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代码 名称 成交价

折价率

(%)

昨日

收盘价

成交量

(万股\份\张)

成交额

(万元)

601002.SH

晋亿实业

8.55 -1.84 8.95 2,000.00 17,100.00

300091.SZ

金通灵

16.58 -5.69 17.48 900.00 14,922.00

002426.SZ

胜利精密

7.74 -10.00 8.51 762.90 5,904.85

300090.SZ

盛运股份

23.09 -10.02 25.38 179.12 4,135.88

600691.SH

阳煤化工

3.96 -10.00 4.44 1,000.00 3,960.00

002505.SZ

大康牧业

15.00 -5.66 15.89 233.00 3,495.00

002260.SZ

伊立浦

15.40 -9.31 17.45 225.00 3,465.00

002505.SZ

大康牧业

15.00 -5.66 15.89 225.00 3,375.00

000659.SZ *ST

中富

2.21 -4.74 2.32 1,500.00 3,315.00

002505.SZ

大康牧业

15.00 -5.66 15.89 217.00 3,255.00

300121.SZ

阳谷华泰

13.23 -10.00 14.34 163.80 2,167.07

002311.SZ

海大集团

10.32 -1.71 10.69 200.00 2,064.00

300200.SZ

高盟新材

10.18 -9.99 11.60 195.00 1,985.10

300329.SZ

海伦钢琴

9.14 -5.58 9.39 200.00 1,828.00

002260.SZ

伊立浦

15.40 -9.31 17.45 100.62 1,549.55

601126.SH

四方股份

14.04 -2.36 14.52 100.00 1,404.00

002450.SZ

康得新

19.00 -9.44 20.78 60.00 1,140.00

002260.SZ

伊立浦

15.40 -9.31 17.45 65.00 1,001.00

002420.SZ

毅昌股份

4.44 -9.94 4.92 137.13 608.86

002343.SZ

禾欣股份

7.33 -9.95 8.14 68.00 498.45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净流入资金

(万元)

金额流入

率(%)

净流入量

(手)

资金流向

占比(%)

开盘净流入

资金(万元)

尾盘净流入

资金(万元)

600000.SH

浦发银行

13,373.62 14.37 136,625 0.09 -201.00 594.42

600050.SH

中国联通

9,411.90 17.52 293,591 0.14 298.60 2,232.56

002235.SZ

安妮股份

8,747.26 24.15 53,170 5.04 -435.17 455.09

600518.SH

康美药业

7,324.58 21.85 45,743 0.21 266.53 1,143.59

600386.SH

北巴传媒

4,990.55 12.79 51,735 1.28 -150.75 1,146.46

601001.SH

大同煤业

4,488.16 21.14 85,305 0.51 108.30 372.66

600030.SH

中信证券

4,311.54 4.10 36,855 0.04 -1,278.89 359.54

600158.SH

中体产业

4,145.00 6.30 41,636 0.63 318.18 191.24

600546.SH

山煤国际

4,133.46 25.78 110,345 0.56 27.80 494.23

601788.SH

光大证券

3,746.82 11.20 45,127 0.13 497.46 -250.73

个股资金流向配表行业资金流向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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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板或再陷年线争夺战

