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代码 名称 成交价

折价率

(%)

当日

收盘价

成交量

(万股\份\张)

成交额

(万元)

600438.SH

通威股份

7.59 -9.96 8.48 3,950.00 29,980.50

002386.SZ

天原集团

7.08 -4.97 7.55 853.08 6,039.81

600371.SH

万向德农

16.18 -5.16 17.03 250.00 4,045.00

600371.SH

万向德农

16.18 -5.16 17.03 250.00 4,045.00

600967.SH

北方创业

18.88 0.21 19.42 208.00 3,927.04

601012.SH

隆基股份

12.77 -3.98 13.45 300.00 3,831.00

002594.SZ

比亚迪

37.62 -10.00 42.01 100.00 3,762.00

002260.SZ

伊立浦

15.40 -9.94 17.68 230.00 3,542.00

002655.SZ

共达电声

11.27 -3.01 11.74 300.00 3,381.00

300216.SZ

千山药机

16.11 -10.00 18.50 200.00 3,222.00

300146.SZ

汤臣倍健

29.30 -6.48 30.52 100.00 2,930.00

300146.SZ

汤臣倍健

29.30 -6.48 30.52 100.00 2,930.00

002420.SZ

毅昌股份

4.55 -10.08 5.03 520.00 2,366.00

002420.SZ

毅昌股份

4.55 -10.08 5.03 500.00 2,275.00

002359.SZ

齐星铁塔

5.78 -9.97 6.33 320.00 1,849.60

300146.SZ

汤臣倍健

29.30 -6.48 30.52 60.00 1,758.00

002455.SZ

百川股份

14.55 3.34 15.00 100.00 1,455.00

300012.SZ

华测检测

18.92 -3.37 19.50 60.00 1,135.20

300012.SZ

华测检测

18.92 -3.37 19.50 60.00 1,135.20

300120.SZ

经纬电材

7.04 -4.22 7.30 150.00 1,056.00

600967.SH

北方创业

18.88 0.21 19.42 55.00 1,03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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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386.SH

北巴传媒

8,137.81 17.89 79,399 1.97 1,014.26 3,812.55

000400.SZ

许继电气

5,042.23 16.77 17,759 0.45 1,126.48 440.71

002273.SZ

水晶光电

4,571.00 11.47 24,814 0.74 1.68 916.86

000863.SZ

三湘股份

4,045.11 25.20 61,079 3.50 1,083.07 325.14

600048.SH

保利地产

3,978.53 6.11 51,717 0.07 3,447.32 -856.98

600705.SH

中航投资

3,759.01 14.46 23,468 0.32 122.17 1,106.01

000002.SZ

万科

A 3,649.28 5.09 47,153 0.05 2,157.88 187.68

002662.SZ

京威股份

3,478.28 17.72 38,673 2.58 2,322.97 70.16

002725.SZ

跃岭股份

3,328.46 22.57 10,795 4.32 -102.85 1,378.33

000024.SZ

招商地产

3,077.53 7.85 18,003 0.26 1,684.65 413.16

■ 责编：龙跃 美编：马晓军 电话：

010－63070390 E-mail:zbs@zzb.com.cn

■ 2014年5月15日 星期四

市场新闻

arket�News

A10

M

沪深两市资金净流入前十 行业资金净流入（出）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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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0点平衡木上的“X” 因素（三）

