类个股目前面临着春节的票房黄金周期，理应此类个股在近期反复活跃。但是，上周此类个股的股价走势不仅仅逊色于创业板指，而且还逊色于地产等传统产业股。看来，此类个股的确有着一定的获利盘套现的压力。看来，华谊兄弟等个股的冲高乏力、江苏宏宝的冲高受阻，也就在情理之中。在本周也可能难有突出的表现，建议投资者保持谨慎。

注入流动性 沪综指上涨

2.47%

上周新股发行力度加速，资

金分流压力增强。与此同时，中国

1月汇丰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预览值为49.6%， 创6个月低位。

受此影响，澳元疲软，隐含着我国

对资源矿产需求减弱的信号。 但

是，央行持续注入流动性。据报道

称， 中国央行在上周四在公开市

场继续开展逆回购操作， 期限为

21天，交易量1200亿元。 加上上

周前半周的央行逆回购操作，意

味着上周公开市场操作累计实现

净投放3750亿元，仅公开渠道投

放规模即相当于下调一次准备金

率所能释放的资金量。

央行释放流动性缓解了市

场各方对资金面紧张的担忧，多

头做多激情四射，上证指数本周

累计上涨2.47%， 成交量也随之

放大，这就说明了A股市场的资

金面已经具备强大的抗打击能

力。 上周的如此走势其实说明了

A股市场的资金面并不如此前预

期的那样紧张，这有利于延续着

A股市场的强势行情。

更何况，二、三线蓝筹股在

近期也渐趋活跃， 世联地产、骆

驼股份、中国汽研等个股均是如

此。 目前市场热点演绎的方式向

投资者释放了两个积极信号：一

是市场有望出现热点主题梯队

前行的格局；二是市场有新增资

金入场，如此井然有序的涨升行

情，就意味着A股渐有小牛市的

特征。 更何况，上周五居然有60

余家个股涨停，如果再考虑新股

疯狂的上涨格局，这简直就是牛

市行情。 所以，本周A股市场仍

可期待。

在此背景下，投资则可以适

量加仓。 同时，将仓位配置在两

点，一是新兴产业股、新兴热点。

特斯拉概念股的崛起就是如此，

因此骆驼股份、新宙邦、江海股

份、许继电气等品种可跟踪。 光

伏电站的爱康科技、江苏旷达等

个股也可跟踪。 二是潜力犹存或

者后续题材多多的品种，比如说

中低价含权股的阳谷华泰、业绩

有望持续增长的浙江龙盛、红太

阳等。

市场红包行情或已开启

□西南证券 张刚 刘浩

本周共有9家券商发表了对

后市的看法，7家看多，2家看平，

无一看空。 本周市场综合情绪指

数为65.00%，较前一周大幅反弹

17.73个百分点， 表明市场信心

进一步增强， 节前多头氛围浓

厚。与前一周相比，5家机构改变

了对大盘本周走势的看法，4家

对中线趋势做出修正：（1）空→

多，新时代证券和民生证券对本

周趋势由空翻多，前者对中线趋

势也由空翻多；（2） 平→多，华

泰证券、东吴证券和光大证券对

本周趋势由看平调升为看多，信

达证券对中线趋势由看平转为

看多；（3）空→平，华泰证券和

申银万国证券对中线趋势由看

空转为看平。

目前看来， 大盘在上周的

“先破后立” 逻辑正逐步成立，

市场环境的改善让机构纷纷看

好春节前的A股行情。 首先，在

流动性上，机构几乎一致认为央

行的“天量” 逆回购不仅有效缓

解了节前资金需求，21天期逆回

购投放也使得节后的流动性相

对宽松。 另外，央行公告将扩大

SLF范围，除向大型商业银行提

供短期流动性外，还开设分行常

备借款便利试点，此举将增强市

场对央行政策的前瞻性，有助于

稳定市场预期。 但就中长期而

言，民生证券分析称，由于“总量

平衡” 目标未改，内生因素导致

的利率中枢上移仍将延续，流动

性难言宽松，故民生证券指出市

场更多是反弹而非反转，主要压

力位在2100点附近。

其次，不少机构也看到从本

周至节后的一段时间内，IPO发

行节奏将明显放缓，有助于资金

向二级市场回流。 不过，申银万

国证券认为新股发行的空窗期

是较短的，因此反弹的时间和空

间或较有限。 大盘将以盘整为

主， 而创业板得益于市值小、弹

性好、题材股及新股上市的比价

效应而有望保持强者恒强的态

势，将不断向上拓展。

就基本面而言，机构之间也

存在一定分歧。 多头代表西南

