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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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578.SH

京能电力

2014-3-31 72,254.34 225,731.70 236,000.39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873.SH

梅花集团

2014-3-31 39,999.00 310,822.66 0.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0045.SZ

深纺织

A 2014-4-1 11,854.20 40,556.39 5,145.8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251.SZ

步步高

2014-3-31 10,305.82 54,401.90 5,309.69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197.SZ

铁汉生态

2014-3-31 9,981.01 18,308.55 13,272.04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0235.SH

民丰特纸

2014-4-3 8,790.00 35,130.00 0.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195.SZ

长荣股份

2014-3-31 7,927.50 11,637.50 2,614.9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0078.SZ

海王生物

2014-3-31 7,920.35 73,076.80 94.59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390.SH

金瑞科技

2014-4-2 6,184.67 38,194.67 871.08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552.SH

方兴科技

2014-4-2 5,265.96 22,815.96 1,117.02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734.SH

实达集团

2014-4-2 5,220.67 35,110.84 45.00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600225.SH

天津松江

2014-4-1 5,111.70 61,814.21 825.96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000893.SZ

东凌粮油

2014-3-31 4,478.00 25,998.63 1,179.37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247.SZ

帝龙新材

2014-4-1 2,860.00 11,025.55 1,854.45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376.SZ

新北洋

2014-4-2 2,000.00 49,151.56 10,848.44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196.SZ

长海股份

2014-3-31 1,687.50 6,773.34 5,226.66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0353.SH

旭光股份

2014-4-1 1,361.37 27,186.00 0.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0038.SZ

深大通

2014-3-31 315.00 2,803.20 6,819.60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300015.SZ

爱尔眼科

2014-4-3 205.43 34,750.83 8,576.32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600778.SH

友好集团

2014-4-4 92.28 31,031.29 117.85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300180.SZ

华峰超纤

2014-3-31 30.00 11,475.06 4,324.94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660.SZ

茂硕电源

2014-4-1 23.40 11,457.91 7,958.1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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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 多

2000-2080

国企改革、金融创新

华泰证券 平 多

2000-2100

中小市值股票活跃度

东吴证券 平 多

2000-2100

防御性板块

信达证券 多 平

2000-2080

银行股、煤炭股

国都证券 空 空

1980-2080

国企改革

五矿证券 平 平

1980-2050

国企改革、燃料电池

西南证券 多 多

2050-2100

蓝筹类板块

太平洋证券 空 多

2000-2050

消息面变化

光大证券 本周未发表观点

财通证券 空 平

1980-2100

国企改革、区域经济

申银万国证券 平 平

2000-2070

热点及成交量

民生证券 平 平

2000-2100

区域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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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1% 2.85%

微弱看多

★★★ 65%

48.64%

信达证券 多 平

2000 2080 -2.04% 1.88%

看平

○ 50%

华泰证券 平 多

2000 2100 -2.04% 2.85%

看平

○ 50%

东吴证券 平 多

2000 2100 -2.04% 2.85%

看平

○ 50%

新时代证券 平 多

2000 2080 -2.04% 1.88%

看平

○ 50%

民生证券 平 平

2000 2100 -2.04% 2.85%

看平

○ 50%

申银万国证券 平 平

2000 2070 -2.04% 1.39%

看平

○ 50%

五矿证券 平 平

1980 2050 -3.02% 0.41%

看平

○ 50%

太平洋证券 空 多

2000 2050 -2.04% 0.41%

微弱看空

☆☆ 40%

财通证券 空 平

1980 2100 -3.02% 2.85%

微弱看空

☆☆ 40%

国都证券 空 空

1980 2080 -3.02% 1.88%

微弱看空

☆☆ 40%

推荐关注行业 推荐券商 行业关注度

国企改革 新时代证券、五矿证券、财通证券、国都证券

40%

蓝筹板块 西南证券、信达证券

20%

区域板块 民生证券、财通证券

20%

防御性板块 东吴证券

10%

金融创新 新时代证券

10%

燃料电池 五矿证券

10%

机构重归谨慎 震荡整理概率大

□西南证券 张刚 刘浩

本周有11家券商发表了对

后市的看法，2家看多，6家看平，

3家看空。 本周市场综合情绪指

数为48.64% ， 较前一周大跌

10.11个百分点， 表明市场情绪

重归谨慎。与上周相比，7家机构

改变了对大盘本周走势的看法，

2家对中线趋势做出修正：（1）

多→平，新时代证券、东吴证券、

五矿证券和民生证券对本周趋

势由看多调降为看平，五矿证券

对中线趋势也由看多转为看平；

（2）平→空，国都证券和太平洋

证券对本周趋势由看平转为看

空， 对中线趋势看法不变；（3）

多→空，财通证券对本周趋势由

多翻空，对中线趋势也由看多转

为看平。

上周两市呈现明显的沪强

深弱格局， 相较于主板市场，中

小板和创业板的大跌使得多数

机构对后市持谨慎态度，少数机

构则保持乐观。多头代表西南证

券认为大盘有望挑战2100点，权

重股将继续受国企改革、优先股

试点等利好提振。 资金面上，本

周季末升息效应亦会减弱。

多家持看平态度的券商认

为大盘将反复震荡。新时代证券

指出，目前不确定因素较多，IPO

重启将对市场资金面产生分流

效应， 尽管3月以来经济形势有

止跌好转的迹象，但后市大盘缩

量震荡调整的概率较大。对于市

场似乎对一些利好消息视而不

见，五矿证券分析认为一是由于

指数仍处于下降趋势，二是经济

数据仍不理想。此外，EPFR数据

显示投资者连续20周从新兴市

场撤资，A股难独善其身。

对于基本面，华泰证券认为

一季度经济回落几无悬念，沪指

将在2000点区域以低迷震荡的

方式消化经济下行风险。 一旦经

济超预期，市场将迎来不错的上

涨机会。认为后市以弱势震荡为

主的申银万国证券分析称，上周

市场在政策利好支持下反而冲

高回落，表明市场缺乏内生上涨

动力，其根本是因为投资者对当

前经济形势和潜在热点缺乏信

心。 资金面上，虽然季末因素过

去，但增量资金匮乏，市场供求

关系难有明显改善。 另外，盘口

显示资金离场避险较为集中，观

望气氛日浓。

民生证券认为，目前股指属

于寻找方向的过程中， 消息面变

化或对市场影响较大， 后市需关

注政策面、IPO重启时间、国资改

革指导意见以及创业板和中小板

个股风险的释放这四方面因素。

看空本周趋势的机构指出

大盘短期还有调整的需求，空头

代表国都证券预计市场重心将

逐步下移， 其理由为人气低迷、

IPO分流及场内资金持续净流

出。太平洋证券明确指出创业板

支撑位在1200点，建议投资者规

避风险。 财通证券则认为后期应

关注政策出台和资金利率对投

资情绪的影响，在具体举措未出

台前仓位不宜太重，量能决定了

股指的方向。

（二条）一周牛熊数据

受小盘股急跌拖累，上证指数周跌0.29%

上周A股市场出现了分化走势。一方面是小盘股急跌，另一方面则是银行股等大市值品种的稳定。小市值品种的急跌让多头丧失了追逐题材股的底气，因此虽然上证指数较为强硬，但一周也跌了0.29%。

不过，指数的下跌进一步彰显出A股的投资价值。以银行股为例，目前银行股的市盈率只有5倍，市净率只有1倍，股息率高达7%以上。这说明了银行股已具备了极佳的投资价值。不过，有观点认为银行股的低估值，是市场参与各方对中国经济未来不佳预期在证券市场的反应。但是，我国拥有庞大的外汇储备、黄金储备、13亿人口的消费市场，中国经济可能会增速放缓，但绝对不会崩溃。因此在此基础上，银行股的低估值体系牢不可催。由于银行股为代表的金融股占A股总市值的38%，因此，只要银行股跌不动，A股，至少上证指数不会大跌，A股迎来价值底。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目前的确有增速放缓的可能性。但改革将会让经济放缓的趋势变得缓慢，甚至会有所改观，比如说人民币由升值趋势变成震荡甚至有过一波贬值周期，这样出口有望改善。与此同时，上海、湖南等诸多地方的改革也在陆续展开，有望释放出经济增长的潜能，所以，A股的发展潜能仍然不宜悲观。在积极股市政策牵引下，A股有望迎来一个向上周期的拐点。