□本报记者 魏静

年线的支撑看似强劲， 却很难抵住创业板汹涌

“跑路” 的大潮。昨日，创业板盘中虽有反抽，但在明

星成长股纷纷下跌的拖累下， 创业板基本回吐周初

的涨幅，再度逼近年线关口。 目前来看，调整依然是

中期创业板无可避免的关键词， 投资者还需调整策

略，避险为上。

昨日，创业板指数低开低走，盘中一度跟随主板

指数翻红，但无奈上冲动力不足，午后该指数持续跳

水，最终几乎以全日最低价收盘。 截至收盘，创业板

指数下跌10.19点，跌幅为0.79%，报收1279.84点，进

一步向年线关口逼近。

创业板的冲高回落并未导致恐慌出逃气氛蔓

延，其内部依然维持住一定的赚钱效应。 创业板昨日

正常交易的342只个股中，仅有152只个股实现上涨，

其中明家科技、恒信移动及三丰智能强势涨停，只有

18只个股当日跌幅超过3%� ，多数个股涨幅都在1%

左右；而在当日出现下跌的180只个股中，有多达30

只个股当日跌幅超过3%，且多以明星成长股为主。

分析人士表示， 创业板近两个交易日的弱势下

行，进一步凸显了其与主板指数高度“捆绑”的关系：

即在目前弱势下行的筑底过程中，创业板的走强离不

开主板的“温床”环境；一旦这种“温床”消失，则创

业板反而会成为市场集中杀跌的重灾区。 目前来看，

市场可能围绕2000点展开持久战，在此过程中，创业

板的波动可能会加大，提醒投资者不宜盲目跟进。

基本面与政策面博弈 主抓主题和成长

□南京证券 周旭 温丽君

近期有关房地产市场的纷扰之声不绝于

耳，多重看空之声造就市场震荡幅度加剧，不

过市场对于微刺激力度有望加码的预期也始

终存在， 这支撑股指在2000点一线屡有护盘

动作。 然而， 在基本面及资金面的双重压制

下，市场总体做多动能仍然不足，股指反弹进

程明显疲软，尤其主板股指反弹过程中，量能

依然相对萎缩。因此，短期市场再度陷入基本

面与政策面的持续博弈阶段，股指上下两难。

不过由于未来两个月处于业绩真空期， 优质

成长股、 有实质性政策支撑的主题股可能仍

有深蹲起跳、超跌反弹的动能，不过对反弹的

预期收益率仍应持谨慎态度。

房地产市场扰动稳增长预期

房地产市场的一举一动都在牵扯市场的

神经， 近期随着二三线房地产的降价潮蔓延

至一线城市， 加之房地产成交的持续萎缩，4

月百城房价45个环比下跌，叠加人民币贬值，

国际投行、国内市场人士看空房地产、提示风

险之声不绝于耳， 地产投资增速的下滑可能

成为经济下滑的主要推手。 不过微刺激政策

出现加码迹象， 显示基本面与政策面进入持

续博弈阶段。

近期的政策动作中， 已经明显能感觉到

微刺激力度在不断加码， 无论是铁总继续加

码铁路投资，亦或者是住建委换帅，都在倾向

于进一步加大稳增长的政策力度，除此之外，

房地产调控政策正在逐渐松动， 放松限购的

城市在不断增多。不过需要明晰的是，单靠铁

路新增1000多亿的投资，仅能拉动GDP增速

0.1个百分点，而外需上看，4月份出口增速虽

有所回稳， 同比增长0.9%， 但离年内目标位

7.5%较远。而最为重要的是，对于目前的房地

产市场而言， 库存固然是影响销售的重要基

本面因素，但信贷政策的变化，也起到了重要

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目前来看，信贷政策的风

向仍难发生明显的转变，5月以来的按揭利率

进一步上行，这将继续压制地产销售情况。那

么， 地产和外需对于经济构成的下行压力仍

将超过当前稳增长的托底效应， 经济复苏疲

软，面临进一步下行压力，仍是市场最为担忧

的基本面。

因此，基本面的疲软，尤其是政策路径

相对明晰下，货币政策大幅放松的概率仍然

较低， 这都制约了权重周期股的反弹空间，

因此，对于主板的反弹动能仍然难以给予乐

观预期， 虽然当前沪指主板的估值只有8倍

左右，放在全球市场其估值都有相对的吸引

力，但需求未见底，尤其是资产价格泡沫存

在消减预期下，短期仍难引发大规模资金的

回流。

短线可布局主题成长

在基本面制约下， 主板股指的反弹空

间不大，0存量资金仍将主导市场。 笔者认

为，在以散户为主的A股之中，对于成长与

主题的风格追逐难以发生根本变化， 促发

成长退潮的根本逻辑在于供求关系重塑下

的估值回归，但新股发行、尤其是注册制带

来的供求关系的扭转是一个渐进的缓冲过

程， 并不会直接导致现有成长股估值溢价

体系的完全坍塌。 因此，在深跌过后，成长

