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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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33.SH

福建高速

2014-6-9 140465.25 274440.00 0.00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002426.SZ

胜利精密

2014-6-9 35978.40 62290.39 17791.61

追加承诺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002588.SZ

史丹利

2014-6-10 19206.17 28498.41 62.59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590.SZ

万安科技

2014-6-10 14639.67 20433.25 194.89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227.SZ

光韵达

2014-6-9 6550.00 13400.00 466.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226.SZ

上海钢联

2014-6-9 5941.13 10326.05 1673.95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589.SZ

瑞康医药

2014-6-11 5268.43 9379.82 1514.94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306.SZ

湘鄂情

2014-6-9 4000.00 61925.30 18074.70

追加承诺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002587.SZ

奥拓电子

2014-6-10 3322.51 9440.12 1610.38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228.SZ

富瑞特装

2014-6-9 2331.51 10593.76 2931.04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0315.SH

上海家化

2014-6-9 1118.70 66086.47 1157.85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002125.SZ

湘潭电化

2014-6-9 540.80 13912.57 0.5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322.SZ

理工监测

2014-6-11 363.00 26069.61 2182.39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300331.SZ

苏大维格

2014-6-9 284.01 5544.19 3755.81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145.SZ

南方泵业

2014-6-13 28.80 17282.31 8834.07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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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

2000-2070

次新股、

TMT

华泰证券 平 平

1980-2080

个股结构性活跃

东吴证券 空 多

1960-2060

医药

信达证券 多 平

2000-2060

煤炭股、环保股

国都证券 平 平

2000-2070

世界杯概念、国资改革

五矿证券 多 多

2030-2100

特高压、信息安全、振兴新疆

西南证券 多 多

2030-2080

大盘蓝筹股

太平洋证券 多 多

2020-2060

区域板块

光大证券 平 平

1950-2100

军工、在线教育

财通证券 平 多

2000-2090

世界杯概念

申银万国证券 平 空

1980-2050

暂无

民生证券 平 平

2000-2060

大文化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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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矿证券 多 多

2030 2100 0.00% 3.45%

微弱看多

★★★ 70%

52.50%

西南证券 多 多

2030 2080 0.00% 2.47%

微弱看多

★★ 60%

太平洋证券 多 多

2020 2060 -0.49% 1.48%

微弱看多

★★ 60%

信达证券 多 平

2000 2060 -1.48% 1.48%

看平

○ 50%

财通证券 平 多

2000 2090 -1.48% 2.96%

看平

○ 50%

新时代证券 平 平

2000 2070 -1.48% 1.97%

看平

○ 50%

国都证券 平 平

2000 2070 -1.48% 1.97%

看平

○ 50%

民生证券 平 平

2000 2060 -1.48% 1.48%

看平

○ 50%

华泰证券 平 平

1980 2080 -2.46% 2.47%

看平

○ 50%

光大证券 平 平

1950 2100 -3.94% 3.45%

看平

○ 50%

申银万国证券 平 空

1980 2050 -2.46% 0.99%

谨慎看空

☆ 45%

东吴证券 空 多

1960 2060 -3.45% 1.48%

谨慎看空

☆ 45%

推荐关注行业 推荐券商 行业关注度

区域板块

/

振兴新疆 太平洋证券

/

五矿证券

20%

大盘蓝筹股

/

煤炭股 西南证券

/

信达证券

20%

世界杯概念股 财通证券、国都证券

20%

特高压、信息安全 五矿证券

10%

环保股 信达证券

10%

次新股、

TMT

新时代证券

10%

国资改革 国都证券

10%

大文化板块 民生证券

10%

军工、在线教育 光大证券

10%

医药板块 东吴证券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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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122.SZ

智飞生物

2014-6-4 23.61 -2.44 835.00 19,714.35

300191.SZ

潜能恒信

2014-6-5 25.97 -1.03 495.00 12,855.15

000063.SZ

中兴通讯

2014-6-6 12.50 -4.43 720.00 9,000.00

002505.SZ

大康牧业

2014-6-3 11.02 0.00 750.00 8,265.00

002198.SZ

嘉应制药

2014-6-5 9.71 -10.01 800.00 7,768.00

002594.SZ

比亚迪

2014-6-6 40.82 -9.99 171.00 6,980.22

300017.SZ

网宿科技

2014-6-3 53.01 -10.00 130.00 6,891.30

002387.SZ

黑牛食品

2014-6-6 11.48 -9.96 550.00 6,314.00

002060.SZ

粤水电

2014-6-5 4.27 -9.92 1,440.00 6,148.80

300122.SZ

智飞生物

2014-6-4 23.61 -2.44 254.00 5,996.94

002594.SZ

比亚迪

2014-6-5 40.22 -10.00 141.00 5,671.02

600751.SH

天津海运

2014-6-5 4.55 -9.90 1,200.00 5,460.00

600751.SH

天津海运

2014-6-6 4.60 -9.98 1,132.13 5,207.79

300347.SZ

泰格医药

2014-6-4 29.76 -4.92 168.00 4,999.68

300012.SZ

华测检测

2014-6-5 17.95 -2.55 268.00 4,810.60

002450.SZ

康得新

2014-6-6 20.00 -2.15 220.00 4,400.00

002198.SZ

嘉应制药

2014-6-5 9.71 -10.01 450.00 4,369.50

300165.SZ

天瑞仪器

2014-6-6 17.82 -3.73 240.00 4,276.80

002478.SZ

常宝股份

2014-6-3 8.32 -9.96 486.00 4,043.52

300203.SZ

聚光科技

2014-6-4 12.98 -9.99 291.84 3,788.08

002369.SZ

卓翼科技

2014-6-6 8.90 -2.09 400.00 3,560.00

600526.SH

菲达环保

2014-6-5 8.89 -4.31 400.00 3,556.00

300017.SZ

网宿科技

2014-6-4 50.76 -10.00 69.00 3,502.44

002505.SZ

大康牧业

2014-6-3 11.02 0.00 300.00 3,306.00

002594.SZ

比亚迪

2014-6-4 41.32 -10.00 72.50 2,995.70

300347.SZ

泰格医药

2014-6-4 29.76 -4.92 100.00 2,976.00

002198.SZ

嘉应制药

2014-6-5 9.71 -10.01 300.00 2,913.00

300202.SZ

聚龙股份

2014-6-3 36.00 -10.00 70.00 2,520.00

300053.SZ

欧比特

2014-6-6 12.00 -3.69 205.00 2,460.00

300202.SZ

聚龙股份

2014-6-5 40.85 3.16 60.00 2,451.00

002198.SZ

嘉应制药

2014-6-5 9.71 -10.01 250.00 2,427.50

300053.SZ

欧比特

2014-6-6 12.00 -3.69 200.00 2,400.00

300191.SZ

潜能恒信

2014-6-5 25.97 -1.03 91.00 2,363.27

601929.SH

吉视传媒

2014-6-5 11.69 -2.99 200.00 2,33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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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191.SZ

潜能恒信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4-6-5 70504.0584 9.98 17.52

300191.SZ

潜能恒信 换手率达

20% 2014-6-5 70504.0584 9.98 17.52

600887.SH

伊利股份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4-6-3 229684.9593 -7.75 3.93

600525.SH

长园集团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4-6-4 52661.0442 10.05 5.62