证券分析称，1月汇丰PMI初值

不及预期主要是季节性因素所

致，其负面影响有限。 新时代证

券也表达了类似观点， 其认为

天气和春节假期等因素使得企

业生产进入传统淡季。 而华泰

证券则认为1月汇丰PMI初值创

新低， 显示经济小周期中处于

收缩阶段，或影响投资者信心，

进而降低指数反弹高度预期。

因此， 该机构将此次反弹定义

为超跌反弹， 但同时指出创业

板强势可持续。

总体上看，多数机构认为大

盘将延续上升势头，“春节红包

行情值得期待” 。同时，也有少数

机构进一步分析道，沪指的反弹

空间可能有限，以创业板为代表

的成长股将强者恒强，市场或呈

现出结构性反弹的特征。在推荐

行业板块上，当前炙手可热的新

股和次新股成为机构首推品种，

而金融（银行、保险、证券）和地

产等权重板块也被一些机构所

推崇。

各个行业的净增减持额

1月产业资本净减持73亿元

高估值减持压力大 低估值获小幅增持

□本报记者 张怡

经过了2013年底的市场调

整，1月份市场的减持压力较上

年同期有所减少，不过，伴随着

大量限售股的解禁、新股密集上

市，中小板和创业板高估值个股

面临的减持压力依然相对较大。

值得注意的是，以房地产为代表

的低估值周期性板块逐步获得

了产业资本的小幅增持。 伴随着

流动性情况的好转，市场人士多

看好低估值、高弹性、有业绩或

政策支撑的行业和个股。

高估值个股遭遇减持

据Wind数据统计，1月份共

有322只A股发生了重要股东的

增减持，净减持股份2.47亿股，净

减持额为73.08亿元。 上年同期，

净减持股份9.15亿股， 净减持额

达到95.66亿元。 今年1月发生重

要股东增减持的322只个股中，

仅有64只个股获得股东增持，而

251只个股遭遇了股东的减持，

另外还有7只个股的股东增减持

变动持平。 从统计中发现，产业

资本的运作体现出减持高估值

中小盘股，而逐步小幅增持低估

值板块。

从风格特征上看，在被减持

的251只个股中， 有深市主板上

市公司10家， 中小板上市公司

123家，创业板上市公司85家，沪

市主板上市公司33家。而在被增

持的64只个股中，创业板上市公

司仅有2只。

增减持额上来看，深市主板

获得净增持2.97亿元， 是唯一获

得产业资本增持的板块；沪市的

净减持额为14.04亿元； 中小板

的净减持额为28.06亿元； 创业

板的净减持额为33.94亿元。

从行业分布来看，1月份计

算机行业共有37只个股发生重

要股东增减持，净减持额为17.08

亿元， 无论是数目还是净减持

额， 均超过其他行业高居榜首；

而且具体看来，其中仅有达实智

能1只个股获得小幅增持， 其余

36只均是被减持。 传媒仅次于计

算机行业，净减持额达到11.08亿

元，11只传媒股中，也仅有1只获

得增持， 这只个股是海虹控股；

此外，商业贸易、电气设备、机械

设备、医药生物和电子行业的净

减持额也均超过了5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 房地产、交

通运输、采掘、轻工制造、建筑建

材和汽车是仅有的5个获得净增

持的行业， 不过增持额度并不

大， 分别为4.17亿元、2.75亿元、

1.93亿元、1.79亿元、7480.16万

元和4739.72万元。

分析人士指出，大量限售股

解禁、 中小盘股估值继续升高、

新股密集上市等原因使得高估

值个股的减持压力较大。首先，1

月份大量解禁股上市流通，是许

多中小盘股大小非股东在年报

高峰期之前减持套现的关键因

素。Wind数据显示，今年1月份，

限售股解禁数目达到204.39亿

元，而在2013年全年，仅有7、8、9

三个月的解禁数目超过了这一

数值，其余月份均未超过2亿元，

这给高估值个股的继续上涨带

来压力。 其次，今年一月份以来，

尽管主板市场呈现小幅下跌状

态， 但是创业板指屡创新高，中

小板指节节上涨，上周随着央行

流动性的释放，低估值权重板块

抬头，这种转型引发的估值分化

有收敛趋势。 此外，新股已经开

始密集上市，打新和炒新热情的

高涨，也加剧了资金撤离估值高

企的中小盘股。

市场看好“低估值+高弹性”