新热点拉动，水泥指数大涨3.65%

上周水泥板块反复活跃。不仅仅是金隅股份、冀东水泥等品种，而且还包括海螺水泥等个股均有逆势表现的K线图形，驱动着水泥指数大涨3.65%。

水泥股如此强劲的抗跌走势，一方面源于水泥行业内部的管理效率的提升。比如说水泥行业在近年来大力发展余热发电，一套余热发电机组的收益往往能够达到1、2千万元。同时，行业并购使得行业之间的竞争程度有所缓和。由于水泥等建材一直是高耗能产业，越是小企业，单位耗能越高。而且，释放出的高污染气体也较多，对环境压力也强于大企业。所以，我国在近年来，一直淘汰落后产能，且对水泥新增产能一直有着限制。如此就使得水泥产业的供给端明显萎缩。但由于我国保增长的政策以及地方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入，使得我国水泥需求依然稳定，这就出现了供给减少，需求稳定的态势。那么，产品价格自然水涨船高。故在近期，再度传来华北、华东等区域的水泥价格稳中回升的信息，驱动着盈利能力的

回升。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新产业热点的形成。比如京津冀经济圈的设立，使得市场对地处京津冀经济圈的建材股有了较为乐观的预期。因为京津冀经济具有强大的辐射能力，进而使得北京核心区域的高房价的需求向保定、张家口，甚至天津、唐口等区域挺进，所以此类区域的建材需求会迅速提振。受此影响，冀东水泥、金隅股份等个股的估值优势显现出来，新增资金陆续涌入，从而使得此类个股出现在涨幅榜前列。由此可见，水泥股的逆势抗争有着一定的基本面因素的支撑，中短线的走势值得期待。

热钱胃口改变，创业板指暴跌6.29%

受到新股发行重启以及资金回流银行股等低估值品种的因素影响，创业板出现了热钱逃离的态势，从而驱动着创业板指节节走低，一周暴跌6.29%。

如此持续暴跌的K线形态就显露出创业板的两个弱点，一是内在的创新动力并不足够强大。由于当前发行制度等因素的限制，使得大量的优秀的互联网等创新型企业不能满足利润要求而只得远赴海外上市，从而导致了目前创业板的创新动能不强。也就意味着创业板与创业、创新的关联度并不是特别的紧密。因此，略有监管的政策出台，创业板的题材股就作鸟兽散。比如说近期央行、银监会等相关部门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政策一出台，互联网金融概念股就迅速大跌。如此走势也就说明了创业板的真正创新能量欠缺。

二是高估值的弱点。由于近一年来的疯狂炒作，创业板指的市盈率一度达到70余倍。这是二十余来的A股市场的高寒区域，因为历史走势显示，A股市场每到此估值区域，牛市行情就会结束。而市场一度认为创业板因为创新等因素，足以突破70倍市盈率的估值天花板。但可惜的是，创业板内在创新动能不足。所以，的确难以突破70余倍的牛市生命极限。因此，创业板指在近期持续暴跌，也说明了市盈率估值体系仍然适用于创业板。

据此，可以推测的是，如果创业板不能够利用此次IPO重启的契机，引进更多的创新型企业，那么，创业板指在未来将很难走出独立行情。不过，经过急跌之后，创业板的小市值、业绩弹性强等诸多优势也会渐次显现出来。所以，再度持续急跌的空间也不宜过于悲观。也就是说，创业板指在本周初固然可能还会惯性调整，但是在1300点一线的确会面临着强大的支撑。

题材股降温，民营医院指数暴跌4.77%

上周A股市场持续急跌，空气迷漫，因此，只要是高高在上的个股，不问青红皂白，先杀跌再说。木秀于林，风必吹之。而民营医院概念股由于前期得益于医疗改革等诸多信息的影响而大幅走高，所以，在上周就成为空头杀跌的重灾区，一周急跌4.77%。

不过，就后续行情来说，经过急跌后的民营医院概念股开始迎来了一定的低吸契机。一是改革是横贯未来一年甚至数年的主线，如此就意味着民营医院概念股的发展趋势仍然乐观。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在2014年以来，社会办医方面的政策依然暖风阵阵，2014年1月9日《关于加快发展社会办医的若干意见》发布，明确表示卫生规划要为社会办医留足空间，允许社会资本参与公立医院改制。2014年卫计委的工作要点中也将推进公立医院改革和加快发展社会办医作为深化卫生体制改革的工作重点。在经过前两年医改的铺垫后，医疗服务领域的“国退民进”将进入黄金发展期。

二是民营医院概念股的发展空间仍然广阔，从而产业并购提供了乐观的空间。目前非公立机构医疗占比仍然较低，未来2年将迎来快速发展。据“十二五”卫生事业规则中指出，到2015年，非公立机构床位数和服务量均达总数的20%。而在2014年初，非公立机构的床位占比仍然仅有11%左右，民营医院不足，公立医院垄断的现象依然存在。支持社会资本办医，增加医疗服务供给量将是未来的主流方向。

据此可以推测的，在良好的政策环境下，相关上市公司将会凭借着资本市场的资本力量支持，而加大产业并购力度，驱动着A股市场形成强大的民营医院概念股方阵。其中，复星医药、金陵药业等个股可跟踪。

牛牛牛熊熊熊数数数字字字化化化

上周部分大宗交易成交情况上周部分大宗交易成交情况 上周出现交易异动的部分股票上周出现交易异动的部分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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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周多空分析

本 周 限 售 股 解 禁 情 况 一 览本 周 限 售 股 解 禁 情 况 一 览

国内券商多空观点基本情况国内券商多空观点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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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来源：中国证券报，西南证券研发中心