600525.SH

长园集团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4-6-3 54142.7529 21.01 5.79

300191.SZ

潜能恒信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4-5-30 113720.4898 27.69 32.16

600756.SH

浪潮软件 换手率达

20% 2014-6-3 136388.9020 -1.16 25.79

600880.SH

博瑞传播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4-6-5 87895.6300 10.05 11.83

002700.SZ

新疆浩源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4-6-5 51253.1015 9.98 24.26

002700.SZ

新疆浩源 换手率达

20% 2014-6-5 51253.1015 9.98 24.26

000977.SZ

浪潮信息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4-6-3 138735.1319 -7.70 9.22

300052.SZ

中青宝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4-6-5 74076.8992 9.99 10.12

600149.SH

廊坊发展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4-6-6 71154.9834 9.96 18.19

600279.SH

重庆港九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4-6-5 25905.7375 10.02 7.52

300065.SZ

海兰信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4-6-4 70364.0444 9.97 29.23

300065.SZ

海兰信 换手率达

20% 2014-6-4 70364.0444 9.97 29.23

300191.SZ

潜能恒信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4-6-4 54627.2017 10.02 14.59

002619.SZ

巨龙管业 换手率达

20% 2014-6-3 46907.1364 0.60 32.86

600339.SH

天利高新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4-6-5 30902.8639 10.05 9.17

300156.SZ

天立环保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4-6-6 28473.4435 7.63 11.82

000554.SZ

泰山石油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4-6-3 60545.7692 9.97 21.91

000554.SZ

泰山石油 换手率达

20% 2014-6-3 60545.7692 9.97 21.91

000426.SZ

兴业矿业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4-6-3 36263.8441 9.98 8.65

002619.SZ

巨龙管业 换手率达

20% 2014-6-5 34305.8306 -4.25 25.22

300359.SZ

全通教育 换手率达

20% 2014-6-6 31504.3272 5.74 28.33

000693.SZ

华泽钴镍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4-6-4 59981.1485 -10.00 36.22

000693.SZ

华泽钴镍 换手率达

20% 2014-6-4 59981.1485 -10.00 36.22

300191.SZ

潜能恒信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4-6-6 72317.4801 -9.74 18.06

000703.SZ

恒逸石化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4-6-3 45719.4472 21.14 23.70

000693.SZ

华泽钴镍 换手率达

20% 2014-6-3 65077.9540 5.89 35.96

300065.SZ

海兰信 换手率达

20% 2014-6-3 62076.4123 -4.65 25.86

002700.SZ

新疆浩源 换手率达

20% 2014-6-3 56809.0771 -0.27 27.94

600432.SH

吉恩镍业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4-6-4 75661.7074 -10.01 6.33

002579.SZ

中京电子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4-6-6 37421.1877 7.10 13.29

5月20日以来申万各行业净流出资金额

5月20日以来沪深股市资金净流出分布图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5月20日

以来净流

入资金额

（万元）

5月20日

以来涨跌

幅（%）

市盈率

(PE,

TTM)