在流动性放水力度超预期

的催化下，预计乐观情绪有望延

伸至春节后，低估值、高弹性、有

业绩的行业有望迎来上涨。 实际

上， 在流动性紧张缓解的背景

下，上周房地产、有色金属、交运

设备、机械设备、交通运输等周

期性权重板块出现了一波企稳

反弹， 并促使沪综指量价齐升，

乐观情绪升温。 后市，机构普遍

认为乐观行情有望延续到节后，

弹性良好的低估值板块及个股

被看好。

中投证券认为， 随着消费、

制造业投资、 三产修复趋势，大

的经济转型基调已经确立了，非

金融大的利润趋势稳定甚至小

幅修复趋势是可以期待的。 其

中，低估值蓝筹择时在于观察流

动性波动：证监会加快推动各类

长期资金入市以及当前估值水

平至少会限制阶段调整，为二三

月份行情做准备。

中信证券认为，改革预期再

度升温、 节前流动性劲爆暂接

触、监管层定调着力推动股市发

展、 首批IPO接近尾声等因素仍

有望合理支撑未来一段时间A股

的反弹行情。 “红二月” 行情开

启，建议积极布局低估值、高弹

性、 有业绩或政策支撑的行业，

如汽车、非银金融、装饰园林、地

产、白电、环保等。

申银万国证券研究认为，临

近春节，“央行重启逆回购” 成

为催化剂，短期的战术性反弹已

经开始，可能持续到节后。 公募

基金去年4季度已经开始逐渐加

仓国企改革标的， 如家用电器、

国防军工、汽车和机械设备中的

大制造等，消化了短期业绩低于

预期利空的环保、传媒、电子等

行业优质成长股也可以关注。

注入流动性 沪综指上涨

2.47%

上周新股发行力度加速，资

金分流压力增强。与此同时，中国

1月汇丰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预览值为49.6%， 创6个月低位。

受此影响，澳元疲软，隐含着我国

对资源矿产需求减弱的信号。 但

是，央行持续注入流动性。据报道

称， 中国央行在上周四在公开市

场继续开展逆回购操作， 期限为

21天，交易量1200亿元。 加上上

周前半周的央行逆回购操作，意

味着上周公开市场操作累计实现

净投放3750亿元，仅公开渠道投

放规模即相当于下调一次准备金

率所能释放的资金量。

央行释放流动性缓解了市

场各方对资金面紧张的担忧，多

头做多激情四射，上证指数本周

累计上涨2.47%， 成交量也随之

放大，这就说明了A股市场的资

金面已经具备强大的抗打击能

力。 上周的如此走势其实说明了

A股市场的资金面并不如此前预

期的那样紧张，这有利于延续着

A股市场的强势行情。

更何况，二、三线蓝筹股在

近期也渐趋活跃， 世联地产、骆

驼股份、中国汽研等个股均是如

此。 目前市场热点演绎的方式向

投资者释放了两个积极信号：一

是市场有望出现热点主题梯队

前行的格局；二是市场有新增资

金入场，如此井然有序的涨升行

情，就意味着A股渐有小牛市的

特征。 更何况，上周五居然有60

余家个股涨停，如果再考虑新股

疯狂的上涨格局，这简直就是牛

市行情。 所以，本周A股市场仍

可期待。

在此背景下，投资则可以适

量加仓。 同时，将仓位配置在两

点，一是新兴产业股、新兴热点。

特斯拉概念股的崛起就是如此，

因此骆驼股份、新宙邦、江海股

份、许继电气等品种可跟踪。 光

伏电站的爱康科技、江苏旷达等

个股也可跟踪。 二是潜力犹存或

者后续题材多多的品种，比如说

中低价含权股的阳谷华泰、业绩

有望持续增长的浙江龙盛、红太

阳等。

市场红包行情或已开启

□西南证券 张刚 刘浩

本周共有9家券商发表了对

后市的看法，7家看多，2家看平，

无一看空。 本周市场综合情绪指

数为65.00%，较前一周大幅反弹

17.73个百分点， 表明市场信心

进一步增强， 节前多头氛围浓

厚。与前一周相比，5家机构改变

了对大盘本周走势的看法，4家

对中线趋势做出修正：（1）空→

多，新时代证券和民生证券对本

周趋势由空翻多，前者对中线趋

势也由空翻多；（2） 平→多，华

泰证券、东吴证券和光大证券对

本周趋势由看平调升为看多，信

达证券对中线趋势由看平转为

看多；（3）空→平，华泰证券和

申银万国证券对中线趋势由看

空转为看平。

目前看来， 大盘在上周的

“先破后立” 逻辑正逐步成立，

市场环境的改善让机构纷纷看

好春节前的A股行情。 首先，在

流动性上，机构几乎一致认为央

行的“天量” 逆回购不仅有效缓

解了节前资金需求，21天期逆回

购投放也使得节后的流动性相

对宽松。 另外，央行公告将扩大

SLF范围，除向大型商业银行提

供短期流动性外，还开设分行常

备借款便利试点，此举将增强市

场对央行政策的前瞻性，有助于

稳定市场预期。 但就中长期而

言，民生证券分析称，由于“总量

平衡” 目标未改，内生因素导致

的利率中枢上移仍将延续，流动

性难言宽松，故民生证券指出市

场更多是反弹而非反转，主要压

力位在2100点附近。

其次，不少机构也看到从本

周至节后的一段时间内，IPO发

行节奏将明显放缓，有助于资金

向二级市场回流。 不过，申银万

国证券认为新股发行的空窗期

是较短的，因此反弹的时间和空

间或较有限。 大盘将以盘整为

主， 而创业板得益于市值小、弹

性好、题材股及新股上市的比价

效应而有望保持强者恒强的态

势，将不断向上拓展。

就基本面而言，机构之间也

存在一定分歧。 多头代表西南

证券分析称，1月汇丰PMI初值

不及预期主要是季节性因素所

致，其负面影响有限。 新时代证

券也表达了类似观点， 其认为

天气和春节假期等因素使得企

业生产进入传统淡季。 而华泰

证券则认为1月汇丰PMI初值创

新低， 显示经济小周期中处于

收缩阶段，或影响投资者信心，

进而降低指数反弹高度预期。

因此， 该机构将此次反弹定义

为超跌反弹， 但同时指出创业

板强势可持续。

总体上看，多数机构认为大

盘将延续上升势头，“春节红包

行情值得期待” 。同时，也有少数

机构进一步分析道，沪指的反弹

空间可能有限，以创业板为代表

的成长股将强者恒强，市场或呈

现出结构性反弹的特征。在推荐

行业板块上，当前炙手可热的新

股和次新股成为机构首推品种，

而金融（银行、保险、证券）和地

产等权重板块也被一些机构所

推崇。

净减持额居前的个股

代码 名称 所属行业

变动

次数

涉及

股东

人数

总变

动方

向

净买入

股份数合计

(万股)

增减仓

参考市值

(万元)