平淡市或成“白马股” 温床

□本报记者 张怡

在经过周一的大涨之后， 周二和周三A

股再度陷入地量盘整的纠结走势。 尽管市场

平淡，但个股机会仍在暗流涌动。在一季度业

绩整体下行背景下， 业绩稳定增长预期确定

的股票逐渐脱颖而出。 统计显示，当前有322

只个股的一季度净利润增速超过20%， 且市

盈率（TTM）小于30倍。 分析人士认为，这些

优质白马股正在引燃市场反弹的星星之火。

掘金优质白马股

周三，A股市场延续横盘震荡走势，尚未

从休整中再度崛起。 分析人士认为，目前A股

市场中的热点多以“一日游” 行情为主，持续

性较差使得赚钱效应大打折扣， 对资金的吸

引力也大幅减弱， 多头上攻的动能也被逐步

消磨。 由此，部分资金选择暂时离场观望，导

致缩量整理态势。

不过市场总是在沉寂之时孕育牛股。 当

前在所有A股中，业绩稳定、估值合理的个股

无疑拥有更佳的安全边际和上行空间， 若其

进一步涉及改革题材， 即便在弱市中仍将会

有丰富的投资机遇。

据Wind数据统计， 全部A股中市盈率

（TTM）小于30倍的个股共有1138只，在这

些估值相对较低的个股中，有322只个股的净

利润增速超过了20%。 这些个股应是重点关

注的目标群体。 从行业分布上看，上述322只

绩优低估值个股中，化工、公用事业、房地产、

建筑装饰、 机械设备行业个股较多， 不难发

现，这些全部为周期性行业，涉及的也多为蓝

筹股。

尽管这些个股的总市值的平均值达到了

184亿元，但是自由流通市值的均值不到67亿

元。 其中，有123只个股的自由流通市值未超

过200亿元，仅有民生银行、中国平安、兴业银

行、海通证券、贵州茅台、中国太保、中国建

筑、北京银行和华夏银行9只个股的自由流通

市值超过了300亿元。 而实际上，前期受到热

炒的成长牛股的自由流通市值与此相差无

几，例如海康威视为220亿元，百视通为192亿

元， 歌尔声学为185亿元， 华谊兄弟为163亿

元， 鹏博士和比亚迪也分别达到152亿元和

148亿元。相比来看，这些貌似“笨重”的大盘

蓝筹股并非没有可能迎来热炒。

从估值上看，上述322只个股的平均市盈

率为18.39倍。 分析人士指出，相比于目前风

雨飘摇的中小盘股， 这些个股除了缺少了部

分成长性题材外，在估值、业绩、安全性、流通

性等方面均具有优势，而且还具备政策支撑。

这也解释了为何每当沪综指跌破2000点时，

总是有政策引发市场中蓝筹领涨出现放量中

阳，从而将股市拖出纠结泥潭。

政策支撑 题材性蓝筹值得关注

昨日A股的平淡表现中始终穿插着蓝筹

股的活跃身影。 受益于央行关于首套房贷的

表态，房地产行业领涨，但涨势较周二有所减

弱；盘中金融股出现拉升但也逐步回落。 尽管

如此， 改革政策性红利已经成为并将继续成

为股指企稳反弹的最大动力。业绩稳定、低估

值的个股无疑拥有更强的安全边际和上行空

间，而若其涉及改革题材，即便在弱市中也将

会有丰富的投资机遇。

A股市场今年面临两大新变化：第一，经

济、资本市场改革全面推进；第二，新股发行

重启恢复融资功能。 而从年初开始，政策就

在不断的加码， 引起资本市场中阵阵热潮。

这些改革措施推出及实施过程中，最为受益

的多为低估值蓝筹股。 例如京津冀协同发

展、新疆区域振兴等相关政策的发布，引发

了区域概念股的反复炒作，并再度引燃了资

金的“炒地图” 热情，其中涉及了房地产、建

筑建材、铁路公路、金融等诸多权重板块；又

如，放宽险资入市比例、优先股稳步推进、沪

港通政策推出、定向降准，以及最近发布的

新“国九条” ，均激发了短期市场的乐观情

绪，改革红利的持续释放引发了金融股、AH

两地上市股、采掘、有色金属等板块的罕见

热潮。

值得关注的是，日前上交所发布的《沪市

上市公司2013年年报整体分析报告》也向市

场释放出重要信号。 上述报告认为，沪市大盘

蓝筹股经营稳健、业绩稳定、分红能力强、股

息率高，投资价值十分突出，但市场估值与成

交活跃度却与之存在巨大背离。为此，有必要

创新改革， 结合沪市大盘蓝筹股具有交易流

动性好、抗操纵性强等特点，在交易机制设置

上，可以与其他板块股票有所区分，给予更多

的交易自由度，以提升蓝筹股活跃度。

分析人士指出， 当前， 沪综指市盈率

（TTM）仅为8.9倍，做活做强的动力十足。该

报告对蓝筹股的活跃具有一定的支撑作用，

后市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 淘汰落后产能公

司的转型升级、 新兴产业转型等是蓝筹股发

展的重要方向；同时，蓝筹股“T+0” 、个股期

权等利好蓝筹股的政策预期也进一步升温。

28.93亿元资金净流出

资金短炒两主线：超跌+政策

□本报记者 李波

昨日沪深两市弱势震荡， 资金继续小幅

净流出。 据Wind资讯统计， 昨日两市共有

28.93亿元资金净流出， 净流出规模环比下

降；房地产、农林牧渔和休闲服务板块实现资

金净流入。分析人士指出，本周一吸引资金大

举流入的煤炭和有色板块在近两个交易日持

续遭弃， 而受益政策利好的房地产板块持续

呈现资金净流入，反映资金偏好从“超跌” 再

度回归“政策” 。 在政策预期整体向好的格局

下，政策作为资金短炒主线将愈发凸显。

28.93亿元资金离场

周一大涨之后， 沪深股指连续两个交易

日弱势震荡，成交持续萎缩。 昨日，沪深股指

双双再收缩量十字星， 资金继续呈现小幅净

流出格局。

截至昨日收盘， 上证综指报2047.91点，

下跌2.82点， 跌幅为0.14%； 深证成指报

7325.52点，上涨15.21点，涨幅为0.21%。 创业

板指数昨日上涨0.19%，报收1278.66点；中小

板综指上涨0.05%，收报6082.78点。沪深两市

分别成交564.55亿元和676.21亿元，成交环比

周二继续下降。

从资金流向来看，在周一流入之后，沪深两

市主力资金连续两日净流出。 据wind资讯统

计， 昨日沪深两市A股合计净流出资金28.93亿

元，净流出规模较周二的42.40亿元环比回落。

昨日28个申万一级行业指数涨跌互现，

其中，房地产、休闲服务和农林牧渔指数涨幅

居前，分别上涨0.69%、0.54%和0.44%；相比

之下，食品饮料、有色金属和国防军工板块跌

幅较大，分别下跌1.40%、0.76%和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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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房地产、农