总市值

（亿元）

行业

000002.SZ

万科

A 39757.11 7.28 6.04 908.73

房地产

600386.SH

北巴传媒

32597.28 0.38 24.30 42.46

传媒

601169.SH

北京银行

26718.50 4.49 5.03 696.97

银行

600383.SH

金地集团

22580.35 7.86 10.78 374.27

房地产

000581.SZ

威孚高科

18474.91 9.93 20.60 263.21

汽车

002024.SZ

苏宁云商

17907.35 8.99 -93.59 519.03

商业贸易

000069.SZ

华侨城

A 15891.27 7.24 7.64 350.48

房地产

600592.SH

龙溪股份

15146.71 9.59 82.62 35.60

机械设备

300104.SZ

乐视网

14358.36 22.19 140.51 378.82

传媒

600109.SH

国金证券

14081.14 9.10 53.15 256.10

非银金融

002008.SZ

大族激光

13466.96 14.17 34.66 181.12

电子

600982.SH

宁波热电

13234.04 -2.16 14.56 22.81

公用事业

600867.SH

通化东宝

13037.40 13.51 65.29 129.10

医药生物

002465.SZ

海格通信

12583.40 15.49 44.57 146.54

通信

002202.SZ

金风科技

12555.61 6.87 56.43 251.67

电气设备

600036.SH

招商银行

12316.72 1.42 4.70 2521.98

银行

300027.SZ

华谊兄弟

11940.83 13.72 33.46 292.46

传媒

300133.SZ

华策影视

11782.68 20.22 66.99 194.25

传媒

000001.SZ

平安银行

10564.89 0.98 6.49 1083.46

银行

600880.SH

博瑞传播

10134.45 19.60 38.02 129.45

传媒

5月20日以来资金流入居前股票市场表现

资金且战且离场 A股后市存波折

□本报记者 徐伟平

5月20日以来市场走出一波

较强的反弹， 不过据Wind资讯

统计， 在反弹期间有400亿元资

金离场。 即便是本轮反弹的“带

头人” 创业板，也出现22.58亿元

资金净流出，这可能意味着投资

者尚未达成一致预期，谨慎心态

仍浓。 考虑到目前市场的吸引力

有限，增量资金这一“活水” 尚

难流入A股，后续市场的反弹之

旅可能会出现波折。

400亿元资金借反弹离场

沪深股市在5月末迎来一波

较强的反弹，5月20日以来沪综

指累计上涨1.24%， 深成指累计

上涨1.17%， 主板指数保持了稳

中有升的态势。 在大盘保持稳定

的背景下，小盘成长股的炒作潮

再度兴起，创业板指数期间累计

上涨9.94%， 成为本轮反弹的

“领军人” 。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本轮反弹期间，资金的参与热情

却相对有限。 据Wind资讯统计，

沪深股市共有400亿元资金借反

弹离场， 其中上证A股净流出

232.75亿元， 深证主板A股净流

出52.34亿元， 中小企业板净流

出91.02亿元， 即便是本轮反弹

的 “带头人” 创业板也出现

22.58亿元资金离场。

行业方面，28个申万一级行

业在反弹期间均出现资金离场，

其中钢铁、休闲服务和纺织服装

板块反弹幅度较小，资金净流出

的数额也相对较少， 分别为3.38

亿元、3.55亿元和5.19亿元；与之

相比，非银金融、机械设备和化

工板块的资金净流出额居前，分

别为 26.22亿元、28.20亿元和

35.53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以计

算机和电子为代表的新兴产业

主导了本轮反弹，不过这两大行

业的资金净流出额同样居前，分

别为22.49亿元和18.57亿元。

个股方面， 在正常交易的

2359只股票中， 有1601只股票

实现上涨，占比接近7成，市场呈

现出普涨态势。 不过，沪深股市

中仅有618只股票实现资金净流

入，占比仅为26.20%，其中20只

股票净流入额超过1亿元， 万科

A、北巴传媒、北京银行和金地

集团的资金净流入额居前，均超

过2亿元。 在1741只出现资金净

流出的股票中， 有106只股票资

金流出额超过1亿元，29只股票

资金流出额超过2亿元， 伊利股

份更是出现了9.63亿元资金净

流出。

分析人士指出，场内活跃资

金是助推市场反弹的直接动力，

从目前来看，资金更倾向于以短

线思维参与反弹，稍有获利便及

时离场兑现，这可能意味着市场

心态仍然脆弱，市场的一致预期

尚未形成。 如果资金心态无法有

效修复，市场不得不面对缺乏反

弹动能的窘境，届时即便市场环

境出现明显好转，沪深股市向上

空间也将受到限制，反弹难免会

有所波折。

尚难吸引增量资金

上周，沪深市场的成交额始

终维持在低位，沪市成交额连续

萎缩，下降至500亿元左右；而创

业板指数在登上1300点大关后，

其成交额也维持在200亿元左

右，未能继续放量。 由此来看，市

场反弹尚需增量资金这一流“活

水” 。不过在宏观经济尚有远虑、

资金宽松尚不能传导至股市、赚

钱效应很难再度强化的大背景

下，增量资金短期尚难入场。

首先， 宏观经济虽无近忧，

却有远虑，这使得部分中长线资

金缺乏入场布局的意愿。 从先行

公布的汇丰和中采制造业PMI

看， 总体经济出现短期企稳迹

象。 5月中采、汇丰制造业PMI均

出现回升，新订单指数均明显改

善，显示需求好转，3月底以来的

稳增长政策初见成效。 由此来

看， 短期经济数据出现企稳态

势。 不过下半年市场仍面临多项

调整。 国信证券指出，通胀压力

预计将在4季度显著回升； 美国

QE退出进程将实质性加快，加

息预期逐渐形成，资金回流等负

面因素对国内经济产生负面影

响。 从目前来看，经济增长的不

确定因素较多，对于中长线资金

的吸引力相对有限。

其次， 资金宽松目前无法传

导至股市。 由于货币政策转向定

向宽松， 今年以来资金市场紧张

情况出现明显缓解， 各类资金利

率也呈现明显回落， 债券市场走

强，不过近期资金市场“刚性兑

付” 格局难以明显打破，大规模

信用违约事件发生概率较低，在

资金的低风险稳定回报预期下，

股市整体难以构成足够吸引力，

资金从债市大规模流向股市的情

形恐难出现。市场人士指出，这可

能意味着市场的流动性宽松，但

却很难真正传导至股市中。

最后，2013年小盘成长股的

单边牛市很难复制，赚钱效应很

难再度强化。 无论是QFII资金、

从非标资产流出的资金，还是保

险资金，都是冲着市场的赚钱效

应而来，2013年小盘成长股走出

单边牛市行情， 是整个市场的

“人气王” ， 激发出的赚钱效应

是吸引资金参与市场的主因。 今

年2月以来， 随着创业板指数的

大幅回调，小盘股的赚钱效应大

幅弱化，资金的悲观心态较重。 5

月末， 小盘成长股再度反弹，市

场赚钱效应好转，不过考虑到部

分股票的估值和股价均处在高

位，新股发行后小盘股的稀缺性

优势很难维持，2013年小盘成长

股的单边牛市很难复制，资金参

与成长股反弹的心态明显趋于

谨慎，不愿介入过深。

多空拉锯 谨慎为宜

□西南证券 张刚 刘浩

本周有12家券商发表了对

后市的看法，4家看多，7家看平，

1家看空。 本周市场综合情绪指

数为52.50%， 较上周小幅回落

2.5个百分点，近期多空指数围绕

50点附近窄幅震荡，表明市场心

态仍趋谨慎，多空反复拉锯。 与

上周相比，本周所有机构都维持

了上周的判断，也无哪家机构改

变对中线的看法。

综合12家券商的观点，多数

认为大盘仍将维持震荡格局，个

别机构指出这种震荡走势将贯

穿整个6月份， 有几家机构也提

示了结构性机会的存在。部分券

商坚持看多，认为大盘将向上突

破。 少数机构则谨慎看空，认为

大盘存在向下破位的风险，且这

种可能性较大。

信达证券和国都证券明确

指出沪指的支撑位和压力位分

别在2000点和2060点， 信达证

券认为2000点是新“国九条” 颁

布后的政策底，在无重大利空消

息下不会被有效跌破，且1950点

一线已形成了多重底形态，下有

支撑。 但目前资金面明显不足，

向上突破难度亦大，因此大盘将

处于上下两难的境地。国都证券

从盘面分析认为，当前存量资金