601933.SH

永辉超市 商业贸易

3 1

减持

-4,950.00 -71,914.97

600490.SH

鹏欣资源 有色金属

3 1

减持

-4,350.00 -52,187.16

300133.SZ

华策影视 传媒

14 5

减持

-1,243.81 -44,539.83

002383.SZ

合众思壮 计算机

7 2

减持

-2,007.00 -37,493.39

300147.SZ

香雪制药 医药生物

22 5

减持

-1,806.39 -36,333.02

002239.SZ

金飞达 纺织服装

4 1

减持

-3,000.00 -34,712.37

300315.SZ

掌趣科技 传媒

1 1

减持

-770.00 -27,257.81

601519.SH

大智慧 计算机

1 1

减持

-4,034.00 -26,587.62

600340.SH

华夏幸福 房地产

1 1

减持

-1,441.30 -26,298.38

600525.SH

长园集团 电气设备

3 1

减持

-2,700.00 -23,708.32

300020.SZ

银江股份 计算机

1 1

减持

-950.00 -23,327.63

600691.SH

阳煤化工 化工

3 1

减持

-3,319.07 -22,644.40

002379.SZ

鲁丰环保 有色金属

13 9

减持

-3,331.72 -21,254.96

002518.SZ

科士达 电气设备

2 2

减持

-1,000.86 -20,928.51

002079.SZ

苏州固锝 电子

6 2

减持

-3,125.69 -20,245.78

600777.SH

新潮实业 房地产

1 1

减持

-3,100.00 -20,159.32

002325.SZ

洪涛股份 建筑装饰

1 1

减持

-2,200.00 -19,582.38

002168.SZ

深圳惠程 电气设备

4 2

减持

-2,620.00 -19,531.04

000506.SZ

中润资源 房地产

1 1

减持

-4,260.00 -19,519.36

300090.SZ

盛运股份 公用事业

1 1

减持

-500.00 -18,489.55

601515.SH

东风股份 轻工制造

2 1

减持

-680.00 -18,065.10

000848.SZ

承德露露 食品饮料

2 1

减持

-750.00 -18,041.63

002453.SZ

天马精化 化工

1 1

减持

-1,428.25 -16,168.52

002229.SZ

鸿博股份 轻工制造

4 2

减持

-1,015.04 -16,056.22

300149.SZ

量子高科 农林牧渔

7 4

减持

-1,096.44 -15,918.81

300104.SZ

乐视网 传媒

1 1

减持

-300.00 -15,884.44

002663.SZ

普邦园林 建筑装饰

10 8

减持

-1,025.00 -15,091.30

002063.SZ

远光软件 计算机

5 3

减持

-718.36 -13,459.68

002390.SZ

信邦制药 医药生物

9 3

减持

-440.02 -12,773.69

002097.SZ

山河智能 机械设备

4 2

减持

-1,591.00 -12,207.02

601166.SH

兴业银行 银行

1 1

减持

-1,200.00 -12,019.04

600551.SH

时代出版 传媒

1 1

减持

-644.28 -11,375.01

002236.SZ

大华股份 计算机

3 1

减持

-264.06 -11,177.39

300002.SZ

神州泰岳 计算机

5 4

减持

-293.11 -10,165.11

002439.SZ

启明星辰 计算机

4 2

减持

-297.44 -10,018.41

300253.SZ

卫宁软件 计算机

6 3

减持

-123.61 -9,791.11

300356.SZ

光一科技 电气设备

6 4

减持

-650.28 -9,693.27

002396.SZ

星网锐捷 通信

1 1

减持

-350.00 -9,295.36

300102.SZ

乾照光电 电子

2 2

减持

-800.00 -9,237.55

600030.SH

中信证券 非银金融

1 1

减持

-666.00 -8,370.27

000536.SZ

华映科技 电子

1 1

减持

-300.00 -8,300.53

002343.SZ

禾欣股份 化工

11 4

减持

-1,008.73 -8,075.30

002490.SZ

山东墨龙 机械设备

1 1

减持

-805.40 -7,930.32

300162.SZ

雷曼光电 电子

8 5

减持

-471.72 -7,670.11

300095.SZ

华伍股份 机械设备

3 1

减持

-528.54 -7,476.20

300017.SZ

网宿科技 通信

7 4

减持

-78.59 -7,345.18

300013.SZ

新宁物流 交通运输

4 1

减持

-450.00 -6,956.97

002517.SZ

泰亚股份 纺织服装

1 1

减持

-800.00 -6,612.29

300126.SZ

锐奇股份 机械设备

3 2

减持

-540.00 -6,540.52

600576.SH

万好万家 综合

1 1

减持

-1,000.00 -6,351.35

1月产业资本净减持73亿元

高估值减持压力大 低估值获小幅增持

□本报记者 张怡

经过了2013年底的市场调

整，1月份市场的减持压力较上

年同期有所减少，不过，伴随着

大量限售股的解禁、新股密集上

市，中小板和创业板高估值个股

面临的减持压力依然相对较大。

值得注意的是，以房地产为代表

的低估值周期性板块逐步获得

了产业资本的小幅增持。 伴随着

流动性情况的好转，市场人士多

看好低估值、高弹性、有业绩或

政策支撑的行业和个股。

高估值个股遭遇减持

据Wind数据统计，1月份共

有322只A股发生了重要股东的

增减持，净减持股份2.47亿股，净

减持额为73.08亿元。 上年同期，

净减持股份9.15亿股， 净减持额

达到95.66亿元。 今年1月发生重

要股东增减持的322只个股中，

仅有64只个股获得股东增持，而

251只个股遭遇了股东的减持，

另外还有7只个股的股东增减持

变动持平。 从统计中发现，产业

资本的运作体现出减持高估值

中小盘股，而逐步小幅增持低估

值板块。

从风格特征上看，在被减持

的251只个股中， 有深市主板上

市公司10家， 中小板上市公司

123家，创业板上市公司85家，沪

市主板上市公司33家。而在被增

持的64只个股中，创业板上市公

司仅有2只。

增减持额上来看，深市主板

获得净增持2.97亿元， 是唯一获

得产业资本增持的板块；沪市的

净减持额为14.04亿元； 中小板

的净减持额为28.06亿元； 创业

板的净减持额为33.94亿元。

从行业分布来看，1月份计

算机行业共有37只个股发生重

要股东增减持，净减持额为17.08

亿元， 无论是数目还是净减持

额， 均超过其他行业高居榜首；

而且具体看来，其中仅有达实智

能1只个股获得小幅增持， 其余

36只均是被减持。 传媒仅次于计

算机行业，净减持额达到11.08亿

元，11只传媒股中，也仅有1只获

得增持， 这只个股是海虹控股；

此外，商业贸易、电气设备、机械

设备、医药生物和电子行业的净

减持额也均超过了5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 房地产、交

通运输、采掘、轻工制造、建筑建

材和汽车是仅有的5个获得净增

持的行业， 不过增持额度并不

大， 分别为4.17亿元、2.75亿元、

1.93亿元、1.79亿元、7480.16万

元和4739.72万元。

分析人士指出，大量限售股

解禁、 中小盘股估值继续升高、

新股密集上市等原因使得高估

值个股的减持压力较大。首先，1

月份大量解禁股上市流通，是许

多中小盘股大小非股东在年报

高峰期之前减持套现的关键因

素。Wind数据显示，今年1月份，

限售股解禁数目达到204.39亿

元，而在2013年全年，仅有7、8、9

三个月的解禁数目超过了这一

数值，其余月份均未超过2亿元，

这给高估值个股的继续上涨带

来压力。 其次，今年一月份以来，

尽管主板市场呈现小幅下跌状

态， 但是创业板指屡创新高，中

小板指节节上涨，上周随着央行

流动性的释放，低估值权重板块

抬头，这种转型引发的估值分化

有收敛趋势。 此外，新股已经开

始密集上市，打新和炒新热情的

高涨，也加剧了资金撤离估值高

企的中小盘股。

市场看好“低估值+高弹性”