受小盘股急跌拖累 上证指数周跌

0.29%

上周A股市场出现了分化走

势。 一方面是小盘股急跌，另一

方面则是银行股等大市值品种

的稳定。 小市值品种的急跌让多

头丧失了追逐题材股的底气，因

此虽然上证指数较为强硬，但一

周也跌了0.29%。

不过， 指数的下跌进一步彰

显出A股的投资价值。以银行股为

例，目前银行股的市盈率只有5倍，

市净率只有1倍，股息率高达7%以

上。这说明了银行股已具备了极佳

的投资价值。 不过，有观点认为银

行股的低估值，是市场参与各方对

中国经济未来不佳预期在证券市

场的反应。 但是，我国拥有庞大的

外汇储备、黄金储备、13亿人口的

消费市场，中国经济可能会增速放

缓，但绝对不会崩溃。 因此在此基

础上，银行股的低估值体系牢不可

催。由于银行股为代表的金融股占

A股总市值的38%，因此，只要银

行股跌不动，A股， 至少上证指数

不会大跌，A股迎来价值底。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目前的

确有增速放缓的可能性。 但改革

将会让经济放缓的趋势变得缓

慢，甚至会有所改观，比如说人

民币由升值趋势变成震荡甚至

有过一波贬值周期，这样出口有

望改善。 与此同时，上海、湖南等

诸多地方的改革也在陆续展开，

有望释放出经济增长的潜能，所

以，A股的发展潜能仍然不宜悲

观。在积极股市政策牵引下，A股

有望迎来一个向上周期的拐点。

新热点拉动 水泥指数大涨

3.65%

上周水泥板块反复活跃。 不

仅仅是金隅股份、冀东水泥等品

种，而且还包括海螺水泥等个股

均有逆势表现的K线图形， 驱动

着水泥指数大涨3.65%。

水泥股如此强劲的抗跌走

势，一方面源于水泥行业内部的

管理效率的提升。 比如说水泥行

业在近年来大力发展余热发电，

一套余热发电机组的收益往往

能够达到1、2千万元。同时，行业

并购使得行业之间的竞争程度

有所缓和。 由于水泥等建材一直

是高耗能产业， 越是小企业，单

位耗能越高。 而且，释放出的高

污染气体也较多，对环境压力也

强于大企业。 所以，我国在近年

来，一直淘汰落后产能，且对水

泥新增产能一直有着限制。 如此

就使得水泥产业的供给端明显

萎缩。 但由于我国保增长的政策

以及地方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

入， 使得我国水泥需求依然稳

定，这就出现了供给减少，需求

稳定的态势。 那么，产品价格自

然水涨船高。 故在近期，再度传

来华北、华东等区域的水泥价格

稳中回升的信息，驱动着盈利能

力的回升。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新产业

热点的形成。 比如京津冀经济

圈的设立， 使得市场对地处京

津冀经济圈的建材股有了较为

乐观的预期。 因为京津冀经济

具有强大的辐射能力， 进而使

得北京核心区域的高房价的需

求向保定、张家口，甚至天津、

唐沽等区域挺进， 所以此类区

域的建材需求会迅速提振。 受

此影响，冀东水泥、金隅股份等

个股的估值优势显现出来，新

增资金陆续涌入， 从而使得此

类个股出现在涨幅榜前列。 由

此可见， 水泥股的逆势抗争有

着一定的基本面因素的支撑，

中短线的走势值得期待。

热钱胃口改变 创业板指暴跌

6.29%

受到新股发行重启以及资

金回流银行股等低估值品种的

因素影响，创业板出现了热钱逃

离的态势，从而驱动着创业板指

节节走低，一周暴跌6.29%。

如此持续暴跌的K线形态就

显露出创业板的两个弱点，一是内

在的创新动力并不足够强大。由于

当前发行制度等因素的限制，使得

大量优秀的互联网等创新型企业

不能满足利润要求而只得远赴海

外上市，从而导致了目前创业板的

创新动能不强。也就意味着创业板

与创业、创新的关联度并不是特别

的紧密。 因此，略有监管的政策出

台， 创业板的题材股就作鸟兽散。

比如说近期央行、银监会等相关部

门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政策一出

台， 互联网金融概念股就迅速大

跌。如此走势也就说明了创业板的

真正创新能量欠缺。

二是高估值的弱点。由于近一

年来的疯狂炒作，创业板指的市盈

率一度达到70余倍。这是二十多年

的A股市场的高寒区域， 因为历史

走势显示，A股市场每到此估值区

域，牛市行情就会结束。 而市场一

度认为创业板因为创新等因素，足

以突破70倍市盈率的估值天花板。

但可惜的是，创业板内在创新动能

不足。 所以，的确难以突破70余倍

的牛市生命极限。 因此，创业板指

在近期持续暴跌，也说明了市盈率

估值体系仍然适用于创业板。

据此，可以推测的是，如果

创业板不能够利用此次IPO重启

的契机， 引进更多的创新型企

业，那么，创业板指在未来将很

难走出独立行情。 不过，经过急

跌之后，创业板的小市值、业绩

弹性强等诸多优势也会渐次显

现出来。 所以，再度持续急跌的

空间也不宜过于悲观。 也就是

说，创业板指在本周初固然可能

还会惯性调整，但是在1300点一

线的确会面临着强大的支撑。

题材股降温 民营医院指数暴跌

4.77%

上周A股市场持续急跌，空

气迷漫，因此，只要是高高在上

的个股，不问青红皂白，先杀跌

再说。木秀于林，风必吹之。而民

营医院概念股由于前期得益于

医疗改革等诸多信息的影响而

大幅走高，所以，在上周就成为

空头杀跌的重灾区， 一周急跌

4.77%。

不过， 就后续行情来说，经

过急跌后的民营医院概念股开

始迎来了一定的低吸契机。 一是

改革是横贯未来一年甚至数年

的主线，如此就意味着民营医院

概念股的发展趋势仍然乐观。 事

实上也的确如此， 在2014年以

来，社会办医方面的政策依然暖

风阵阵，2014年1月9日《关于加

快发展社会办医的若干意见》发

布，明确表示卫生规划要为社会

办医留足空间，允许社会资本参

与公立医院改制。2014年卫计委

的工作要点中也将推进公立医

院改革和加快发展社会办医作

为深化卫生体制改革的工作重

点。 在经过前两年医改的铺垫

后， 医疗服务领域的 “国退民

进”将进入黄金发展期。

二是民营医院概念股的发

展空间仍然广阔，从而为产业并

购提供了乐观的空间。 目前非公

立机构医疗占比仍然较低，未来

2年将迎来快速发展。 据“十二

五” 卫生事业规则中指出，到

2015年，非公立机构床位数和服

务量均达总数的20%。而在2014

年初，非公立机构的床位占比仍

然仅有11%左右， 民营医院不

足，公立医院垄断的现象依然存

在。 支持社会资本办医，增加医

疗服务供给量将是未来的主流

方向。

据此可以推测，在良好的政

策环境下，相关上市公司将会凭

借着资本市场的资本力量支持，

而加大产业并购力度， 驱动着A

股市场形成强大的民营医院概

念股方阵。 其中，复星医药、金陵

药业等个股可跟踪。

（金百临咨询 秦洪 执业证

书编号

A1210208090028

）

2014年限售股解禁分布 3月以来获股东增持个股市场表现

3月以来产业资本净增持额板块分布

机构重归谨慎 震荡整理概率大

□西南证券 张刚 刘浩

本周有11家券商发表了对

后市的看法，2家看多，6家看平，