倾向于主题投资上的博弈，而这

并不利于反弹。 光大证券分析

称，主板疲弱的原因在于财富效

应不足，沪指在走出下降通道之

前或继续保持弱势特征，市场呈

结构性机会。该机构认为全球货

币环境对A股仍为中性，定向降

准和欧洲降息难以促使市场突

破，微刺激还需真实的持续买盘

来恢复市场情绪。

新时代证券和华泰证券表

达了大盘将在2000点反复震荡

筑底的观点，后者认为这种态势

或延续至7月份。 两家券商均认

为目前经济数据回暖、流动性宽

松对市场构成了支撑，但市场并

未表现出应有的热情，说明存量

运行的特征明显，将制约大盘反

弹高度。华泰证券认为投资者信

心不足的原因在于经济趋势性

下滑和资金面的难以根本宽松。

多数机构对今年6月末市场

的流动性预期乐观，认为去年的

钱荒不会重演，但申银万国证券

相对谨慎，认为流动性相对紧张

的不确定性仍然较大。 此外，该

机构指出从本周到6月底，A股

不具备“原地起跳” 的条件，市

场疲态日益浓重，市场因偶发性

因素破位下行的可能性比较大，

建议投资者冷静观望。

多头代表西南证券预计即

将迎来的密集披露的经济数据

将持续释放利好效应， 促成大

盘脱离横盘格局向上突破。 五

矿证券分析称， 微刺激政策在

“三农” 的基础上增加了小微

企业，说明货币政策开始向“小

微” 倾斜，由此未来市场行情应

聚焦在政策扶持的行业上。 太

平洋证券认为市场下行空间有

限，5月份官方制造业PMI回暖

与发电量增速走高匹配， 说明

经济数据有望好转，6月份反弹

可期，但幅度不宜过分乐观，反

弹减仓为上策。

■

一周多空分析

5月20日以来沪深股市资金净流出分布图

资金且战且离场 A股后市存波折

□本报记者 徐伟平

5月20日以来市场走出一波

较强的反弹， 不过据Wind资讯

统计， 在反弹期间有400亿元资

金离场。 即便是本轮反弹的“带

头人” 创业板，也出现22.58亿元

资金净流出，这可能意味着投资

者尚未达成一致预期，谨慎心态

仍浓。 考虑到目前市场的吸引力

有限，增量资金这一“活水” 尚

难流入A股，后续市场的反弹之

旅可能会出现波折。

400亿元资金借反弹离场

沪深股市在5月末迎来一波

较强的反弹，5月20日以来沪综

指累计上涨1.24%， 深成指累计

上涨1.17%， 主板指数保持了稳

中有升的态势。 在大盘保持稳定

的背景下，小盘成长股的炒作潮

再度兴起，创业板指数期间累计

上涨9.94%， 成为本轮反弹的

“领军人” 。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本轮反弹期间，资金的参与热情

却相对有限。 据Wind资讯统计，

沪深股市共有400亿元资金借反

弹离场， 其中上证A股净流出

232.75亿元， 深证主板A股净流

出52.34亿元， 中小企业板净流

出91.02亿元， 即便是本轮反弹

的 “带头人” 创业板也出现

22.58亿元资金离场。

行业方面，28个申万一级行

业在反弹期间均出现资金离场，

其中钢铁、休闲服务和纺织服装

板块反弹幅度较小，资金净流出

的数额也相对较少， 分别为3.38

亿元、3.55亿元和5.19亿元；与之

相比，非银金融、机械设备和化

工板块的资金净流出额居前，分

别为 26.22亿元、28.20亿元和

35.53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以计

算机和电子为代表的新兴产业

主导了本轮反弹，不过这两大行

业的资金净流出额同样居前，分

别为22.49亿元和18.57亿元。

个股方面， 在正常交易的

2359只股票中， 有1601只股票

实现上涨，占比接近7成，市场呈

现出普涨态势。 不过，沪深股市

中仅有618只股票实现资金净流

入，占比仅为26.20%，其中20只

股票净流入额超过1亿元， 万科

A、北巴传媒、北京银行和金地

集团的资金净流入额居前，均超

过2亿元。 在1741只出现资金净

流出的股票中， 有106只股票资

金流出额超过1亿元，29只股票

资金流出额超过2亿元， 伊利股

份更是出现了9.63亿元资金净

流出。

分析人士指出，场内活跃资

金是助推市场反弹的直接动力，

从目前来看，资金更倾向于以短

线思维参与反弹，稍有获利便及

时离场兑现，这可能意味着市场

心态仍然脆弱，市场的一致预期

尚未形成。 如果资金心态无法有

效修复，市场不得不面对缺乏反

弹动能的窘境，届时即便市场环

境出现明显好转，沪深股市向上

空间也将受到限制，反弹难免会

有所波折。

尚难吸引增量资金

上周，沪深市场的成交额始

终维持在低位，沪市成交额连续

萎缩，下降至500亿元左右；而创

业板指数在登上1300点大关后，

其成交额也维持在200亿元左

右，未能继续放量。 由此来看，市

场反弹尚需增量资金这一流“活

水” 。不过在宏观经济尚有远虑、

资金宽松尚不能传导至股市、赚

钱效应很难再度强化的大背景

下，增量资金短期尚难入场。

首先， 宏观经济虽无近忧，

却有远虑，这使得部分中长线资

金缺乏入场布局的意愿。 从先行

公布的汇丰和中采制造业PMI

看， 总体经济出现短期企稳迹

象。 5月中采、汇丰制造业PMI均

出现回升，新订单指数均明显改

善，显示需求好转，3月底以来的

稳增长政策初见成效。 由此来

看， 短期经济数据出现企稳态

势。 不过下半年市场仍面临多项

调整。 国信证券指出，通胀压力

预计将在4季度显著回升； 美国

QE退出进程将实质性加快，加

息预期逐渐形成，资金回流等负

面因素对国内经济产生负面影

响。 从目前来看，经济增长的不

确定因素较多，对于中长线资金

的吸引力相对有限。

其次， 资金宽松目前无法传

导至股市。 由于货币政策转向定

向宽松， 今年以来资金市场紧张

情况出现明显缓解， 各类资金利

率也呈现明显回落， 债券市场走

强，不过近期资金市场“刚性兑

付” 格局难以明显打破，大规模

信用违约事件发生概率较低，在

资金的低风险稳定回报预期下，

股市整体难以构成足够吸引力，

资金从债市大规模流向股市的情

形恐难出现。市场人士指出，这可

能意味着市场的流动性宽松，但

却很难真正传导至股市中。

最后，2013年小盘成长股的

单边牛市很难复制，赚钱效应很

难再度强化。 无论是QFII资金、

从非标资产流出的资金，还是保

险资金，都是冲着市场的赚钱效

应而来，2013年小盘成长股走出

单边牛市行情， 是整个市场的

“人气王” ， 激发出的赚钱效应

是吸引资金参与市场的主因。 今

年2月以来， 随着创业板指数的

大幅回调，小盘股的赚钱效应大

幅弱化，资金的悲观心态较重。 5

月末， 小盘成长股再度反弹，市

场赚钱效应好转，不过考虑到部

分股票的估值和股价均处在高

位，新股发行后小盘股的稀缺性

优势很难维持，2013年小盘成长

股的单边牛市很难复制，资金参

与成长股反弹的心态明显趋于

谨慎，不愿介入过深。

5月20日以来资金流入居前股票市场表现

资金且战且离场 A股后市存波折

□本报记者 徐伟平

5月20日以来市场走出一波

较强的反弹， 不过据Wind资讯

统计， 在反弹期间有400亿元资

金离场。 即便是本轮反弹的“带

头人” 创业板，也出现22.58亿元

资金净流出，这可能意味着投资

者尚未达成一致预期，谨慎心态

仍浓。 考虑到目前市场的吸引力

有限，增量资金这一“活水” 尚

难流入A股，后续市场的反弹之

旅可能会出现波折。

400亿元资金借反弹离场

沪深股市在5月末迎来一波

较强的反弹，5月20日以来沪综

指累计上涨1.24%， 深成指累计

上涨1.17%， 主板指数保持了稳

中有升的态势。 在大盘保持稳定

的背景下，小盘成长股的炒作潮

再度兴起，创业板指数期间累计

上涨9.94%， 成为本轮反弹的

“领军人” 。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本轮反弹期间，资金的参与热情

却相对有限。 据Wind资讯统计，

沪深股市共有400亿元资金借反

弹离场， 其中上证A股净流出

232.75亿元， 深证主板A股净流

出52.34亿元， 中小企业板净流

出91.02亿元， 即便是本轮反弹

的 “带头人” 创业板也出现

22.58亿元资金离场。

行业方面，28个申万一级行

业在反弹期间均出现资金离场，

其中钢铁、休闲服务和纺织服装

板块反弹幅度较小，资金净流出

的数额也相对较少， 分别为3.38

亿元、3.55亿元和5.19亿元；与之

相比，非银金融、机械设备和化

工板块的资金净流出额居前，分

别为 26.22亿元、28.20亿元和