在流动性放水力度超预期

的催化下，预计乐观情绪有望延

伸至春节后，低估值、高弹性、有

业绩的行业有望迎来上涨。 实际

上， 在流动性紧张缓解的背景

下，上周房地产、有色金属、交运

设备、机械设备、交通运输等周

期性权重板块出现了一波企稳

反弹， 并促使沪综指量价齐升，

乐观情绪升温。 后市，机构普遍

认为乐观行情有望延续到节后，

弹性良好的低估值板块及个股

被看好。

中投证券认为， 随着消费、

制造业投资、 三产修复趋势，大

的经济转型基调已经确立了，非

金融大的利润趋势稳定甚至小

幅修复趋势是可以期待的。 其

中，低估值蓝筹择时在于观察流

动性波动：证监会加快推动各类

长期资金入市以及当前估值水

平至少会限制阶段调整，为二三

月份行情做准备。

中信证券认为，改革预期再

度升温、 节前流动性劲爆暂接

触、监管层定调着力推动股市发

展、 首批IPO接近尾声等因素仍

有望合理支撑未来一段时间A股

的反弹行情。 “红二月” 行情开

启，建议积极布局低估值、高弹

性、 有业绩或政策支撑的行业，

如汽车、非银金融、装饰园林、地

产、白电、环保等。

申银万国证券研究认为，临

近春节，“央行重启逆回购” 成

为催化剂，短期的战术性反弹已

经开始，可能持续到节后。 公募

基金去年4季度已经开始逐渐加

仓国企改革标的， 如家用电器、

国防军工、汽车和机械设备中的

大制造等，消化了短期业绩低于

预期利空的环保、传媒、电子等

行业优质成长股也可以关注。

注入流动性 沪综指上涨

2.47%

上周新股发行力度加速，资

金分流压力增强。与此同时，中国

1月汇丰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预览值为49.6%， 创6个月低位。

受此影响，澳元疲软，隐含着我国

对资源矿产需求减弱的信号。 但

是，央行持续注入流动性。据报道

称， 中国央行在上周四在公开市

场继续开展逆回购操作， 期限为

21天，交易量1200亿元。 加上上

周前半周的央行逆回购操作，意

味着上周公开市场操作累计实现

净投放3750亿元，仅公开渠道投

放规模即相当于下调一次准备金

率所能释放的资金量。

央行释放流动性缓解了市

场各方对资金面紧张的担忧，多

头做多激情四射，上证指数本周

累计上涨2.47%， 成交量也随之

放大，这就说明了A股市场的资

金面已经具备强大的抗打击能

力。 上周的如此走势其实说明了

A股市场的资金面并不如此前预

期的那样紧张，这有利于延续着

A股市场的强势行情。

更何况，二、三线蓝筹股在

近期也渐趋活跃， 世联地产、骆

驼股份、中国汽研等个股均是如

此。 目前市场热点演绎的方式向

投资者释放了两个积极信号：一

是市场有望出现热点主题梯队

前行的格局；二是市场有新增资

金入场，如此井然有序的涨升行

情，就意味着A股渐有小牛市的

特征。 更何况，上周五居然有60

余家个股涨停，如果再考虑新股

疯狂的上涨格局，这简直就是牛

市行情。 所以，本周A股市场仍

可期待。

在此背景下，投资则可以适

量加仓。 同时，将仓位配置在两

点，一是新兴产业股、新兴热点。

特斯拉概念股的崛起就是如此，

因此骆驼股份、新宙邦、江海股

份、许继电气等品种可跟踪。 光

伏电站的爱康科技、江苏旷达等

个股也可跟踪。 二是潜力犹存或

者后续题材多多的品种，比如说

中低价含权股的阳谷华泰、业绩

有望持续增长的浙江龙盛、红太

阳等。

市场红包行情或已开启

□西南证券 张刚 刘浩

本周共有9家券商发表了对

后市的看法，7家看多，2家看平，

无一看空。 本周市场综合情绪指

数为65.00%，较前一周大幅反弹

17.73个百分点， 表明市场信心

进一步增强， 节前多头氛围浓

厚。与前一周相比，5家机构改变

了对大盘本周走势的看法，4家

对中线趋势做出修正：（1）空→

多，新时代证券和民生证券对本

周趋势由空翻多，前者对中线趋

势也由空翻多；（2） 平→多，华

泰证券、东吴证券和光大证券对

本周趋势由看平调升为看多，信

达证券对中线趋势由看平转为

看多；（3）空→平，华泰证券和

申银万国证券对中线趋势由看

空转为看平。

目前看来， 大盘在上周的

“先破后立” 逻辑正逐步成立，

市场环境的改善让机构纷纷看

好春节前的A股行情。 首先，在

流动性上，机构几乎一致认为央

行的“天量” 逆回购不仅有效缓

解了节前资金需求，21天期逆回

购投放也使得节后的流动性相

对宽松。 另外，央行公告将扩大

SLF范围，除向大型商业银行提

供短期流动性外，还开设分行常

备借款便利试点，此举将增强市

场对央行政策的前瞻性，有助于

稳定市场预期。 但就中长期而

言，民生证券分析称，由于“总量

平衡” 目标未改，内生因素导致

的利率中枢上移仍将延续，流动