股，尤其是估值已经回到相对合理位置，业

绩成长确定性较强的成长股， 必然会迎来

一波超跌反弹的动能， 这在前期的反弹进

程中，创业板的反弹动能可能更为强势，尤

其若是新股开闸过后， 对于新股成长股的

追逐仍有可能带动二级市场成长股的反弹

走势。

此外， 笔者对于结构性刺激力度后续加

码依然存在乐观预期，因此，政策依然有望出

台利多消息的，诸如加快重点地区经济建设、

落实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以及出台促进信

息、旅游、养老等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政策，促

进居民扩大消费等， 仍将指引一定的主题投

资机会， 这也成为反弹进程中仍应主抓的一

条主线。

总的看，注册制的远期引领，逐渐放松

的创业板公司上市门槛，对于现有创业板指

的高估值体系而言， 仍将形成较大的影响。

除此之外，根据WIND资讯的数据，目前创业

板指2014年的预测市盈率已经回落至32倍

左右， 如果仅凭此估值水平已基本合理，但

其蕴含的是创业板2014年的业绩仍有50%

以上的成长预期， 盈利预测可能过于乐观。

因此， 虽然我们认为5、6月份处于业绩真空

期， 创业板指在反弹过程中拥有更大的动

能，但如果未来盈利逊于预期，其重心依然

存在进一步下移的风险。 因此，在追逐成长

股的反弹空间时，更应留足估值以及业绩的

安全边际， 而且应适当降低预期收益率，而

对于纯题材概念的个股，则更应逢高进一步

减仓，切勿过度恋战。

27.96亿元资金净流出

借护盘跑路 短线思维愈演愈烈

□本报记者 李波

昨日沪深两市大盘冲高回落， 资金继续

小幅净流出。 据Wind资讯统计，昨日两市共

有27.96亿元资金净流出，净流出规模环比下

降；非银金融、采掘、银行和综合板块实现资

金净流入。 分析人士指出， 昨日沪综指逼近

2000点之际再现蓝筹护盘， 但随后资金借护

盘出货的迹象明显， 前半周走强的消费类板

块近两个交易日持续遭弃， 都表明资金快进

快出的短线思维进一步加剧， 投资者信心严

重不足。当前市场弱势格局难改，操作上宜控

制仓位， 防御为上， 等待经济数据释放新信

号，以及新股正式发行上市消化利空。

27.96亿元资金离场

昨日沪深股指冲高回落，沪综指日K线收

出一根带有长上影线的小阳线， 资金继续小

幅净流出。

截至昨日收盘， 上证综指报2015.27点，

上涨5.19点， 涨幅为0.26%； 深证成指报

7169.98点，下跌64.71点，跌幅为0.89%。 创业

板指数昨日下跌0.79%，报收1279.84点；中小

板综指下跌0.16%，收报5999.83点。沪深两市

分别成交595.29亿元和697.68亿元。

从资金流向来看， 沪深两市主力资金昨

日依然呈现资金净流出格局。 据wind资讯统

计， 昨日沪深两市A股合计净流出资金27.96

亿元，环比5月7日的65.71亿元明显下降。

昨日28个申万一级行业指数涨跌互现，

其中，采掘指数以1.19%的涨幅领跑，交通运

输、国防军工和非银金融等指数小幅上涨；相

比之下，房地产、休闲服务、计算机指数跌幅

居前，不过跌幅较小，都在1%以下。

行业资金流向方面， 据Wind资讯统计，

在28个申万一级行业板块中，只有非银金融、

采掘、 银行和综合四个板块昨日实现资金净

流入， 全日净流入额分别为1.51亿元、1.09亿

元、6725.13万元和584.67万元； 其余24个行

业板块均遭遇资金净流出，其中，国防军工、

交通运输和农林牧渔板块的净流出规模相对

较小， 分别为745.02万元、1677.29万元和

2191.38万元；化工、电气设备、医药生物和电

子板块的资金净流出额度较大， 分别为3.93

亿元、3.73亿元、2.44亿元和2.30亿元。

短线思维愈演愈烈

本周二和昨日， 沪深两市大盘均走出冲

高回落行情。 特别是昨日， 就在沪综指逼近

2000点之际，蓝筹护盘再度出现，煤炭板块强

势反弹，带动上证综指早盘一度上涨30点；然

而，跟风盘不足导致反弹难以为继，股指午后

一路下行，几乎将早盘涨幅悉数回吐。尽管行

业和概念板块的表现较前几个交易日明显回

暖，但资金依然没有改变净流出的格局，充分

表明市场情绪依然谨慎，信心严重不足。

而从板块的资金流向来看， 前半周持续

吸引资金流入的电子、 医药生物等消费类板