3家看空。 本周市场综合情绪指

数为48.64% ， 较前一周大跌

10.11个百分点， 表明市场情绪

重归谨慎。与上周相比，7家机构

改变了对大盘本周走势的看法，

2家对中线趋势做出修正：（1）

多→平，新时代证券、东吴证券、

五矿证券和民生证券对本周趋

势由看多调降为看平，五矿证券

对中线趋势也由看多转为看平；

（2）平→空，国都证券和太平洋

证券对本周趋势由看平转为看

空， 对中线趋势看法不变；（3）

多→空，财通证券对本周趋势由

多翻空，对中线趋势也由看多转

为看平。

上周两市呈现明显的沪强

深弱格局， 相较于主板市场，中

小板和创业板的大跌使得多数

机构对后市持谨慎态度，少数机

构则保持乐观。多头代表西南证

券认为大盘有望挑战2100点，权

重股将继续受国企改革、优先股

试点等利好提振。 资金面上，本

周季末升息效应亦会减弱。

多家持看平态度的券商认

为大盘将反复震荡。新时代证券

指出，目前不确定因素较多，IPO

重启将对市场资金面产生分流

效应， 尽管3月以来经济形势有

止跌好转的迹象，但后市大盘缩

量震荡调整的概率较大。对于市

场似乎对一些利好消息视而不

见，五矿证券分析认为一是由于

指数仍处于下降趋势，二是经济

数据仍不理想。此外，EPFR数据

显示投资者连续20周从新兴市

场撤资，A股难独善其身。

对于基本面，华泰证券认为

一季度经济回落几无悬念，沪指

将在2000点区域以低迷震荡的

方式消化经济下行风险。 一旦经

济超预期，市场将迎来不错的上

涨机会。认为后市以弱势震荡为

主的申银万国证券分析称，上周

市场在政策利好支持下反而冲

高回落，表明市场缺乏内生上涨

动力，其根本是因为投资者对当

前经济形势和潜在热点缺乏信

心。 资金面上，虽然季末因素过

去，但增量资金匮乏，市场供求

关系难有明显改善。 另外，盘口

显示资金离场避险较为集中，观

望气氛日浓。

民生证券认为，目前股指属

于寻找方向的过程中， 消息面变

化或对市场影响较大， 后市需关

注政策面、IPO重启时间、国资改

革指导意见以及创业板和中小板

个股风险的释放这四方面因素。

看空本周趋势的机构指出

大盘短期还有调整的需求，空头

代表国都证券预计市场重心将

逐步下移， 其理由为人气低迷、

IPO分流及场内资金持续净流

出。太平洋证券明确指出创业板

支撑位在1200点，建议投资者规

避风险。 财通证券则认为后期应

关注政策出台和资金利率对投

资情绪的影响，在具体举措未出

台前仓位不宜太重，量能决定了

股指的方向。

受小盘股急跌拖累 上证指数周跌

0.29%

上周A股市场出现了分化走

势。 一方面是小盘股急跌，另一

方面则是银行股等大市值品种

的稳定。 小市值品种的急跌让多

头丧失了追逐题材股的底气，因

此虽然上证指数较为强硬，但一

周也跌了0.29%。

不过， 指数的下跌进一步彰

显出A股的投资价值。以银行股为

例，目前银行股的市盈率只有5倍，

市净率只有1倍，股息率高达7%以

上。这说明了银行股已具备了极佳

的投资价值。 不过，有观点认为银

行股的低估值，是市场参与各方对

中国经济未来不佳预期在证券市

场的反应。 但是，我国拥有庞大的

外汇储备、黄金储备、13亿人口的

消费市场，中国经济可能会增速放

缓，但绝对不会崩溃。 因此在此基

础上，银行股的低估值体系牢不可

催。由于银行股为代表的金融股占

A股总市值的38%，因此，只要银

行股跌不动，A股， 至少上证指数

不会大跌，A股迎来价值底。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目前的

确有增速放缓的可能性。 但改革

将会让经济放缓的趋势变得缓

慢，甚至会有所改观，比如说人

民币由升值趋势变成震荡甚至

有过一波贬值周期，这样出口有

望改善。 与此同时，上海、湖南等

诸多地方的改革也在陆续展开，

有望释放出经济增长的潜能，所

以，A股的发展潜能仍然不宜悲

观。在积极股市政策牵引下，A股

有望迎来一个向上周期的拐点。

新热点拉动 水泥指数大涨

3.65%

上周水泥板块反复活跃。 不

仅仅是金隅股份、冀东水泥等品

种，而且还包括海螺水泥等个股

均有逆势表现的K线图形， 驱动

着水泥指数大涨3.65%。

水泥股如此强劲的抗跌走

势，一方面源于水泥行业内部的

管理效率的提升。 比如说水泥行

业在近年来大力发展余热发电，

一套余热发电机组的收益往往

能够达到1、2千万元。同时，行业

并购使得行业之间的竞争程度

有所缓和。 由于水泥等建材一直

是高耗能产业， 越是小企业，单

位耗能越高。 而且，释放出的高

污染气体也较多，对环境压力也

强于大企业。 所以，我国在近年

来，一直淘汰落后产能，且对水

泥新增产能一直有着限制。 如此

就使得水泥产业的供给端明显

萎缩。 但由于我国保增长的政策

以及地方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

入， 使得我国水泥需求依然稳

定，这就出现了供给减少，需求

稳定的态势。 那么，产品价格自

然水涨船高。 故在近期，再度传

来华北、华东等区域的水泥价格

稳中回升的信息，驱动着盈利能

力的回升。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新产业

热点的形成。 比如京津冀经济

圈的设立， 使得市场对地处京

津冀经济圈的建材股有了较为

乐观的预期。 因为京津冀经济

具有强大的辐射能力， 进而使

得北京核心区域的高房价的需

求向保定、张家口，甚至天津、

唐沽等区域挺进， 所以此类区

域的建材需求会迅速提振。 受

此影响，冀东水泥、金隅股份等

个股的估值优势显现出来，新

增资金陆续涌入， 从而使得此

类个股出现在涨幅榜前列。 由

此可见， 水泥股的逆势抗争有

着一定的基本面因素的支撑，

中短线的走势值得期待。

热钱胃口改变 创业板指暴跌

6.29%

受到新股发行重启以及资

金回流银行股等低估值品种的

因素影响，创业板出现了热钱逃

离的态势，从而驱动着创业板指

节节走低，一周暴跌6.29%。

如此持续暴跌的K线形态就

显露出创业板的两个弱点，一是内

在的创新动力并不足够强大。由于

当前发行制度等因素的限制，使得

大量优秀的互联网等创新型企业

不能满足利润要求而只得远赴海

外上市，从而导致了目前创业板的

创新动能不强。也就意味着创业板

与创业、创新的关联度并不是特别

的紧密。 因此，略有监管的政策出

台， 创业板的题材股就作鸟兽散。

比如说近期央行、银监会等相关部

门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政策一出

台， 互联网金融概念股就迅速大

跌。如此走势也就说明了创业板的

真正创新能量欠缺。

二是高估值的弱点。由于近一

年来的疯狂炒作，创业板指的市盈

率一度达到70余倍。这是二十多年

的A股市场的高寒区域， 因为历史

走势显示，A股市场每到此估值区

域，牛市行情就会结束。 而市场一

度认为创业板因为创新等因素，足

以突破70倍市盈率的估值天花板。

但可惜的是，创业板内在创新动能

不足。 所以，的确难以突破70余倍

的牛市生命极限。 因此，创业板指

在近期持续暴跌，也说明了市盈率

估值体系仍然适用于创业板。