性难言宽松，故民生证券指出市

场更多是反弹而非反转，主要压

力位在2100点附近。

其次，不少机构也看到从本

周至节后的一段时间内，IPO发

行节奏将明显放缓，有助于资金

向二级市场回流。 不过，申银万

国证券认为新股发行的空窗期

是较短的，因此反弹的时间和空

间或较有限。 大盘将以盘整为

主， 而创业板得益于市值小、弹

性好、题材股及新股上市的比价

效应而有望保持强者恒强的态

势，将不断向上拓展。

就基本面而言，机构之间也

存在一定分歧。 多头代表西南

证券分析称，1月汇丰PMI初值

不及预期主要是季节性因素所

致，其负面影响有限。 新时代证

券也表达了类似观点， 其认为

天气和春节假期等因素使得企

业生产进入传统淡季。 而华泰

证券则认为1月汇丰PMI初值创

新低， 显示经济小周期中处于

收缩阶段，或影响投资者信心，

进而降低指数反弹高度预期。

因此， 该机构将此次反弹定义

为超跌反弹， 但同时指出创业

板强势可持续。

总体上看，多数机构认为大

盘将延续上升势头，“春节红包

行情值得期待” 。同时，也有少数

机构进一步分析道，沪指的反弹

空间可能有限，以创业板为代表

的成长股将强者恒强，市场或呈

现出结构性反弹的特征。在推荐

行业板块上，当前炙手可热的新

股和次新股成为机构首推品种，

而金融（银行、保险、证券）和地

产等权重板块也被一些机构所

推崇。

净增持额居前的个股

1月产业资本净减持73亿元

高估值减持压力大 低估值获小幅增持

□本报记者 张怡

经过了2013年底的市场调

整，1月份市场的减持压力较上

年同期有所减少，不过，伴随着

大量限售股的解禁、新股密集上

市，中小板和创业板高估值个股

面临的减持压力依然相对较大。

值得注意的是，以房地产为代表

的低估值周期性板块逐步获得

了产业资本的小幅增持。 伴随着

流动性情况的好转，市场人士多

看好低估值、高弹性、有业绩或

政策支撑的行业和个股。

高估值个股遭遇减持

据Wind数据统计，1月份共

有322只A股发生了重要股东的

增减持，净减持股份2.47亿股，净

减持额为73.08亿元。 上年同期，

净减持股份9.15亿股， 净减持额

达到95.66亿元。 今年1月发生重

要股东增减持的322只个股中，

仅有64只个股获得股东增持，而

251只个股遭遇了股东的减持，

另外还有7只个股的股东增减持

变动持平。 从统计中发现，产业

资本的运作体现出减持高估值

中小盘股，而逐步小幅增持低估

值板块。

从风格特征上看，在被减持

的251只个股中， 有深市主板上

市公司10家， 中小板上市公司

123家，创业板上市公司85家，沪

市主板上市公司33家。而在被增

持的64只个股中，创业板上市公

司仅有2只。

增减持额上来看，深市主板

获得净增持2.97亿元， 是唯一获

得产业资本增持的板块；沪市的

净减持额为14.04亿元； 中小板

的净减持额为28.06亿元； 创业

板的净减持额为33.94亿元。

从行业分布来看，1月份计

算机行业共有37只个股发生重

要股东增减持，净减持额为17.08

亿元， 无论是数目还是净减持

额， 均超过其他行业高居榜首；

而且具体看来，其中仅有达实智

能1只个股获得小幅增持， 其余

36只均是被减持。 传媒仅次于计

算机行业，净减持额达到11.08亿

元，11只传媒股中，也仅有1只获

得增持， 这只个股是海虹控股；

此外，商业贸易、电气设备、机械

设备、医药生物和电子行业的净

减持额也均超过了5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 房地产、交

通运输、采掘、轻工制造、建筑建

材和汽车是仅有的5个获得净增

持的行业， 不过增持额度并不

大， 分别为4.17亿元、2.75亿元、

1.93亿元、1.79亿元、7480.16万

元和4739.72万元。

分析人士指出，大量限售股

解禁、 中小盘股估值继续升高、

新股密集上市等原因使得高估

值个股的减持压力较大。首先，1

月份大量解禁股上市流通，是许

多中小盘股大小非股东在年报

高峰期之前减持套现的关键因

素。Wind数据显示，今年1月份，

限售股解禁数目达到204.39亿

元，而在2013年全年，仅有7、8、9

三个月的解禁数目超过了这一

数值，其余月份均未超过2亿元，

这给高估值个股的继续上涨带

来压力。 其次，今年一月份以来，

尽管主板市场呈现小幅下跌状

态， 但是创业板指屡创新高，中

小板指节节上涨，上周随着央行

流动性的释放，低估值权重板块

抬头，这种转型引发的估值分化

有收敛趋势。 此外，新股已经开

始密集上市，打新和炒新热情的

高涨，也加剧了资金撤离估值高

企的中小盘股。

市场看好“低估值+高弹性”