林牧渔和休闲服务三个板块昨日实现资金净

流入， 全日净流入额分别为8799.20万元、

4997.95万元和2684.02万元； 其余25个行业

板块均遭遇资金净流出，其中，汽车、钢铁、商

业贸易和综合板块的净流出规模相对较小，

都在4000万元以下；有色金属、采掘、食品饮

料和化工板块的资金净流出额度较大， 分别

为4.95亿元、3.08亿元、2.70亿元和2.69亿元。

短线思维愈演愈烈

本周二和昨日， 沪深两市大盘持续弱势

震荡。资金也从周一的净流入迅速转向，变为

连续净流出，表明市场情绪仍偏谨慎，信心不

足。 特别是，此前沪综指反复演绎“2000点反

弹，拉升后回调” 的箱体震荡，令投资者对大

涨之后的市场走势反而心存疑虑。

从板块的资金流向来看， 周一吸引资金

大举进驻的有色金属和采掘板块， 近两个交

易日连续遭遇大幅净流出。 仅仅一天时间，煤

飞色舞便偃旗息鼓， 从资金净流入榜首退至

资金净流出榜首， 凸显存量资金见好就收的

短线思维。

其实， 从周一资源股领涨就可以明显看

出， 主力资金在2000点抢反弹的操作思路是

“超跌” ，煤炭和有色等一批低价超跌股成为

主力的首选，其他品种则少人问津。 而煤炭、

有色板块尽管短期有价格反弹、景气止跌、政

策救市等正面刺激，但基本面依然承压，且拉

升需要消耗大量资金。因此，这种超跌反弹性

质的行情更多是脉冲和阶段性的， 而这种预

期更加速了资金的获利回吐。

值得一提的是， 房地产板块连续两个交

易日吸引资金净流入，对市场形成一定支撑，

政策松绑预期成为资金博弈反弹的关键因

素。 不过，昨日地产板块的资金流入规模环比

明显下降，反映跟涨意愿不足，反弹持续性将

取决于政策落实情况和超预期程度。

分析人士指出， 周一的41点中阳扭转了

短期的下跌趋势，市场迎来企稳喘息的机会。

不过，新“国九条” 暖风未散，新股开闸便箭

在弦上， 这种政策对冲导致市场在大涨之后

重新回归多空平衡。 总体来看，大盘持续拉升

恐动能不足，震荡走高或是大概率事件。 在政

策预期整体向好的格局下， 主力对于主题的

炒作将密切围绕政策走向进行。

创业板缩量震荡

□本报记者 李波

昨日创业板指数震荡整理，成交萎缩。尽管年线

构成支撑，但观望情绪浓厚，反映市场对于创业板仍

持谨慎态度。

创业板指数昨日以1273.21点开盘，下探后展开

两波快速拉升，早盘一度冲高至1282.35点，之后快

速跳水并翻绿， 午后企稳震荡回升， 尾市收报于

1278.66点，上涨2.42点，涨幅为0.19%。

个股方面， 在343只正常交易的创业板个股中，

有185只实现上涨。其中，安诺其、汇金股份和美晨科

技涨停，互动娱乐逼近涨停，硕贝德和汇中股份分别

大涨9.58%和8.07%，扬杰科技、全通教育、金通灵、网

宿科技、安控科技的涨幅都在5%以上。在149只下跌

个股中，南风股份跌幅最大，下跌6.58%，欣泰电气、

金利华电、天瑞仪器和南方泵业的跌幅在4%以上。

创业板指数昨日继续窄幅震荡， 且延续了周二

早盘拉升随后快速跳水的走势；与此同时，昨日创业

板指数成交额环比萎缩，创下近一年以来阶段地量，

表明市场观望情绪浓厚。分析人士指出，创业板虽然

有主板市场企稳和技术面年线支撑， 但反弹动力欠

缺， 后市反弹高度取决于消息面和成交量变化。 此

外，年报和一季报的披露令成长股显出真容，绩差股

难以单凭讲故事抬拉股价， 创业板内部个股分化将

进一步加剧。

政策利好

助地产股继续领跑

□本报记者 李波

昨日沪深两市延续震荡格局， 行业板块涨跌互

现。 其中，房地产板块受益政策利好刺激，表现相对

活跃。

申万房地产指数昨日大幅高开，震荡下行，之后

横盘震荡，收盘上涨0.69%，涨幅在申万一级行业指

数中排名居首。 成分股中，阳光股份涨停，中南建设