据此，可以推测的是，如果

创业板不能够利用此次IPO重启

的契机， 引进更多的创新型企

业，那么，创业板指在未来将很

难走出独立行情。 不过，经过急

跌之后，创业板的小市值、业绩

弹性强等诸多优势也会渐次显

现出来。 所以，再度持续急跌的

空间也不宜过于悲观。 也就是

说，创业板指在本周初固然可能

还会惯性调整，但是在1300点一

线的确会面临着强大的支撑。

题材股降温 民营医院指数暴跌

4.77%

上周A股市场持续急跌，空

气迷漫，因此，只要是高高在上

的个股，不问青红皂白，先杀跌

再说。木秀于林，风必吹之。而民

营医院概念股由于前期得益于

医疗改革等诸多信息的影响而

大幅走高，所以，在上周就成为

空头杀跌的重灾区， 一周急跌

4.77%。

不过， 就后续行情来说，经

过急跌后的民营医院概念股开

始迎来了一定的低吸契机。 一是

改革是横贯未来一年甚至数年

的主线，如此就意味着民营医院

概念股的发展趋势仍然乐观。 事

实上也的确如此， 在2014年以

来，社会办医方面的政策依然暖

风阵阵，2014年1月9日《关于加

快发展社会办医的若干意见》发

布，明确表示卫生规划要为社会

办医留足空间，允许社会资本参

与公立医院改制。2014年卫计委

的工作要点中也将推进公立医

院改革和加快发展社会办医作

为深化卫生体制改革的工作重

点。 在经过前两年医改的铺垫

后， 医疗服务领域的 “国退民

进”将进入黄金发展期。

二是民营医院概念股的发

展空间仍然广阔，从而为产业并

购提供了乐观的空间。 目前非公

立机构医疗占比仍然较低，未来

2年将迎来快速发展。 据“十二

五” 卫生事业规则中指出，到

2015年，非公立机构床位数和服

务量均达总数的20%。而在2014

年初，非公立机构的床位占比仍

然仅有11%左右， 民营医院不

足，公立医院垄断的现象依然存

在。 支持社会资本办医，增加医

疗服务供给量将是未来的主流

方向。

据此可以推测，在良好的政

策环境下，相关上市公司将会凭

借着资本市场的资本力量支持，

而加大产业并购力度， 驱动着A

股市场形成强大的民营医院概

念股方阵。 其中，复星医药、金陵

药业等个股可跟踪。

（金百临咨询 秦洪 执业证

书编号

A1210208090028

）

2014年限售股解禁分布

机构重归谨慎 震荡整理概率大

□西南证券 张刚 刘浩

本周有11家券商发表了对

后市的看法，2家看多，6家看平，

3家看空。 本周市场综合情绪指

数为48.64% ， 较前一周大跌

10.11个百分点， 表明市场情绪

重归谨慎。与上周相比，7家机构

改变了对大盘本周走势的看法，

2家对中线趋势做出修正：（1）

多→平，新时代证券、东吴证券、

五矿证券和民生证券对本周趋

势由看多调降为看平，五矿证券

对中线趋势也由看多转为看平；

（2）平→空，国都证券和太平洋

证券对本周趋势由看平转为看

空， 对中线趋势看法不变；（3）

多→空，财通证券对本周趋势由

多翻空，对中线趋势也由看多转

为看平。

上周两市呈现明显的沪强

深弱格局， 相较于主板市场，中

小板和创业板的大跌使得多数

机构对后市持谨慎态度，少数机

构则保持乐观。多头代表西南证

券认为大盘有望挑战2100点，权

重股将继续受国企改革、优先股

试点等利好提振。 资金面上，本

周季末升息效应亦会减弱。

多家持看平态度的券商认

为大盘将反复震荡。新时代证券

指出，目前不确定因素较多，IPO

重启将对市场资金面产生分流

效应， 尽管3月以来经济形势有

止跌好转的迹象，但后市大盘缩

量震荡调整的概率较大。对于市

场似乎对一些利好消息视而不

见，五矿证券分析认为一是由于

指数仍处于下降趋势，二是经济

数据仍不理想。此外，EPFR数据

显示投资者连续20周从新兴市

场撤资，A股难独善其身。

对于基本面，华泰证券认为

一季度经济回落几无悬念，沪指

将在2000点区域以低迷震荡的

方式消化经济下行风险。 一旦经

济超预期，市场将迎来不错的上

涨机会。认为后市以弱势震荡为

主的申银万国证券分析称，上周

市场在政策利好支持下反而冲

高回落，表明市场缺乏内生上涨

动力，其根本是因为投资者对当

前经济形势和潜在热点缺乏信

心。 资金面上，虽然季末因素过

去，但增量资金匮乏，市场供求

关系难有明显改善。 另外，盘口

显示资金离场避险较为集中，观

望气氛日浓。

民生证券认为，目前股指属

于寻找方向的过程中， 消息面变

化或对市场影响较大， 后市需关

注政策面、IPO重启时间、国资改

革指导意见以及创业板和中小板

个股风险的释放这四方面因素。

看空本周趋势的机构指出

大盘短期还有调整的需求，空头

代表国都证券预计市场重心将

逐步下移， 其理由为人气低迷、

IPO分流及场内资金持续净流

出。太平洋证券明确指出创业板

支撑位在1200点，建议投资者规

避风险。 财通证券则认为后期应

关注政策出台和资金利率对投

资情绪的影响，在具体举措未出

台前仓位不宜太重，量能决定了

股指的方向。

受小盘股急跌拖累 上证指数周跌

0.29%

上周A股市场出现了分化走

势。 一方面是小盘股急跌，另一

方面则是银行股等大市值品种

的稳定。 小市值品种的急跌让多

头丧失了追逐题材股的底气，因

此虽然上证指数较为强硬，但一

周也跌了0.29%。

不过， 指数的下跌进一步彰

显出A股的投资价值。以银行股为

例，目前银行股的市盈率只有5倍，

市净率只有1倍，股息率高达7%以

上。这说明了银行股已具备了极佳

的投资价值。 不过，有观点认为银

行股的低估值，是市场参与各方对

中国经济未来不佳预期在证券市

场的反应。 但是，我国拥有庞大的

外汇储备、黄金储备、13亿人口的

消费市场，中国经济可能会增速放

缓，但绝对不会崩溃。 因此在此基

础上，银行股的低估值体系牢不可

催。由于银行股为代表的金融股占

A股总市值的38%，因此，只要银

行股跌不动，A股， 至少上证指数

不会大跌，A股迎来价值底。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目前的

确有增速放缓的可能性。 但改革

将会让经济放缓的趋势变得缓

慢，甚至会有所改观，比如说人

民币由升值趋势变成震荡甚至

有过一波贬值周期，这样出口有

望改善。 与此同时，上海、湖南等

诸多地方的改革也在陆续展开，

有望释放出经济增长的潜能，所

以，A股的发展潜能仍然不宜悲

观。在积极股市政策牵引下，A股

有望迎来一个向上周期的拐点。

新热点拉动 水泥指数大涨

3.65%

上周水泥板块反复活跃。 不

仅仅是金隅股份、冀东水泥等品

种，而且还包括海螺水泥等个股

均有逆势表现的K线图形， 驱动

着水泥指数大涨3.65%。

水泥股如此强劲的抗跌走

势，一方面源于水泥行业内部的

管理效率的提升。 比如说水泥行

业在近年来大力发展余热发电，

一套余热发电机组的收益往往

能够达到1、2千万元。同时，行业

并购使得行业之间的竞争程度

有所缓和。 由于水泥等建材一直

是高耗能产业， 越是小企业，单

位耗能越高。 而且，释放出的高

污染气体也较多，对环境压力也

强于大企业。 所以，我国在近年

来，一直淘汰落后产能，且对水

泥新增产能一直有着限制。 如此

就使得水泥产业的供给端明显

萎缩。 但由于我国保增长的政策