块，近两个交易日则遭遇抛弃。 不到一周内，

此类板块就从资金净流入榜首退至资金净流

出榜首， 反映出存量资金见好就收的短线思

维愈演愈烈。

逼近2000点反弹、随后拉升后回调，几乎

成为近期市场的真实写照。从市场环境来看，

经济运行旺季惊喜不大， 新股开闸施压资金

面，政策微刺激边际效应递减。就板块表现而

言，蓝筹板块受制经济增速下行和结构转型，

成长股进入挤泡沫和分化之旅。因此，当前市

场暂难找到足够的上涨动能和领涨主力，弱

势格局还将持续。

在沪综指收出两根长上影日K线之后，

市场走势再次变得敏感和微妙。 本周五即将

公布的CPI和PPI数据预计还将主导市场波

动。而从历史走势来看，新股真正发行上市之

日或许才是市场卸下包袱启动反弹之时。 在

此之前，操作上宜控制仓位，防御为上，快进

快出。

京津冀概念卷土重来

□本报记者 李波

昨日沪深两市冲高回落，概念炒作明显升温。其

中，京津冀一体化概念涨幅居前。政策面再现利好以

及技术面超跌反弹，推动该板块再度走强。 wind京

津冀一体化指数昨日上涨2.58%， 涨幅在所有wind

概念指数中位居第二。成分股中，冀东装备和河北宣

工涨停。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研究员

冯奎指出，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无论从区域角度还是

从推进城镇化角度，都可以称得上是头等大事。一方

面，北美建立了自由贸易区，欧洲也通过各种城市群

的组合焕发出新活力。 中国正在把北京建设成世界

城市，要扩大北京在东北亚这一区域的影响力，必须

强调京津冀一体化发展。另一方面，京津冀一体化在

新型城镇化方面具有带头作用。如今，全国有几十个

城市群， 它们在城镇化发展中面临着极为相似的人

口、资源、环境等问题，都希望京津冀一体化发展能

提供成功模式。所以，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意义绝不

是单纯解决北京的城市病，也是在为其他城市、区域

的发展进行重要的制度性探索。

此外，wind京津冀一体化指数自4月15日至4

月28日的10个交易日内累计下跌16.13%。在短线调

整之后，该指数存在技术性反弹需求。

分析人士指出， 京津冀一体化发展具备较大的

战略意义，预计相关配套措施还将不断出台。作为今

年以来A股市场最火热的题材， 京津冀一体化概念

将反复受到资金关注和炒作。

多因素助煤炭板块领涨

□本报记者 李波

昨日煤炭板块表现活跃， 涨幅在所有行业中居

首。神华提价、煤价上涨、政策利好、技术反弹以及主

力护盘意图都成为煤炭板块领跑的助推器。

据Wind资讯统计，昨日中信一级行业指数涨跌

互现。其中，煤炭指数上涨1.97%，涨幅最大。成分股

中， 山煤国际和大同煤业涨停， 云煤能源大涨

9.85%，露天煤业和恒源煤电涨逾5%。

神华集团和中煤集团等大型煤炭企业先后宣

布，自5月1日起，将各自销售的多种品质动力煤的

长协价格在4月份优惠价格基础上提高5元/吨，这一

措施逐步得到更多煤炭企业的响应。 在此背景下，5

月7日公布的环渤海地区动力煤价格指数报收于

534元/吨，环比上涨2元/吨。

与此同时， 近期管理层的微刺激政策以及开工

旺季的到来，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煤炭需求回升。而

面对煤炭企业的困境，近日，山西省政府召开常务会

议，部署落实2013年推出的煤炭救市政策，将原本

于2013年年底到期的暂停提取矿山环境恢复治理

保证金和煤矿转产发展资金、 减半收取煤炭交易服

务费政策继续延续，并暂停协议方式配置煤炭资源，

暂停审批露天煤矿。

此外， 中信煤炭指数年内累计下跌16.17%，跌

幅最大，具备一定技术性反弹动能。而在大盘持续弱

势震荡、沪综指再度逼近2000点之际，煤炭股的启

动在很大程度上有着护盘的意味。

分析人士指出， 煤价上涨和政策刺激或对煤炭

板块构成支撑， 不过在经济结构转型和增量资金缺

失的背景下，对该板块的反弹高度不宜过度乐观。

5月8日股票大宗交易情况

神仙约架 游资渔利

“螺蛳壳”中看向局部热

□本报记者 张怡

昨日股指冲高未果转而回落， 成交额仍

未能有效放大， 市场资金难以寻找到稳步上

行的着力点， 谨慎心态有增无减，“螺蛳壳”