大涨9.81%， 阳光城和华联控股分别上涨5.49%和

5.45%，天房发展和荣盛发展的涨幅在3%以上。

继周二领涨之后，昨日地产股继续活跃，主要受

到消息面利好的刺激。一方面，央行要求各商业银行

合理配置信贷资源， 优先满足居民家庭首次购买自

住普通商品住房的贷款需求， 合理确定首套房贷款

利率水平， 及时审批和发放符合条件的个人住房贷

款。 另一方面，有消息称天津松绑房地产限购，刺激

天津地产股普遍上扬，天房发展涨逾3%。

与此同时， 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

长陈家强13日表示， 将放宽双倍印花税的换楼期

限。 此前由于香港楼价急升，香港特区政府去年2月

推出一系列调控楼市措施。由于成效渐显，特区政府

调整相关措施，放宽换楼期限。 受此刺激，昨日香港

市场地产股午后急速拉升， 中资地产股和香港本地

地产股携手上涨，与A股地产股也形成呼应和共振。

分析人士指出， 随着一系列利好政策预期的出

现，投资者情绪有所转暖，地产板块或将借此契机迎

来阶段反弹。 不过，如果没有银根的实质性放松，央

行“窗口指导” 个人住房贷款的效果或有限。 另外，

地产板块的反弹高度依然受制于业绩下滑、 库存压

力等基本面因素。

A股趋势性上行可期

□银泰证券 陈建华

在负面因素依然存在的情况下， 市场分

歧难以避免， 沪深大盘短期预计将维持震荡

格局。 但从中期看，A股无疑正处于底部区

域，在长期调整令做空动能充分释放后，大盘

即便向下调整，空间预计也将相对有限。 在这

一判断下，投资者应当坚定中长期做多信心，

后期随着经济改善以及政策红利的陆续释

放，沪深市场预计将迎来趋势性上行机会。

在经过周一的反弹后， 近两个交易日A

股持续震荡，沪深指数虽未明显回落，但反弹

开始面临动力不足的局面。同时，从成交量情

况看，伴随指数震荡，两市成交量再度萎缩，

盘面观望氛围进一步增强。 从行业表现情况

看，在近期行情中虽然不乏领涨板块出现，但

由于缺乏持续性， 其对沪深两市带动作用有

限， 并直接导致周二以来两市指数持续震荡

格局的出现。

结合具体环境分析， 近期制约A股进一

步向上反弹的因素显然更多来自实体经济层

面，不断下滑的宏观数据、房地产市场的降温

以及伴随而来的信用风险增大等因素， 加重

了投资者的谨慎心理， 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

各方持续做多的信心。

对于后期A股，我们认为虽然来自实体层

面的不利因素对未来一段时间A股的抑制将

持续存在，但从其他角度看，沪深市场面临的

有利因素也正在逐步增多， 且此类因素将有

望成为带动后期指数向上运行的主要力量。

首先， 尽管宏观数据显示当前国内经济

依然低迷， 来自房地产市场的信息也预示着

后期这一局面暂难出现根本性逆转， 但伴随

经济放缓， 管理层稳增长的力度也在进一步

增强。 继前期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强中西

部铁路基建建设、加快棚户区改造后，央行于

4月25日起下调县域农村商业银行人民币存

款准备金率2个百分点，下调县域农村合作银

行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释放出

明显的稳增长信号。

在房地产市场方面， 央行官方网站13日

发布消息称，其召集工、农、中、建等15家商业

银行负责人召开住房金融服务专题座谈会，

要求各商业银行及时审批和发放符合条件的

个人住房贷款， 优先满足居民家庭首次购买

自住普通商品住房的贷款需求， 首次自更高

层面释放出了稳定房地产市场的信号。 可以

预期的是，各种稳增长政策仍将陆续出台，且

在4月份宏观数据普遍低于预期的背景下，预