在流动性放水力度超预期

的催化下，预计乐观情绪有望延

伸至春节后，低估值、高弹性、有

业绩的行业有望迎来上涨。 实际

上， 在流动性紧张缓解的背景

下，上周房地产、有色金属、交运

设备、机械设备、交通运输等周

期性权重板块出现了一波企稳

反弹， 并促使沪综指量价齐升，

乐观情绪升温。 后市，机构普遍

认为乐观行情有望延续到节后，

弹性良好的低估值板块及个股

被看好。

中投证券认为， 随着消费、

制造业投资、 三产修复趋势，大

的经济转型基调已经确立了，非

金融大的利润趋势稳定甚至小

幅修复趋势是可以期待的。 其

中，低估值蓝筹择时在于观察流

动性波动：证监会加快推动各类

长期资金入市以及当前估值水

平至少会限制阶段调整，为二三

月份行情做准备。

中信证券认为，改革预期再

度升温、 节前流动性劲爆暂接

触、监管层定调着力推动股市发

展、 首批IPO接近尾声等因素仍

有望合理支撑未来一段时间A股

的反弹行情。 “红二月” 行情开

启，建议积极布局低估值、高弹

性、 有业绩或政策支撑的行业，

如汽车、非银金融、装饰园林、地

产、白电、环保等。

申银万国证券研究认为，临

近春节，“央行重启逆回购” 成

为催化剂，短期的战术性反弹已

经开始，可能持续到节后。 公募

基金去年4季度已经开始逐渐加

仓国企改革标的， 如家用电器、

国防军工、汽车和机械设备中的

大制造等，消化了短期业绩低于

预期利空的环保、传媒、电子等

行业优质成长股也可以关注。

注入流动性 沪综指上涨

2.47%

上周新股发行力度加速，资

金分流压力增强。与此同时，中国

1月汇丰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预览值为49.6%， 创6个月低位。

受此影响，澳元疲软，隐含着我国

对资源矿产需求减弱的信号。 但

是，央行持续注入流动性。据报道

称， 中国央行在上周四在公开市

场继续开展逆回购操作， 期限为

21天，交易量1200亿元。 加上上

周前半周的央行逆回购操作，意

味着上周公开市场操作累计实现

净投放3750亿元，仅公开渠道投

放规模即相当于下调一次准备金

率所能释放的资金量。

央行释放流动性缓解了市

场各方对资金面紧张的担忧，多

头做多激情四射，上证指数本周

累计上涨2.47%， 成交量也随之

放大，这就说明了A股市场的资

金面已经具备强大的抗打击能

力。 上周的如此走势其实说明了

A股市场的资金面并不如此前预

期的那样紧张，这有利于延续着

A股市场的强势行情。

更何况，二、三线蓝筹股在

近期也渐趋活跃， 世联地产、骆

驼股份、中国汽研等个股均是如

此。 目前市场热点演绎的方式向

投资者释放了两个积极信号：一

是市场有望出现热点主题梯队

前行的格局；二是市场有新增资

金入场，如此井然有序的涨升行

情，就意味着A股渐有小牛市的

特征。 更何况，上周五居然有60

余家个股涨停，如果再考虑新股

疯狂的上涨格局，这简直就是牛

市行情。 所以，本周A股市场仍

可期待。

在此背景下，投资则可以适

量加仓。 同时，将仓位配置在两

点，一是新兴产业股、新兴热点。

特斯拉概念股的崛起就是如此，

因此骆驼股份、新宙邦、江海股

份、许继电气等品种可跟踪。 光

伏电站的爱康科技、江苏旷达等

个股也可跟踪。 二是潜力犹存或

者后续题材多多的品种，比如说

中低价含权股的阳谷华泰、业绩

有望持续增长的浙江龙盛、红太

阳等。

市场红包行情或已开启

□西南证券 张刚 刘浩

本周共有9家券商发表了对

后市的看法，7家看多，2家看平，

无一看空。 本周市场综合情绪指

数为65.00%，较前一周大幅反弹

17.73个百分点， 表明市场信心

进一步增强， 节前多头氛围浓

厚。与前一周相比，5家机构改变

了对大盘本周走势的看法，4家

对中线趋势做出修正：（1）空→

多，新时代证券和民生证券对本

周趋势由空翻多，前者对中线趋

势也由空翻多；（2） 平→多，华

泰证券、东吴证券和光大证券对

本周趋势由看平调升为看多，信

达证券对中线趋势由看平转为

看多；（3）空→平，华泰证券和

申银万国证券对中线趋势由看

空转为看平。

目前看来， 大盘在上周的

“先破后立” 逻辑正逐步成立，

市场环境的改善让机构纷纷看

好春节前的A股行情。 首先，在

流动性上，机构几乎一致认为央

行的“天量” 逆回购不仅有效缓

解了节前资金需求，21天期逆回

购投放也使得节后的流动性相

对宽松。 另外，央行公告将扩大

SLF范围，除向大型商业银行提

供短期流动性外，还开设分行常

备借款便利试点，此举将增强市

场对央行政策的前瞻性，有助于

稳定市场预期。 但就中长期而

言，民生证券分析称，由于“总量

平衡” 目标未改，内生因素导致

的利率中枢上移仍将延续，流动

性难言宽松，故民生证券指出市

场更多是反弹而非反转，主要压

力位在2100点附近。

其次，不少机构也看到从本

周至节后的一段时间内，IPO发

行节奏将明显放缓，有助于资金

向二级市场回流。 不过，申银万

国证券认为新股发行的空窗期

是较短的，因此反弹的时间和空

间或较有限。 大盘将以盘整为

主， 而创业板得益于市值小、弹

性好、题材股及新股上市的比价

效应而有望保持强者恒强的态

势，将不断向上拓展。

就基本面而言，机构之间也

存在一定分歧。 多头代表西南

证券分析称，1月汇丰PMI初值

不及预期主要是季节性因素所

致，其负面影响有限。 新时代证

券也表达了类似观点， 其认为

天气和春节假期等因素使得企

业生产进入传统淡季。 而华泰

证券则认为1月汇丰PMI初值创

新低， 显示经济小周期中处于

收缩阶段，或影响投资者信心，

进而降低指数反弹高度预期。

因此， 该机构将此次反弹定义

为超跌反弹， 但同时指出创业

板强势可持续。

总体上看，多数机构认为大

盘将延续上升势头，“春节红包

行情值得期待” 。同时，也有少数

机构进一步分析道，沪指的反弹

空间可能有限，以创业板为代表

的成长股将强者恒强，市场或呈

现出结构性反弹的特征。在推荐