行情的空间难以拓展，久盘下跌风险积聚。 不

过值得关注的是， 近期股权争夺引发的局部

热却颇为火爆。 近日金地集团、金融街、新黄

浦、农产品等身上均发生了举牌事件，乃至逐

步升级的股权争夺战，引发了股价剧烈波动。

不同于争夺股权的两路 “神仙” 股东，“渔

翁” 游资通过在融资融券市场中的双向操作

进行高抛低吸而获利颇丰，成为坐收渔利者。

局部热潮反复 游资坐享渔利

昨日股指冲高回落，弱势行情延续，难以

吸引增量资金的驰援。 不过近期因股权争夺

战而引发的局部热潮反复出现， 吸引了市场

中各路游资的高度关注和参与。 分析人士指

出，两路资金充裕的股东“神仙” 并非是冲着

短期炒股获利而介入的，不过坐观其战的“渔

翁”游资却获得丰厚利润。

近期金地集团、金融街、新黄浦、阳光城等

多家地产上市公司均上演了股权争夺战，股价

出现剧烈波动。 在乏善可陈的弱市之中，“神

仙” 的股权争夺战迅速成为了全市场瞩目的

焦点，原本受困于基本面而死气沉沉的地产股

瞬间人气爆棚。此外，农产品、中百集团等也均

因获得了股东的举牌而备受市场关注。

这种竞相“举牌” 引起了股价的大起大

落和两融余额的骤增骤减， 而游资借此机会

通过两融市场做空做多坐享渔利。例如，受举

牌的带动，金地集团的两融余额从3月初的11

亿元左右开始攀升， 至4月17日创出新高

18.50亿元。 不过随后，融资客已经嗅到了风

险，开始坚定“高抛” ，并“踏准” 了市场节

奏。 4月18日金地集团股价休整之时，融资客

谨慎地偿还了3.13亿元，随后在4月24日金地

股价涨停之际， 融资客则大手笔逢高偿还了

高达8.08亿元的融资额。 这两笔巨额偿还几

乎将前期的布局买入额全部偿还完毕， 两融

余额也由此直线回落至10亿元左右。

随后， 金融街和新黄浦再度接过了举牌

热的接力棒。金融街的融资余额自4月25日股

价开始明显上涨起出现明显放大， 但当日也

有不少融资客逢高撤离。在4月28日融资客又

进行了高达3.15亿元的融资买入； 随后停牌

的三天时间内，融资客并未大量撤离，待5月6

日复牌后融资客再度买入2.49亿元； 而敏锐

的融资客在7日趁金融街涨停之际，进行了超

过2亿元的融资偿还操作。 事实表明，金地集

团的股价在7日创下了阶段高点， 而8日下跌

了6.36%。

通过观察不难发现， 举牌热门股的股价

连续上涨之后，其融资就出现巨额净偿还，而

当其股价回调一定幅度之后， 融资客再度融

资买入，这种“高抛低吸” 的操作手法成功地

通过股权争夺战获得了稳定的巨额回报。

“螺蛳壳” 里难施展

结构性行情料延续

从上述局部热潮的反复， 可以看到产业

资本正在影响A股市场的定价思维， 并营造

出局部丰厚的赚钱效应。 不过在市场整体亮

点缺乏、存量资金博弈的格局下，预计结构性

行情将是短期的主旋律。 而量能和热点的缺

乏，将使得指数只能在“螺蛳壳中做道场” 。

分析人士指出， 股权之争是大资金打出

的明牌，而非资金的暗流涌动；而且股权争夺

并非“一锤子买卖” ，而是一个持续抗衡、不

断升级的过程，从以往的经验来看，往往长达

几个月乃至半年， 有时候甚至在一段时间后

再度爆发。因此，股权争夺给市场带来的是最

为确定的投资机遇， 受到的关注度和带来的

股价提升甚至超过了重组题材。 在这种情况

下， 资金的逐利性决定了这种股权争夺战必

然吸引来各路资金的关注和参与， 以坐享渔

翁之利。

虽然举牌热带起了市场中的局部热点，

不过量能的不足和持续性热点的缺乏， 料将

使得局部结构性行情继续成为主导。 从昨日

沪综指的表现来看， 股指尝试冲高但未能成

功，主要的特点是弱势股多次领涨，成交额未

能有效放大。回顾本周二钢铁股领涨，昨日煤

炭股领涨， 市场中缺乏明显的热点和投资风

格。 尽管有700万套保障房和8000亿元铁路

投资来稳增长， 但政策对于市场的提振效应

并不强，沪综指的成交额连续6个交易日未能

有效突破600亿元。

市场人士指出，市场冲高回落未果，弱势

股领涨且量能不足， 共同体现出资金进场意

愿不强，市场上攻动力不足。这主要是因为资

金难以寻找到稳定的着力点， 而震荡行情又

使得资金心态如同惊弓之鸟， 不论是指数上

涨还是下跌， 谨慎心态均不能缓解。 总体看

来，若无增量资金的驰援，地量弱势横盘的延

续料消耗主力资金的做多动能， 使得行情步

入“螺蛳壳”中的下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