以及地方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

入， 使得我国水泥需求依然稳

定，这就出现了供给减少，需求

稳定的态势。 那么，产品价格自

然水涨船高。 故在近期，再度传

来华北、华东等区域的水泥价格

稳中回升的信息，驱动着盈利能

力的回升。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新产业

热点的形成。 比如京津冀经济

圈的设立， 使得市场对地处京

津冀经济圈的建材股有了较为

乐观的预期。 因为京津冀经济

具有强大的辐射能力， 进而使

得北京核心区域的高房价的需

求向保定、张家口，甚至天津、

唐沽等区域挺进， 所以此类区

域的建材需求会迅速提振。 受

此影响，冀东水泥、金隅股份等

个股的估值优势显现出来，新

增资金陆续涌入， 从而使得此

类个股出现在涨幅榜前列。 由

此可见， 水泥股的逆势抗争有

着一定的基本面因素的支撑，

中短线的走势值得期待。

热钱胃口改变 创业板指暴跌

6.29%

受到新股发行重启以及资

金回流银行股等低估值品种的

因素影响，创业板出现了热钱逃

离的态势，从而驱动着创业板指

节节走低，一周暴跌6.29%。

如此持续暴跌的K线形态就

显露出创业板的两个弱点，一是内

在的创新动力并不足够强大。由于

当前发行制度等因素的限制，使得

大量优秀的互联网等创新型企业

不能满足利润要求而只得远赴海

外上市，从而导致了目前创业板的

创新动能不强。也就意味着创业板

与创业、创新的关联度并不是特别

的紧密。 因此，略有监管的政策出

台， 创业板的题材股就作鸟兽散。

比如说近期央行、银监会等相关部

门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政策一出

台， 互联网金融概念股就迅速大

跌。如此走势也就说明了创业板的

真正创新能量欠缺。

二是高估值的弱点。由于近一

年来的疯狂炒作，创业板指的市盈

率一度达到70余倍。这是二十多年

的A股市场的高寒区域， 因为历史

走势显示，A股市场每到此估值区

域，牛市行情就会结束。 而市场一

度认为创业板因为创新等因素，足

以突破70倍市盈率的估值天花板。

但可惜的是，创业板内在创新动能

不足。 所以，的确难以突破70余倍

的牛市生命极限。 因此，创业板指

在近期持续暴跌，也说明了市盈率

估值体系仍然适用于创业板。

据此，可以推测的是，如果

创业板不能够利用此次IPO重启

的契机， 引进更多的创新型企

业，那么，创业板指在未来将很

难走出独立行情。 不过，经过急

跌之后，创业板的小市值、业绩

弹性强等诸多优势也会渐次显

现出来。 所以，再度持续急跌的

空间也不宜过于悲观。 也就是

说，创业板指在本周初固然可能

还会惯性调整，但是在1300点一

线的确会面临着强大的支撑。

题材股降温 民营医院指数暴跌

4.77%

上周A股市场持续急跌，空

气迷漫，因此，只要是高高在上

的个股，不问青红皂白，先杀跌

再说。木秀于林，风必吹之。而民

营医院概念股由于前期得益于

医疗改革等诸多信息的影响而

大幅走高，所以，在上周就成为

空头杀跌的重灾区， 一周急跌

4.77%。

不过， 就后续行情来说，经

过急跌后的民营医院概念股开

始迎来了一定的低吸契机。 一是

改革是横贯未来一年甚至数年

的主线，如此就意味着民营医院

概念股的发展趋势仍然乐观。 事

实上也的确如此， 在2014年以

来，社会办医方面的政策依然暖

风阵阵，2014年1月9日《关于加

快发展社会办医的若干意见》发

布，明确表示卫生规划要为社会

办医留足空间，允许社会资本参

与公立医院改制。2014年卫计委

的工作要点中也将推进公立医

院改革和加快发展社会办医作

为深化卫生体制改革的工作重

点。 在经过前两年医改的铺垫

后， 医疗服务领域的 “国退民

进”将进入黄金发展期。

二是民营医院概念股的发

展空间仍然广阔，从而为产业并

购提供了乐观的空间。 目前非公

立机构医疗占比仍然较低，未来

2年将迎来快速发展。 据“十二

五” 卫生事业规则中指出，到

2015年，非公立机构床位数和服

务量均达总数的20%。而在2014

年初，非公立机构的床位占比仍

然仅有11%左右， 民营医院不

足，公立医院垄断的现象依然存

在。 支持社会资本办医，增加医

疗服务供给量将是未来的主流

方向。

据此可以推测，在良好的政

策环境下，相关上市公司将会凭

借着资本市场的资本力量支持，

而加大产业并购力度， 驱动着A

股市场形成强大的民营医院概

念股方阵。 其中，复星医药、金陵

药业等个股可跟踪。

（金百临咨询 秦洪 执业证

书编号

A1210208090028

）

3月以来获股东增持个股市场表现

机构重归谨慎 震荡整理概率大

□西南证券 张刚 刘浩

本周有11家券商发表了对

后市的看法，2家看多，6家看平，

3家看空。 本周市场综合情绪指

数为48.64% ， 较前一周大跌

10.11个百分点， 表明市场情绪

重归谨慎。与上周相比，7家机构

改变了对大盘本周走势的看法，

2家对中线趋势做出修正：（1）

多→平，新时代证券、东吴证券、

五矿证券和民生证券对本周趋

势由看多调降为看平，五矿证券

对中线趋势也由看多转为看平；

（2）平→空，国都证券和太平洋

证券对本周趋势由看平转为看

空， 对中线趋势看法不变；（3）

多→空，财通证券对本周趋势由

多翻空，对中线趋势也由看多转

为看平。

上周两市呈现明显的沪强

深弱格局， 相较于主板市场，中

小板和创业板的大跌使得多数

机构对后市持谨慎态度，少数机

构则保持乐观。多头代表西南证

券认为大盘有望挑战2100点，权

重股将继续受国企改革、优先股

试点等利好提振。 资金面上，本

周季末升息效应亦会减弱。

多家持看平态度的券商认

为大盘将反复震荡。新时代证券

指出，目前不确定因素较多，IPO

重启将对市场资金面产生分流

效应， 尽管3月以来经济形势有

止跌好转的迹象，但后市大盘缩

量震荡调整的概率较大。对于市

场似乎对一些利好消息视而不

见，五矿证券分析认为一是由于

指数仍处于下降趋势，二是经济

数据仍不理想。此外，EPFR数据

显示投资者连续20周从新兴市

场撤资，A股难独善其身。

对于基本面，华泰证券认为

一季度经济回落几无悬念，沪指

将在2000点区域以低迷震荡的

方式消化经济下行风险。 一旦经

济超预期，市场将迎来不错的上

涨机会。认为后市以弱势震荡为

主的申银万国证券分析称，上周

市场在政策利好支持下反而冲

高回落，表明市场缺乏内生上涨

动力，其根本是因为投资者对当

前经济形势和潜在热点缺乏信

心。 资金面上，虽然季末因素过

去，但增量资金匮乏，市场供求

关系难有明显改善。 另外，盘口

显示资金离场避险较为集中，观

望气氛日浓。

民生证券认为，目前股指属

于寻找方向的过程中， 消息面变

化或对市场影响较大， 后市需关

注政策面、IPO重启时间、国资改

革指导意见以及创业板和中小板

个股风险的释放这四方面因素。

看空本周趋势的机构指出

大盘短期还有调整的需求，空头

代表国都证券预计市场重心将

逐步下移， 其理由为人气低迷、

IPO分流及场内资金持续净流

出。太平洋证券明确指出创业板

支撑位在1200点，建议投资者规