35.53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以计

算机和电子为代表的新兴产业

主导了本轮反弹，不过这两大行

业的资金净流出额同样居前，分

别为22.49亿元和18.57亿元。

个股方面， 在正常交易的

2359只股票中， 有1601只股票

实现上涨，占比接近7成，市场呈

现出普涨态势。 不过，沪深股市

中仅有618只股票实现资金净流

入，占比仅为26.20%，其中20只

股票净流入额超过1亿元， 万科

A、北巴传媒、北京银行和金地

集团的资金净流入额居前，均超

过2亿元。 在1741只出现资金净

流出的股票中， 有106只股票资

金流出额超过1亿元，29只股票

资金流出额超过2亿元， 伊利股

份更是出现了9.63亿元资金净

流出。

分析人士指出，场内活跃资

金是助推市场反弹的直接动力，

从目前来看，资金更倾向于以短

线思维参与反弹，稍有获利便及

时离场兑现，这可能意味着市场

心态仍然脆弱，市场的一致预期

尚未形成。 如果资金心态无法有

效修复，市场不得不面对缺乏反

弹动能的窘境，届时即便市场环

境出现明显好转，沪深股市向上

空间也将受到限制，反弹难免会

有所波折。

尚难吸引增量资金

上周，沪深市场的成交额始

终维持在低位，沪市成交额连续

萎缩，下降至500亿元左右；而创

业板指数在登上1300点大关后，

其成交额也维持在200亿元左

右，未能继续放量。 由此来看，市

场反弹尚需增量资金这一流“活

水” 。不过在宏观经济尚有远虑、

资金宽松尚不能传导至股市、赚

钱效应很难再度强化的大背景

下，增量资金短期尚难入场。

首先， 宏观经济虽无近忧，

却有远虑，这使得部分中长线资

金缺乏入场布局的意愿。 从先行

公布的汇丰和中采制造业PMI

看， 总体经济出现短期企稳迹

象。 5月中采、汇丰制造业PMI均

出现回升，新订单指数均明显改

善，显示需求好转，3月底以来的

稳增长政策初见成效。 由此来

看， 短期经济数据出现企稳态

势。 不过下半年市场仍面临多项

调整。 国信证券指出，通胀压力

预计将在4季度显著回升； 美国

QE退出进程将实质性加快，加

息预期逐渐形成，资金回流等负

面因素对国内经济产生负面影

响。 从目前来看，经济增长的不

确定因素较多，对于中长线资金

的吸引力相对有限。

其次， 资金宽松目前无法传

导至股市。 由于货币政策转向定

向宽松， 今年以来资金市场紧张

情况出现明显缓解， 各类资金利

率也呈现明显回落， 债券市场走

强，不过近期资金市场“刚性兑

付” 格局难以明显打破，大规模

信用违约事件发生概率较低，在

资金的低风险稳定回报预期下，

股市整体难以构成足够吸引力，

资金从债市大规模流向股市的情

形恐难出现。市场人士指出，这可

能意味着市场的流动性宽松，但

却很难真正传导至股市中。

最后，2013年小盘成长股的

单边牛市很难复制，赚钱效应很

难再度强化。 无论是QFII资金、

从非标资产流出的资金，还是保

险资金，都是冲着市场的赚钱效

应而来，2013年小盘成长股走出

单边牛市行情， 是整个市场的

“人气王” ， 激发出的赚钱效应

是吸引资金参与市场的主因。 今

年2月以来， 随着创业板指数的

大幅回调，小盘股的赚钱效应大

幅弱化，资金的悲观心态较重。 5

月末， 小盘成长股再度反弹，市

场赚钱效应好转，不过考虑到部

分股票的估值和股价均处在高

位，新股发行后小盘股的稀缺性

优势很难维持，2013年小盘成长

股的单边牛市很难复制，资金参

与成长股反弹的心态明显趋于

谨慎，不愿介入过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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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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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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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条）一周牛熊数据（6月6日）

压力有所增强，上证指数小跌0.45%

A股当前的走势显示出压力仍大。一方面是因为地产行业销售数据持续不振，从而导致了商品房库存数据持续增加。据中原地产研究中心最新统计数据显示，6月初，全国主要的一二线13个城市，合计住宅库存面积达8873万平方米，相比5月初的8430万平方米增长了5.3%，同比增幅达26.6%，这意味着房地产将迎来较为惨烈的去库存周期。

另一方面则是IPO重启的预期愈发强烈。按照前期相关部门的说法，6月到年底安排100家左右的企业IPO，6月即将过半，若此时不IPO，那么后续的时间里IPO的压力更重。但此时IPO，又面临着A股成交量低迷的窘境，毕竟IPO会对低迷的A股资金分流的压力。

因此短线操作思路盛行于盘面，只要出现略微反弹就引来强大的抛压。尤其是油改股、网络游戏股等上周前半周的市场热点品种跌幅居前，因此上证指数小跌0.45%。

不过，这并不等于A股短线会再度考验2000点。一是因为在2000点一线是典型的政策底；二是因为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农业银行等低价大市值银行股形成了清晰的上升通道，这就说明了短线A股具备了市场底的可能性，所以，上证指数在本周仍有望震荡企稳，甚至有重新攻击2050点一线的可能性。

再现黑天鹅，酿酒食品指数下跌1.29%

上周酿酒食品行业出现了“黑天鹅”，那就是伊利股份在某券商卖出评级的研究报告冲击下出现了宽幅震荡的走势特征。由于伊利股份是酿酒食品行业的龙头品种，所以，酿酒食品指数也随之震荡，在上周下跌1.29%。

舆论随之哗然。一方面是A股很少出现卖出评级的研究报告，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作为酿酒食品行业的龙头股，仅仅因为研究报告的卖出评级，就出现如此巨大的震荡幅度，说明当前不少上市公司的股价经受不住质疑。所以，市场参与者对酿酒食品股的后续走势持有谨慎的心理。

但是，从酿酒食品行业的发展趋势来说，由于十几亿人口的庞大利基，对行业的未来持有谨慎态度似乎并不明智。一方面是因为地产行业调整背景下，居民的可支配现金随之活络起来，因此，酿酒食品的市场需求有望随之提振，至少在牛奶等必需品方面的支出是相对刚性的。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酿酒食品行业具有较强的业绩弹性，只要出现明星产品，就可能会驱动着公司乃至整个行业的估值迅速回升。比如说前些年的白酒行业的年份酒，再比如说近年来的常温酸奶驱动着牛奶行业出现新的增长引擎，光明乳业就得益于莫斯利安的销售持续增长而业绩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提振。据此，对整个酿酒食品行业的未来不宜悲观。

相反可以利用市场的情绪式抛压而逢低建仓。尤其是已成为居民必需品奶业股以及行业利润率有所提升的啤酒股，前者如光明乳业、伊利股份，后者如青岛啤酒。

稳增长赋予抗跌能量，电力设备指数微跌0.24%

国家能源局在日前分别与国家电网公司、南方电网公司签署《大气污染防治外输电通道建设任务书》。根据《任务书》要求，国家能源局与两大电网公司将加快推进内蒙古锡盟经北京、天津至山东特高压交流输变电工程等12条大气污染防治外输电通道建设。为此，国家能源局将加快办理项目核准手续，满足工期要求，对口联系地方政府部门，协调解决项目实施过程中的重大问题，落实各项配套条件。由此可见，未来的特高压建设力度将较为乐观。受此影响，拥有特高压业务的电力设备股纷纷揭竿而起，例如金利华电、大连电瓷、平高电气等个股涨幅居前，从而削弱了其他电力设备股回落的压力，使得电力设备指数仅仅微跌0.24%。

未来的电力设备股的产业亮点较为突出，不仅仅是因为特高压概念股，而且还因为稳增长的需要，未来的核电、水电等清洁能源的投资力度也有望增强。因为相关数据显示，地产行业出现了清晰的调整趋势，也就意味着整个经济情况面临着较大压力。而稳增长、保就业是战略目标，所以相关各方为了缓解地产调整对经济的压力，必然会出台新的定向刺激政策。前文提及的特高压建设力度有望提速就是明显的例证。毕竟一条特高压的投资规模将达到200亿元甚至更多，所以，特高压的投资有利于稳增长。而水电、核电的投资力度并不亚于特高压，因此，水电、核电的投资力度也有望提升，从而说明了电力设备股的市场需求有望恢复，进而意味着此类个股的业绩弹性由此而