行业板块上，当前炙手可热的新

股和次新股成为机构首推品种，

而金融（银行、保险、证券）和地

产等权重板块也被一些机构所

推崇。

牛牛牛熊熊熊数数数字字字化化化

新股威武 我武生物大涨

61.31%

新股无疑是近期舆论的焦

点。 不仅仅是新股发行过程中出

现一些新问题让舆论兴奋不已，

而且在上市后的交易过程也让

投资者兴奋不已，上市首日几无

成交，几无换手率。 而且，在上市

后的次个交易日也大多高举高

打，成为上周A股一景。 其中，我

武生物大涨61.31%，成为新股的

龙头品种。

这一方面是因为新股发行

规则的因素。 比如说窗口指导发

行价，使得发行价较正常询价要

低一些，从而给二级市场炒作留

下了空间；另一方面则是A股历

来有炒新的传统，市场群众基础

好，因此，不存在着流动性的障

碍，想卖就可以迅速卖出，适合

短线游资热钱的胃口。 在热钱愿

意发动新股行情的背景下，新股

成为上周A股的牛股摇篮。

由于春节后的新股发行可

能有所放缓，主要是考虑到待过

会企业需要补充2013年年报等

会计资料，所以，春节前后的新

股有一定的空窗期，这就意味着

短线新股筹码相对稀缺，这就更

增添了热钱炒作新股的底气。 也

就是说，春节前后的新股行情仍

然可以期待。

考虑到基本面、 估值等诸

多因素， 新股的炒作风险也是

显而易见的， 比如说全通教育

等个股在上市前后， 舆论挑刺

较多， 意味着基本面可能会存

在着一定的瑕疵。 再比如说天

保重装，作为一只水电设备股，

目前的动态市盈率超过40倍，

说明估值的确有点高。 因此，新

股行情固然可以期待。 但在选

择强势股的过程中， 也需要有

所甄别， 尽量选择一些产业前

景乐观， 目前估值相对便宜的

品种。 同时，对小市值新股品种

也可跟踪， 因为此类个股的后

续题材更为丰富。

特斯拉受捧 锂电池指数大涨

4.01%

上周末，美国电动车巨头特

斯拉发布名为“一个公正价格”

的公告，正式宣布在中国推出其

旗舰车型Model� S的在线设计

室。 这也意味着特斯拉已经正式

启动了在华销售，尽管Model� S

的售价高达73.4万，但该消息仍

激发A股市场千层浪。

因为特斯拉要维持产业持续

化，在中国等新兴市场打开空间，

必然会要进一步降低成本， 这恰

恰是国内相关上市公司的强项。

比如说在电池组件、 电机等配套

产品可能会向我国转移， 从而给

相关上市公司带来新的业绩成长

引擎，打开新的业务成长空间。就

如同苹果的相关配件向我国相关

上市公司采购进而使得歌尔声学

等个股的股价暴涨一样。 可以期

待的是， 特斯拉产业化进程的提

速， 未来我国相关上市公司的配

件业务订单也会迅速增强， 从而

带来新的投资机会。

此外， 特斯拉产业化进程的

提速，也就意味着整个新能源动力

汽车的技术趋于成熟，我国的新能

源动力电池的发展也随之有望提

速，这对于我国相关上市公司的业

务发展也具有革命性的影响。比如

说一辆混合动力汽车, 载重量在

40吨左右， 而电池重量就达到20

吨。但目前应用在手机等领域的电

池则有50克、40克，如此的数据就

意味着新能源动力汽车的发展，对

锂电池电解液等动力电池产业将

形成庞大的需求，进而驱动着相关

上市公司业绩的迅速提升。 据此，

锂电池概念股在上周持续大涨，锂

电池指数随之大涨4.01%。 由于该

板块也具有一定的产业支撑、估值

支撑，预计中短线将延续升势。

冲高受阻 江苏宏宝上周五急跌

5.73%

不可否认的是， 影视动漫概

念股一直是创业板的灵魂， 也是

A股市场自去年以来的强势股摇

篮。 一大批的影视动漫产业股也

纷纷通过借壳上市等路径登陆资

本市场，以便获得更高的估值。

但正因为持续的炒作以及

大批影视动漫企业的上市，此类

个股过分透支了未来的成长预

期。 所以，在上周，影视动漫股出

现了分化的走势，粤传媒等个股

继续高举高打。 但老龙头的华谊

兄弟等个股出现了冲高受阻的

格局，中短线的走势显得压力重

重。 江苏宏宝更是在上周出现了

冲高受阻回落， 在上周五急跌

5.73%的走势。

这可能给相关强势股的炒

作资金敲了敲边鼓。 一方面是因

为A股历史经验显示出，在市场

低迷，充分激活市场人气的龙头

品种，一旦市场人气充分激活起

来，往往会出现涨幅相对有限的

格局。 毕竟新增资金在赚钱效应

驱动下涌入A股市场，并不是想

过来抬轿子的。 因此，它们会另

辟蹊径，寻找新的投资机会。 另

一方面则是因为前期龙头品种

经过反复炒作之后，也面临着估

值的束缚，面临着获利盘套现的

压力。 因此，在市场人气渐趋活

跃之际，影视动漫概念股的受阻

也的确是一个必然的选择。

此类个股目前面临着春节

的票房黄金周期，理应此类个股

在近期反复活跃。 但是，上周此

类个股的股价走势不仅仅逊色

于创业板指，而且还逊色于地产

等传统产业股。 看来，此类个股

的确有着一定的获利盘套现的

压力。 看来，华谊兄弟等个股的

冲高乏力、 江苏宏宝的冲高受

阻，也就在情理之中。 在本周也

可能难有突出的表现，建议投资

者保持谨慎。（金百临投资 秦洪，

执业证书编号

A1210612020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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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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券商多空观点基本情况一览

本周市场情绪指数（★表示看多，○表示看平，☆表示看空）本周市场情绪指数（★表示看多，○表示看平，☆表示看空）

本周推荐关注行业情况一览本周推荐关注行业情况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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