避风险。 财通证券则认为后期应

关注政策出台和资金利率对投

资情绪的影响，在具体举措未出

台前仓位不宜太重，量能决定了

股指的方向。

受小盘股急跌拖累 上证指数周跌

0.29%

上周A股市场出现了分化走

势。 一方面是小盘股急跌，另一

方面则是银行股等大市值品种

的稳定。 小市值品种的急跌让多

头丧失了追逐题材股的底气，因

此虽然上证指数较为强硬，但一

周也跌了0.29%。

不过， 指数的下跌进一步彰

显出A股的投资价值。以银行股为

例，目前银行股的市盈率只有5倍，

市净率只有1倍，股息率高达7%以

上。这说明了银行股已具备了极佳

的投资价值。 不过，有观点认为银

行股的低估值，是市场参与各方对

中国经济未来不佳预期在证券市

场的反应。 但是，我国拥有庞大的

外汇储备、黄金储备、13亿人口的

消费市场，中国经济可能会增速放

缓，但绝对不会崩溃。 因此在此基

础上，银行股的低估值体系牢不可

催。由于银行股为代表的金融股占

A股总市值的38%，因此，只要银

行股跌不动，A股， 至少上证指数

不会大跌，A股迎来价值底。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目前的

确有增速放缓的可能性。 但改革

将会让经济放缓的趋势变得缓

慢，甚至会有所改观，比如说人

民币由升值趋势变成震荡甚至

有过一波贬值周期，这样出口有

望改善。 与此同时，上海、湖南等

诸多地方的改革也在陆续展开，

有望释放出经济增长的潜能，所

以，A股的发展潜能仍然不宜悲

观。在积极股市政策牵引下，A股

有望迎来一个向上周期的拐点。

新热点拉动 水泥指数大涨

3.65%

上周水泥板块反复活跃。 不

仅仅是金隅股份、冀东水泥等品

种，而且还包括海螺水泥等个股

均有逆势表现的K线图形， 驱动

着水泥指数大涨3.65%。

水泥股如此强劲的抗跌走

势，一方面源于水泥行业内部的

管理效率的提升。 比如说水泥行

业在近年来大力发展余热发电，

一套余热发电机组的收益往往

能够达到1、2千万元。同时，行业

并购使得行业之间的竞争程度

有所缓和。 由于水泥等建材一直

是高耗能产业， 越是小企业，单

位耗能越高。 而且，释放出的高

污染气体也较多，对环境压力也

强于大企业。 所以，我国在近年

来，一直淘汰落后产能，且对水

泥新增产能一直有着限制。 如此

就使得水泥产业的供给端明显

萎缩。 但由于我国保增长的政策

以及地方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

入， 使得我国水泥需求依然稳

定，这就出现了供给减少，需求

稳定的态势。 那么，产品价格自

然水涨船高。 故在近期，再度传

来华北、华东等区域的水泥价格

稳中回升的信息，驱动着盈利能

力的回升。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新产业

热点的形成。 比如京津冀经济

圈的设立， 使得市场对地处京

津冀经济圈的建材股有了较为

乐观的预期。 因为京津冀经济

具有强大的辐射能力， 进而使

得北京核心区域的高房价的需

求向保定、张家口，甚至天津、

唐沽等区域挺进， 所以此类区

域的建材需求会迅速提振。 受

此影响，冀东水泥、金隅股份等

个股的估值优势显现出来，新

增资金陆续涌入， 从而使得此

类个股出现在涨幅榜前列。 由

此可见， 水泥股的逆势抗争有

着一定的基本面因素的支撑，

中短线的走势值得期待。

热钱胃口改变 创业板指暴跌

6.29%

受到新股发行重启以及资

金回流银行股等低估值品种的

因素影响，创业板出现了热钱逃

离的态势，从而驱动着创业板指

节节走低，一周暴跌6.29%。

如此持续暴跌的K线形态就

显露出创业板的两个弱点，一是内

在的创新动力并不足够强大。由于

当前发行制度等因素的限制，使得

大量优秀的互联网等创新型企业

不能满足利润要求而只得远赴海

外上市，从而导致了目前创业板的

创新动能不强。也就意味着创业板

与创业、创新的关联度并不是特别

的紧密。 因此，略有监管的政策出

台， 创业板的题材股就作鸟兽散。

比如说近期央行、银监会等相关部

门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政策一出

台， 互联网金融概念股就迅速大

跌。如此走势也就说明了创业板的

真正创新能量欠缺。

二是高估值的弱点。由于近一

年来的疯狂炒作，创业板指的市盈

率一度达到70余倍。这是二十多年

的A股市场的高寒区域， 因为历史

走势显示，A股市场每到此估值区

域，牛市行情就会结束。 而市场一

度认为创业板因为创新等因素，足

以突破70倍市盈率的估值天花板。

但可惜的是，创业板内在创新动能

不足。 所以，的确难以突破70余倍

的牛市生命极限。 因此，创业板指

在近期持续暴跌，也说明了市盈率

估值体系仍然适用于创业板。

据此，可以推测的是，如果

创业板不能够利用此次IPO重启

的契机， 引进更多的创新型企

业，那么，创业板指在未来将很

难走出独立行情。 不过，经过急

跌之后，创业板的小市值、业绩

弹性强等诸多优势也会渐次显

现出来。 所以，再度持续急跌的

空间也不宜过于悲观。 也就是

说，创业板指在本周初固然可能

还会惯性调整，但是在1300点一

线的确会面临着强大的支撑。

题材股降温 民营医院指数暴跌

4.77%

上周A股市场持续急跌，空

气迷漫，因此，只要是高高在上

的个股，不问青红皂白，先杀跌

再说。木秀于林，风必吹之。而民

营医院概念股由于前期得益于

医疗改革等诸多信息的影响而

大幅走高，所以，在上周就成为

空头杀跌的重灾区， 一周急跌

4.77%。

不过， 就后续行情来说，经

过急跌后的民营医院概念股开

始迎来了一定的低吸契机。 一是

改革是横贯未来一年甚至数年

的主线，如此就意味着民营医院

概念股的发展趋势仍然乐观。 事

实上也的确如此， 在2014年以

来，社会办医方面的政策依然暖

风阵阵，2014年1月9日《关于加

快发展社会办医的若干意见》发

布，明确表示卫生规划要为社会

办医留足空间，允许社会资本参

与公立医院改制。2014年卫计委

的工作要点中也将推进公立医

院改革和加快发展社会办医作

为深化卫生体制改革的工作重

点。 在经过前两年医改的铺垫

后， 医疗服务领域的 “国退民

进”将进入黄金发展期。

二是民营医院概念股的发

展空间仍然广阔，从而为产业并

购提供了乐观的空间。 目前非公

立机构医疗占比仍然较低，未来

2年将迎来快速发展。 据“十二

五” 卫生事业规则中指出，到

2015年，非公立机构床位数和服

务量均达总数的20%。而在2014

年初，非公立机构的床位占比仍

然仅有11%左右， 民营医院不

足，公立医院垄断的现象依然存

在。 支持社会资本办医，增加医

疗服务供给量将是未来的主流

方向。

据此可以推测，在良好的政

策环境下，相关上市公司将会凭

借着资本市场的资本力量支持，

而加大产业并购力度， 驱动着A

股市场形成强大的民营医院概

念股方阵。 其中，复星医药、金陵

药业等个股可跟踪。

（金百临咨询 秦洪 执业证

书编号

A1210208090028

）

3月以来产业资本净增持额板块分布

代码 名称

3月以来产

业资本净增

持额(万元)