提振。

所以，在操作中，建议投资者仍宜积极跟踪电力设备股，尤其是产业亮点突出的品种，比如说麦迪电气、中国西电、大连电瓷、创元科技、东方电气、特变电工等品种。

地产销售数据不振，房地产下跌1.1%

虽然万科A等地产上市公司在5月的销售收入出现了相对积极的增长。但是，整个地产行业的销售数据却不乐观。有数据显示，5月，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监测的30个典型城市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面积为1418万平方米，环比增长12.0%，同比减少10.9%；其中有19个城市的成交量出现了环比增长，这意味着房地产行业可能会迎来较为艰难的去库存压力周期。所以，地产股在上周持续调整，驱动着房地产指数下跌1.1%。

对此，有观点认为，为稳增长、促就业，不排除相关各方出台房地产松绑政策，从而可能促使房地产股走势企稳。对此，笔者的观点则是地产行业、地产股将迎来持续的寒意。一方面是因为目前三、四线城市的地产价格已经下滑，二线城市也岌岌可危，一线城市的价格虽然相对坚挺，但成交量的低迷也说明接盘不强，所以地产调整是势在必然。即使有刺激地产政策，也改变不了地产调整的趋势。就如同在A股，一旦进入到调整市，任何的利好都难以改变A股的疲态。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经济结构转型势在必行。只要房地产市场不暴跌，不影响到经济安全，那么强力刺激地产的政策也并不会出台。所以，地产行业、地产股的寒意仍然在增强。

既如此，在操作中，对地产股要予以谨慎，尤其是那些在二、三线城市拥有大量土地储备、商品房库存的地产股。对大量拥有商业地产，尤其是在一线城市、核心城市的繁华商圈拥有大量优质商业地产的公司尚可跟踪，比如说金地集团、金融街等，这也是保险资金在前期大手笔增持的直接诱因。只是在后续的走势中，对此类个股的股价上涨幅度也不宜过于乐观。（金百临咨询，秦洪，执业证书编号A1210612020001）