计稳增长的力度将明显增大。

其次，国务院于5月8日发布了《关于进

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指

明了未来国内资本市场发展的方向。 作为纲

领性文件，虽然新“国九条” 并未有具体的措

施，但从长期看，我们认为其仍将对A股产生

积极影响。

一方面， 该意见的出台预示着在国内深

化改革的大背景下， 资本市场将被赋予更加

重要的责任。 无论是拓宽企业居民投融资渠

道，还是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转型，资本

市场显然均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这个角

度看， 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将是当前国内深

化改革的重要一环。

另一方面， 在国内市场政策烙印依然存

在的背景下， 高级别文件的出台同样将提升

各方对后期A股市场的信心， 有利于吸引中

长期资金入市。同样可以预期的是，随着纲领

性文件的出台， 后期料各种支持资本市场发

展的配套政策也将陆续制定实施， 政策红利

的释放将成为支撑后期两市运行的一个重要

因素。

结合以上分析， 尽管来自实体层面的不

利影响短期将持续存在，但以发展的眼光看，

站在当前的时间点， 我们认为对未来市场无

需过于悲观。 管理层稳增长政策的出台及效

果的显现， 将使得二季度国内经济大概率成

为年内低点。 虽然当前数据层面依然未有明

显的改善， 但国内实体经济无疑正接近或处

于阶段性底部附近，继续看空后市并不明智。

而国务院支持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纲领性文件

的出台，亦将对后期A股产生积极影响，这种

影响我们认为将不仅仅停留在心理层面，后

期随着各种配套措施的出台， 沪深市场料将

得到实质性的支撑。

蓝宝石概念强势回归

□本报记者 魏静

近两个月来，尽管大盘围绕2000点不断“折返

跑” ，但一些吸引游资的概念指数却屡创新高，这其

中蓝宝石指数便是一大代表。短期来看，蓝宝石指数

有望再度向前期高点发动进攻。

昨日，蓝宝石指数强势领涨，全日上涨2.62%，

跻身Wind概念指数涨幅榜的榜首位置。经过近期的

不断拉高，该指数最新收报1514.02点，离4月10日

的历史高点1564.44点仅50点之隔。

据统计，在最近10个交易日中，Wind苹果概念

指数上涨8.64%，Wind蓝宝石概念指数上涨8.59%，

成为弱市中为数不多的亮点。

分析人士表示，蓝宝石概念的强势领涨，与其下

游LED芯片需求旺盛以及苹果持续大热密不可分。 继

3月调价之后，近期2英寸蓝宝石衬底价格继续上涨，业

内人士认为蓝宝石应用的逐步扩大，将有助于其价格

延续涨势。 除此之外，尽管iPhone� 5S和5C的创新寥

寥， 苹果仍然在2014年第二财季销售出4370万部i-

Phone，同比增长17%。苹果二季报业绩的超预期拉开

了“爆发之年”序曲。不仅如此，其5月又有近十款高关

注度手机来袭，在此背景下，曾被指责创新停滞的苹

果，或因为备受期待的iphone6走出不一样的行情。

另外，据Wind资讯统计，基金、险资、QFII等机

构投资者在今年一季度普遍选择加仓苹果产业链股

票，多家券商也表示坚定看好苹果产业链股票。分析

人士表示， 短期蓝宝石以及苹果概念依然有望抢占

热点制高地，投资者可积极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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