市盈率

（PE，

TTM）

市净率

（PB，

最新）

3月以来

涨跌幅

（%）

行业

600015.SH

华夏银行

364143.48 5.00 0.90 1.35

银行

000671.SZ

阳光城

71252.42 14.86 3.51 27.40

房地产

000061.SZ

农产品

64794.20 -3738.16 3.14 16.41

商业贸易

600638.SH

新黄浦

35949.96 57.62 2.22 17.52

房地产

000715.SZ

中兴商业

35277.77 30.99 2.73 -0.41

商业贸易

000979.SZ

中弘股份

31630.88 8.54 2.86 6.14

房地产

000532.SZ

力合股份

26291.72 85.51 7.54 -5.83

电子

000759.SZ

中百集团

23975.68 35.59 1.85 12.08

商业贸易

600519.SH

贵州茅台

20922.39 10.47 3.72 1.75

食品饮料

000002.SZ

万科

A 20451.16 5.92 1.16 20.83

房地产

601898.SH

中煤能源

19293.02 16.24 0.66 2.58

采掘

600077.SH

宋都股份

14675.94 13.39 1.89 14.43

交通运输

002006.SZ

精功科技

8966.08 -16.70 3.88 2.61

电气设备

002259.SZ

升达林业

8852.84 262.43 3.98 -9.20

轻工制造

600352.SH

浙江龙盛

8529.81 18.48 2.71 27.28

化工

600863.SH

内蒙华电

8263.83 7.76 1.24 2.65

公用事业

300080.SZ

新大新材

4716.52 50.32 1.23 -7.13

机械设备

000592.SZ

中福实业

3681.91 134.54 6.23 12.74

轻工制造

600558.SH

大西洋

2965.25 60.94 1.39 -8.65

机械设备

600684.SH

珠江实业

2175.98 8.12 1.99 17.38

房地产

600418.SH

江淮汽车

2125.31 14.20 1.90 12.67

汽车

300028.SZ

金亚科技

2104.43 -33.66 6.64 -8.82

通信

002299.SZ

圣农发展

1987.29 -37.21 2.56 10.21

农林牧渔

000975.SZ

银泰资源

1801.07 18.74 2.50 -4.58

有色金属

002347.SZ

泰尔重工

1729.81 102.61 1.61 10.25

机械设备

002516.SZ

江苏旷达

999.22 21.07 1.72 -4.17

纺织服装

002081.SZ

金螳螂

807.71 13.61 3.84 -2.47

建筑装饰

601012.SH

隆基股份

675.98 -254.92 2.41 4.13

电气设备

300094.SZ

国联水产

582.26 23.27 1.95 -4.39

农林牧渔

002570.SZ

贝因美

581.26 22.76 4.19 -4.04

食品饮料

002146.SZ

荣盛发展

566.36 7.81 2.07 38.41

房地产

000609.SZ

绵世股份

180.68 68.41 2.49 5.21

房地产

002162.SZ

斯米克

135.83 138.98 3.92 12.44

建筑材料

600006.SH

东风汽车

131.64 122.35 1.03 0.00

汽车

600048.SH

保利地产

120.67 5.11 1.06 14.22

房地产

600704.SH

物产中大

108.81 15.01 1.62 -15.91

商业贸易

600703.SH

三安光电

99.59 39.85 3.64 -0.13

电子

300155.SZ

安居宝

69.69 37.12 3.42 -18.42

计算机

000423.SZ

东阿阿胶

52.00 19.15 4.60 -3.80

医药生物

000488.SZ

晨鸣纸业

45.01 12.56 0.64 3.91

轻工制造

两因素致股东减持降温

3月产业资本净减持额环比降幅超6成

□本报记者 徐伟平

3月以来， 主板指数维持低

位震荡， 而小盘指数则弱势回

调，创业板指数破位下跌。 在此

背景下，二级市场重要股东的减

持额环比降幅下降了63.75%。分

析人士指出，3月份产业资本净

减持更多呈现出结构性特征，小

盘股仍是被减持的重点对象，而

部分大盘股获得产业资本的增

持，这可能意味着市场风格短期

向大盘蓝筹股倾斜。

减持规模环比降64%

结构性特征显著

Wind数据显示，3月以来共

有251只股票出现重要股东持股

变动， 其中增持的股票有75只，

合计增持股份数量10亿股，增持

金额估算为79.20亿元；遭减持的

股票有169只， 合计数量9.31亿

股，减持规模估算为105.66亿元。

整体来看，净减持金额为26.46亿

元。 这一数字较2月份72.99亿元

的减持规模回避下降了63.75%。

从风格来看，3月份产业资

本净减持更多呈现出 “抓大弃

小” 的结构性特征，小盘股仍是

被减持的重点对象，而部分大盘

股获得产业资本的增持。 3月以

来沪市主板和深市主板股票合

计增持金额为48.82亿元， 其中

华夏银行被重要股东净增持

36.41亿元， 阳光城被重要股东

增持7.13亿元， 农产品被重要股

东增持6.48亿元。

与之相比，小盘股的减持压

力则要大得多。 Wind资讯显示，

创业板和中小板3月以来净减持

额分别是16.01亿元和58.45亿

元，其中创业板中的智飞生物被

重要股东净减持2.80亿元，而中

小板中的中环股份的净减持额

更是高达10.13亿元。 3月以来，

创业板指数和中小板指数分别

累计下跌7.28%和8.33%，小盘股

短期市场表现较差，显著跑输主

板指数；尽管如此，产业资本对

小盘成长股的减持却丝毫没有

犹豫，这可能意味着市场风格短

期向大盘股倾斜。

今年1月至3月的月度减持

额分别为119.73亿元、72.99亿元

和26.46亿元。通过观察2014年以

来市场的运行状况不难发现，1月

中旬至2月中旬，随着流动性由紧

转松， 市场走出一波较强的反弹

行情，期间大小盘指数实现双升，

市场上一度出现蓝筹与成长起舞

的景象， 这令大小非有机会在相

对高位抛售股票。 不过3月份，沪

综指维持低位震荡， 以创业板指

数为代表的小盘股更是出现破位

下跌的状况， 当月的减持额也迅

速缩减至26.46亿元，环比降幅超

过6成，由此来看，产业资本减持

对于市场的敏感性颇高。

两因素致3月减持大降

通过数据的对比不难发现，3

月份产业资本的减持额较2月份

下降了63.75％，环比降幅较大。分

析人士指出，结构性行情的演绎、

年报期间禁止转让限售股的规定

是造成3月以来产业资本净减持

额环比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

首先，1-2月份，流动性的宽

松助推了市场阶段性反弹，令产

业资本有机会在相对高位抛售

股票，1月份的产业资本的净减

持额更是达到了119.73亿元，产

业资本的减持幅度较大，部分股

票的减持压力得到了释放。 3月

份市场重归震荡，宣告了阶段性

反弹的结束，产业资本的减持欲

望自然有所下降。

其次，按照相关规定，上市

公司控股股东在本公司年报公

告前30日内，不得转让解除限售

股份。随着2013年年报披露时间

的临近，不少有减持冲动的大股

东不得不将“弹药” 积蓄到4月

份， 这也是导致3月以来环比减

持大降的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 去年3月同

期， 两市产业资本净减持额为

98.87亿元，而今年3月以来这一

数字为26.46亿元， 同比下降了

73.24%。这主要是因为去年大小

盘指数在3月份出现一波较为强

势的反弹，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

小盘股2013年的单边牛市行情，

产业资本减持的意愿较强。 但今

年以来，大盘蓝筹股维持低位震

荡， 小盘成长股则大幅下挫，产

业资本减持套现的欲望自然大

大降低。

此外，从2014年限售股解禁

的分布来看，解禁规模较大的月

份是8月、9月和12月， 限售股解

禁额分别达到 1667.69亿元 、

2000.82亿元和1737.62亿元，下

半年部分月份面临的减持压力

明显较大。 与之相比，上半年的

减持规模相对较低，市场环境相

对较为宽松，这将在一定程度上

减轻了市场内部的压力。

代码 名称 交易日期 成交价

折价率

(%)

当日

收盘价

成交量

(万股\份\张)

成交额

(万元)

601318.SH

中国平安

2014-3-25 37.29 -1.22 37.15 1,000.00 37,290.00

601318.SH

中国平安

2014-3-27 37.29 0.30 37.18 700.00 26,103.00

600490.SH

鹏欣资源

2014-3-25 9.94 -9.96 11.05 2,616.48 26,007.81

600490.SH

鹏欣资源

2014-3-26 10.00 -9.50 11.20 1,500.00 15,000.00

601328.SH

交通银行

2014-3-24 3.81 1.06 3.82 3,668.50 13,976.99

600490.SH

鹏欣资源

2014-3-24 9.80 -9.93 11.04 1,320.00 12,936.00

600804.SH

鹏博士

2014-3-26 13.30 -10.01 14.35 962.00 12,794.60

600490.SH

鹏欣资源

2014-3-26 10.00 -9.50 11.20 1,116.00 11,160.00

600695.SH

大江股份

2014-3-25 5.74 -10.03 6.47 1,655.00 9,499.70

600611.SH

大众交通

2014-3-24 6.05 -2.58 6.31 1,500.00 9,075.00

002242.SZ

九阳股份

2014-3-26 10.64 -9.98 12.15 822.52 8,751.61

002306.SZ

湘鄂情

2014-3-24 6.40 -5.04 6.67 1,250.00 8,000.00

000068.SZ

华控赛格

2014-3-24 6.63 -10.04 7.32 1,200.00 7,956.00

002377.SZ

国创高新

2014-3-25 9.90 -8.50 11.79 700.00 6,930.00

000543.SZ

皖能电力

2014-3-27 6.62 -5.16 6.82 1,000.00 6,620.00

603008.SH

喜临门

2014-3-24 10.01 -4.67 10.37 575.00 5,755.75

600240.SH

华业地产

2014-3-24 5.03 3.29 5.21 1,100.00 5,533.00

002306.SZ

湘鄂情

2014-3-25 6.50 -2.55 6.60 850.00 5,525.00

002333.SZ

罗普斯金

2014-3-24 11.00 -7.17 11.32 500.00 5,500.00

000068.SZ

华控赛格

2014-3-24 6.63 -10.04 7.32 800.00 5,304.00

002338.SZ

奥普光电

2014-3-26 26.30 -7.07 28.72 200.00 5,260.00

002306.SZ

湘鄂情

2014-3-28 6.39 -0.31 6.34 800.00 5,112.00

002306.SZ

湘鄂情

2014-3-26 6.27 -5.00 6.57 800.00 5,016.00

600759.SH

正和股份

2014-3-26 11.00 0.82 10.89 436.00 4,796.00

600355.SH

精伦电子

2014-3-28 6.05 -4.87 6.35 791.00 4,785.55

600036.SH

招商银行

2014-3-24 9.53 -3.15 9.84 500.00 4,765.02

代码 名称 异动类型

异动

起始日

区间股票成

交额(万元)

区间

涨跌幅

区间

换手率

601000.SH

唐山港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4-3-24 203931.3091 28.19 21.81

002432.SZ

九安医疗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4-3-26 182452.6959 16.82 21.22

002312.SZ

三泰电子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4-3-25 111615.1531 -19.02 14.11

002312.SZ

三泰电子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4-3-26 86382.1812 -10.01 11.10

000687.SZ

恒天天鹅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4-3-27 61135.6112 10.06 14.96

002146.SZ

荣盛发展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4-3-27 130292.2466 7.12 6.25

600322.SH

天房发展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4-3-21 71738.0332 27.33 17.80

002279.SZ

久其软件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4-3-24 69396.8835 26.68 25.51

600846.SH

同济科技 换手率达

20% 2014-3-26 117882.1933 9.95 21.39

002456.SZ

欧菲光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4-3-27 101985.5012 -9.81 6.32

600155.SH

宝硕股份 换手率达

20% 2014-3-28 135819.2863 3.46 32.90

000687.SZ

恒天天鹅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4-3-21 146374.9506 23.21 38.92

002266.SZ

浙富控股 振幅值达

15% 2014-3-26 53051.6265 -2.84 8.47

601000.SH

唐山港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4-3-24 15707.0064 10.11 1.88

300275.SZ

梅安森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4-3-27 18492.7142 5.12 12.78

000709.SZ

河北钢铁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4-3-24 37691.8794 10.22 3.74

300146.SZ

汤臣倍健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4-3-25 24832.4454 -10.00 2.26

002377.SZ

国创高新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4-3-24 43150.9055 22.49 17.46

002279.SZ

久其软件 振幅值达

15% 2014-3-25 29336.7347 4.74 10.84

002342.SZ

巨力索具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4-3-24 35735.5726 10.08 5.63

600149.SH

廊坊发展 换手率达

20% 2014-3-24 75981.3126 9.95 24.83

600643.SH

爱建股份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4-3-27 48272.9205 9.98 5.53

600220.SH

江苏阳光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4-3-26 152156.9623 26.10 24.88

300245.SZ

天玑科技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4-3-26 21188.2305 10.00 11.07

600791.SH

京能置业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4-3-21 32028.2272 25.81 13.17

600018.SH

上港集团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4-3-25 32436.7417 10.07 0.31

大宗交易表格解禁情况一览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