压力有所增加 上证指数微跌

0.45%

A股当前的走势显示出压力

仍大。 一方面是因为地产行业销

售数据持续不振，从而导致了商

品房库存数据持续增加。 据中原

地产研究中心最新统计数据显

示，6月初，全国主要的一二线13

个城市， 合计住宅库存面积达

8873万平方米， 相比5月初的

8430万平方米增长了5.3%，同比

增幅达26.6%， 这意味着房地产

将迎来较为惨烈的去库存周期。

另一方面则是IPO重启的预

期愈发强烈。 按照前期相关部门

的说法，6月到年底安排100家左

右的企业IPO，6月即将过半，若

此时不IPO， 那么后续的时间里

IPO的压力更重。 但此时IPO，又

面临着A股成交量低迷的窘境，

毕竟IPO会对A股形成资金分流

的压力。

因此短线操作思路盛行于

盘面，只要出现略微反弹就引来

强大的抛压。 尤其是油改股、网

络游戏股等上周前半周的市场

热点品种跌幅居前，因此上证指

数小跌0.45%。

不过，这并不等于A股短线

会再度考验2000点。一是因为在

2000点一线是典型的政策底；二

是因为工商银行、 中国银行、农

业银行等低价大市值银行股形

成了清晰的上升通道，这就说明

了短线A股具备了市场底的可能

性，所以，上证指数在本周仍有

望震荡企稳， 甚至有重新攻击

2050点一线的可能性。

再现黑天鹅 酿酒食品指数下跌

1.29%

上周酿酒食品行业出现了

“黑天鹅” ，那就是伊利股份在某

券商卖出评级的研究报告冲击下

出现了宽幅震荡的走势特征。 由

于伊利股份是酿酒食品行业的龙

头品种，所以，酿酒食品指数也随

之震荡，在上周下跌1.29%。

舆论随之哗然。 一方面是A

股很少出现卖出评级的研究报

告，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作为酿酒

食品行业的龙头股，仅仅因为研

究报告的卖出评级，就出现如此

巨大的震荡幅度，说明当前不少

上市公司的股价经受不住质疑。

所以，市场参与者对酿酒食品股

的后续走势持有谨慎的心理。

但是，从酿酒食品行业的发

展趋势来说，由于十几亿人口的

庞大利基，对行业的未来持有谨

慎态度似乎并不明智。 一方面是

因为地产行业调整背景下，居民

的可支配现金随之活跃起来，因

此，酿酒食品的市场需求有望随

之提振，至少在牛奶等必需品方

面的支出是相对刚性的。 另一方

面则是因为酿酒食品行业具有

较强的业绩弹性，只要出现明星

产品，就可能会驱动着公司乃至

整个行业的估值迅速回升。 比如

说前些年的白酒行业的年份酒，

再比如说近年来的常温酸奶驱

动着牛奶行业出现新的增长引

擎，光明乳业就得益于莫斯利安

的销售持续增长而业绩出现了

较大幅度的提振。 因此，对整个

酿酒食品行业的未来不宜悲观。

相反可以利用市场的情绪式

抛压而逢低建仓。尤其是已成为居

民必需品奶业股以及行业利润率

有所提升的啤酒股，前者如光明乳

业、伊利股份，后者如青岛啤酒。

稳增长赋予抗跌能量 电力设备指数跌

0.24%

国家能源局在日前分别与国

家电网公司、 南方电网公司签署

《大气污染防治外输电通道建设

任务书》。 根据《任务书》要求，

国家能源局与两大电网公司将加

快推进内蒙古锡盟经北京、 天津

至山东特高压交流输变电工程等

12条大气污染防治外输电通道建

设。为此，国家能源局将加快办理

项目核准手续，满足工期要求，对

口联系地方政府部门， 协调解决

项目实施过程中的重大问题，落

实各项配套条件。由此可见，未来

的特高压建设力度将较为乐观。

受此影响， 拥有特高压业务的电

力设备股纷纷揭竿而起， 例如金

利华电、大连电瓷、平高电气等个

股涨幅居前， 从而削弱了其他电

力设备股回落的压力， 使得电力

设备指数仅仅微跌0.24%。

未来的电力设备股的产业亮

点较为突出，不仅仅是因为特高压

概念股， 而且还因为稳增长的需

要，未来的核电、水电等清洁能源

的投资力度也有望增强。因为相关

数据显示，地产行业出现了清晰的

调整趋势，也就意味着整个经济情

况面临着较大压力。 而稳增长、保

就业是战略目标，所以相关各方为

了缓解地产调整对经济的压力，必

然会出台新的定向刺激政策。前文

提及的特高压建设力度有望提速

就是明显的例证。毕竟一条特高压

的投资规模将达到200亿元甚至

更多，所以，特高压的投资有利于

稳增长。 而水电、核电的投资力度

并不亚于特高压，因此，水电、核电

的投资力度也有望提升，从而说明

了电力设备股的市场需求有望恢

复，进而意味着此类个股的业绩弹

性由此而提振。

所以，在操作中，建议投资者

仍宜积极跟踪电力设备股，尤其是

产业亮点突出的品种，比如说麦迪

电气、中国西电、大连电瓷、创元科

技、东方电气、特变电工等品种。

地产销售不振 房地产指数跌

1.1%

虽然万科A等地产上市公司

在5月的销售收入出现了相对积

极的增长。但是，整个地产行业的

销售数据却不乐观。有数据显示，

5月，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监测

的30个典型城市新建商品住宅成

交面积为1418万平方米，环比增

长12.0%，同比减少10.9%；其中

有19个城市的成交量出现了环比

增长， 这意味着房地产行业可能

会迎来较为艰难的去库存压力周

期。 所以， 地产股在上周持续调

整，驱动房地产指数下跌1.1%。

对此， 有观点认为， 为稳增

长、促就业，不排除相关各方出台

房地产松绑政策， 从而可能促使

房地产股走势企稳。对此，笔者的

观点则是地产行业、 地产股将迎

来持续的寒意。 一方面是因为目

前三、 四线城市的地产价格已经

下滑，二线城市也岌岌可危，一线

城市的价格虽然相对坚挺， 但成

交量的低迷也说明接盘不强，所

以地产调整是势在必然。 即使有

刺激地产政策， 也改变不了地产

调整的趋势。 就如同在A股，一旦

进入到调整市， 任何的利好都难

以改变A股的疲态。 另一方面则

是因为经济结构转型势在必行。

只要房地产市场不暴跌， 不影响

到经济安全， 那么强力刺激地产

的政策也就不会出台。所以，地产

行业、地产股的寒意仍然在增强。

既如此，在操作中，对地产股

要予以谨慎，尤其是那些在二、三

线城市拥有大量土地储备、 商品

房库存的地产股。 对大量拥有商

业地产，尤其是在一线城市、核心

城市的繁华商圈拥有大量优质商

业地产的公司尚可跟踪， 比如说

金地集团、金融街等，这也是保险

资金在前期大手笔增持的直接诱

因。只是在后续的走势中，对此类

个股的股价上涨幅度也不宜过于

乐观。（金百临咨询，秦洪，执业证

书编号

A1210612020001

）

5月20日以来申万各行业净流出资金额

资金且战且离场 A股后市存波折

□本报记者 徐伟平

5月20日以来市场走出一波

较强的反弹， 不过据Wind资讯

统计， 在反弹期间有400亿元资

金离场。 即便是本轮反弹的“带

头人” 创业板，也出现22.58亿元

资金净流出，这可能意味着投资

者尚未达成一致预期，谨慎心态

仍浓。 考虑到目前市场的吸引力

有限，增量资金这一“活水” 尚

难流入A股，后续市场的反弹之

旅可能会出现波折。

400亿元资金借反弹离场

沪深股市在5月末迎来一波

较强的反弹，5月20日以来沪综

指累计上涨1.24%， 深成指累计

上涨1.17%， 主板指数保持了稳

中有升的态势。 在大盘保持稳定

的背景下，小盘成长股的炒作潮

再度兴起，创业板指数期间累计

上涨9.94%， 成为本轮反弹的

“领军人” 。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本轮反弹期间，资金的参与热情

却相对有限。 据Wind资讯统计，

沪深股市共有400亿元资金借反

弹离场， 其中上证A股净流出

232.75亿元， 深证主板A股净流

出52.34亿元， 中小企业板净流

出91.02亿元， 即便是本轮反弹

的 “带头人” 创业板也出现

22.58亿元资金离场。

行业方面，28个申万一级行

业在反弹期间均出现资金离场，

其中钢铁、休闲服务和纺织服装

板块反弹幅度较小，资金净流出

的数额也相对较少， 分别为3.38

亿元、3.55亿元和5.19亿元；与之

相比，非银金融、机械设备和化

工板块的资金净流出额居前，分

别为 26.22亿元、28.20亿元和

35.53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以计

算机和电子为代表的新兴产业

主导了本轮反弹，不过这两大行

业的资金净流出额同样居前，分

别为22.49亿元和18.57亿元。

个股方面， 在正常交易的

2359只股票中， 有1601只股票

实现上涨，占比接近7成，市场呈

现出普涨态势。 不过，沪深股市

中仅有618只股票实现资金净流

入，占比仅为26.20%，其中20只

股票净流入额超过1亿元， 万科

A、北巴传媒、北京银行和金地

集团的资金净流入额居前，均超

过2亿元。 在1741只出现资金净

流出的股票中， 有106只股票资

金流出额超过1亿元，29只股票

资金流出额超过2亿元， 伊利股

份更是出现了9.63亿元资金净

流出。

分析人士指出，场内活跃资

金是助推市场反弹的直接动力，

从目前来看，资金更倾向于以短

线思维参与反弹，稍有获利便及

时离场兑现，这可能意味着市场

心态仍然脆弱，市场的一致预期

尚未形成。 如果资金心态无法有

效修复，市场不得不面对缺乏反

弹动能的窘境，届时即便市场环

境出现明显好转，沪深股市向上

空间也将受到限制，反弹难免会

有所波折。

尚难吸引增量资金

上周，沪深市场的成交额始

终维持在低位，沪市成交额连续

萎缩，下降至500亿元左右；而创

业板指数在登上1300点大关后，

其成交额也维持在200亿元左

右，未能继续放量。 由此来看，市

场反弹尚需增量资金这一流“活

水” 。不过在宏观经济尚有远虑、

资金宽松尚不能传导至股市、赚

钱效应很难再度强化的大背景

下，增量资金短期尚难入场。

首先， 宏观经济虽无近忧，

却有远虑，这使得部分中长线资

金缺乏入场布局的意愿。 从先行

公布的汇丰和中采制造业PMI

看， 总体经济出现短期企稳迹

象。 5月中采、汇丰制造业PMI均

出现回升，新订单指数均明显改

善，显示需求好转，3月底以来的

稳增长政策初见成效。 由此来

看， 短期经济数据出现企稳态

势。 不过下半年市场仍面临多项

调整。 国信证券指出，通胀压力

预计将在4季度显著回升； 美国

QE退出进程将实质性加快，加

息预期逐渐形成，资金回流等负

面因素对国内经济产生负面影

响。 从目前来看，经济增长的不

确定因素较多，对于中长线资金

的吸引力相对有限。

其次， 资金宽松目前无法传

导至股市。 由于货币政策转向定

向宽松， 今年以来资金市场紧张

情况出现明显缓解， 各类资金利

率也呈现明显回落， 债券市场走

强，不过近期资金市场“刚性兑

付” 格局难以明显打破，大规模

信用违约事件发生概率较低，在

资金的低风险稳定回报预期下，

股市整体难以构成足够吸引力，

资金从债市大规模流向股市的情

形恐难出现。市场人士指出，这可

能意味着市场的流动性宽松，但

却很难真正传导至股市中。

最后，2013年小盘成长股的

单边牛市很难复制，赚钱效应很

难再度强化。 无论是QFII资金、

从非标资产流出的资金，还是保

险资金，都是冲着市场的赚钱效

应而来，2013年小盘成长股走出

单边牛市行情， 是整个市场的

“人气王” ， 激发出的赚钱效应

是吸引资金参与市场的主因。 今

年2月以来， 随着创业板指数的

大幅回调，小盘股的赚钱效应大

幅弱化，资金的悲观心态较重。 5

月末， 小盘成长股再度反弹，市

场赚钱效应好转，不过考虑到部

分股票的估值和股价均处在高

位，新股发行后小盘股的稀缺性

优势很难维持，2013年小盘成长

股的单边牛市很难复制，资金参

与成长股反弹的心态明显趋于

谨慎，不愿介入过深。

压力有所增加 上证指数微跌

0.45%

A股当前的走势显示出压力

仍大。 一方面是因为地产行业销

售数据持续不振，从而导致了商

品房库存数据持续增加。 据中原

地产研究中心最新统计数据显

示，6月初，全国主要的一二线13

个城市， 合计住宅库存面积达

8873万平方米， 相比5月初的

8430万平方米增长了5.3%，同比

增幅达26.6%， 这意味着房地产

将迎来较为惨烈的去库存周期。

另一方面则是IPO重启的预

期愈发强烈。 按照前期相关部门

的说法，6月到年底安排100家左

右的企业IPO，6月即将过半，若

此时不IPO， 那么后续的时间里

IPO的压力更重。 但此时IPO，又

面临着A股成交量低迷的窘境，

毕竟IPO会对A股形成资金分流

的压力。

因此短线操作思路盛行于

盘面，只要出现略微反弹就引来

强大的抛压。 尤其是油改股、网

络游戏股等上周前半周的市场

热点品种跌幅居前，因此上证指

数小跌0.45%。

不过，这并不等于A股短线

会再度考验2000点。一是因为在

2000点一线是典型的政策底；二

是因为工商银行、 中国银行、农

业银行等低价大市值银行股形

成了清晰的上升通道，这就说明

了短线A股具备了市场底的可能

性，所以，上证指数在本周仍有

望震荡企稳， 甚至有重新攻击

2050点一线的可能性。

再现黑天鹅 酿酒食品指数下跌

1.29%

上周酿酒食品行业出现了

“黑天鹅” ，那就是伊利股份在某

券商卖出评级的研究报告冲击下

出现了宽幅震荡的走势特征。 由

于伊利股份是酿酒食品行业的龙

头品种，所以，酿酒食品指数也随

之震荡，在上周下跌1.29%。

舆论随之哗然。 一方面是A

股很少出现卖出评级的研究报

告，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作为酿酒

食品行业的龙头股，仅仅因为研

究报告的卖出评级，就出现如此

巨大的震荡幅度，说明当前不少

上市公司的股价经受不住质疑。

所以，市场参与者对酿酒食品股

的后续走势持有谨慎的心理。

但是，从酿酒食品行业的发

展趋势来说，由于十几亿人口的

庞大利基，对行业的未来持有谨

慎态度似乎并不明智。 一方面是

因为地产行业调整背景下，居民

的可支配现金随之活跃起来，因

此，酿酒食品的市场需求有望随

之提振，至少在牛奶等必需品方

面的支出是相对刚性的。 另一方

面则是因为酿酒食品行业具有

较强的业绩弹性，只要出现明星

产品，就可能会驱动着公司乃至

整个行业的估值迅速回升。 比如

说前些年的白酒行业的年份酒，

再比如说近年来的常温酸奶驱

动着牛奶行业出现新的增长引

擎，光明乳业就得益于莫斯利安

的销售持续增长而业绩出现了

较大幅度的提振。 因此，对整个

酿酒食品行业的未来不宜悲观。

相反可以利用市场的情绪式

抛压而逢低建仓。尤其是已成为居

民必需品奶业股以及行业利润率

有所提升的啤酒股，前者如光明乳

业、伊利股份，后者如青岛啤酒。

稳增长赋予抗跌能量 电力设备指数跌

0.24%

国家能源局在日前分别与国

家电网公司、 南方电网公司签署

《大气污染防治外输电通道建设

任务书》。 根据《任务书》要求，

国家能源局与两大电网公司将加

快推进内蒙古锡盟经北京、 天津

至山东特高压交流输变电工程等

12条大气污染防治外输电通道建

设。为此，国家能源局将加快办理

项目核准手续，满足工期要求，对

口联系地方政府部门， 协调解决

项目实施过程中的重大问题，落

实各项配套条件。由此可见，未来

的特高压建设力度将较为乐观。

受此影响， 拥有特高压业务的电

力设备股纷纷揭竿而起， 例如金

利华电、大连电瓷、平高电气等个

股涨幅居前， 从而削弱了其他电

力设备股回落的压力， 使得电力

设备指数仅仅微跌0.24%。

未来的电力设备股的产业亮

点较为突出，不仅仅是因为特高压

概念股， 而且还因为稳增长的需

要，未来的核电、水电等清洁能源

的投资力度也有望增强。因为相关

数据显示，地产行业出现了清晰的

调整趋势，也就意味着整个经济情

况面临着较大压力。 而稳增长、保

就业是战略目标，所以相关各方为

了缓解地产调整对经济的压力，必

然会出台新的定向刺激政策。前文

提及的特高压建设力度有望提速

就是明显的例证。毕竟一条特高压

的投资规模将达到200亿元甚至

更多，所以，特高压的投资有利于

稳增长。 而水电、核电的投资力度

并不亚于特高压，因此，水电、核电

的投资力度也有望提升，从而说明

了电力设备股的市场需求有望恢

复，进而意味着此类个股的业绩弹

性由此而提振。

所以，在操作中，建议投资者

仍宜积极跟踪电力设备股，尤其是

产业亮点突出的品种，比如说麦迪

电气、中国西电、大连电瓷、创元科

技、东方电气、特变电工等品种。

地产销售不振 房地产指数跌

1.1%

虽然万科A等地产上市公司

在5月的销售收入出现了相对积

极的增长。但是，整个地产行业的

销售数据却不乐观。有数据显示，

5月，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监测

的30个典型城市新建商品住宅成

交面积为1418万平方米，环比增

长12.0%，同比减少10.9%；其中

有19个城市的成交量出现了环比

增长， 这意味着房地产行业可能

会迎来较为艰难的去库存压力周

期。 所以， 地产股在上周持续调

整，驱动房地产指数下跌1.1%。

对此， 有观点认为， 为稳增

长、促就业，不排除相关各方出台

房地产松绑政策， 从而可能促使

房地产股走势企稳。对此，笔者的

观点则是地产行业、 地产股将迎

来持续的寒意。 一方面是因为目

前三、 四线城市的地产价格已经

下滑，二线城市也岌岌可危，一线

城市的价格虽然相对坚挺， 但成

交量的低迷也说明接盘不强，所

以地产调整是势在必然。 即使有

刺激地产政策， 也改变不了地产

调整的趋势。 就如同在A股，一旦

进入到调整市， 任何的利好都难

以改变A股的疲态。 另一方面则

是因为经济结构转型势在必行。

只要房地产市场不暴跌， 不影响

到经济安全， 那么强力刺激地产

的政策也就不会出台。所以，地产

行业、地产股的寒意仍然在增强。

既如此，在操作中，对地产股

要予以谨慎，尤其是那些在二、三

线城市拥有大量土地储备、 商品

房库存的地产股。 对大量拥有商

业地产，尤其是在一线城市、核心

城市的繁华商圈拥有大量优质商

业地产的公司尚可跟踪， 比如说

金地集团、金融街等，这也是保险

资金在前期大手笔增持的直接诱

因。只是在后续的走势中，对此类

个股的股价上涨幅度也不宜过于

乐观。（金百临咨询，秦洪，执业证

书编号

A1210612020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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