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涨跌幅

(%)

净流入资金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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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516.SH

方大炭素

10.01 13,271.44 167,929 1.09 8,521.11 388.73

002474.SZ

榕基软件

10.00 11,265.10 127,153 3.21 1,287.74 710.18

600410.SH

华胜天成

10.03 10,871.30 91,601 1.44 2,819.35 600.74

000511.SZ

烯碳新材

9.93 10,017.01 157,655 1.37 628.44 2,668.63

600889.SH

南京化纤

9.98 8,764.25 132,498 4.31 1,472.43 2,974.48

000423.SZ

东阿阿胶

4.22 8,695.42 26,339 0.40 2,573.68 -765.03

600718.SH

东软集团

6.44 6,230.40 44,542 0.36 -448.95 -912.18

000598.SZ

兴蓉投资

4.06 5,532.97 113,319 0.65 366.38 350.61

600070.SH

浙江富润

10.03 4,543.79 72,716 2.65 54.95 1,977.78

600756.SH

浪潮软件

4.41 4,502.46 18,581 0.67 88.51 38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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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572.SZ

索菲亚

16.00 -5.94 16.68 505.00 8,080.00

002572.SZ

索菲亚

16.00 -5.94 16.68 300.00 4,800.00

002572.SZ

索菲亚

16.00 -5.94 16.68 300.00 4,800.00

002697.SZ

红旗连锁

10.04 -4.56 10.35 399.00 4,005.96

002005.SZ

德豪润达

8.25 -3.06 8.46 400.00 3,300.00

002675.SZ

东诚药业

15.36 -10.02 17.66 200.00 3,072.00

300164.SZ

通源石油

14.33 -9.99 15.45 200.00 2,866.00

002572.SZ

索菲亚

16.00 -5.94 16.68 150.00 2,400.00

002672.SZ

东江环保

35.00 -9.98 37.86 60.00 2,100.00

300298.SZ

三诺生物

35.24 -10.01 40.05 55.00 1,938.20

300207.SZ

欣旺达

26.00 -8.13 27.73 70.00 1,820.00

000697.SZ

炼石有色

11.80 -9.99 13.75 150.00 1,770.00

002572.SZ

索菲亚

16.00 -5.94 16.68 100.00 1,600.00

300207.SZ

欣旺达

26.00 -8.13 27.73 60.00 1,560.00

000777.SZ

中核科技

20.46 3.70 21.09 65.00 1,329.90

300207.SZ

欣旺达

26.00 -8.13 27.73 40.00 1,040.00

002387.SZ

黑牛食品

11.63 -9.98 12.81 80.40 935.05

000338.SZ

潍柴动力

17.50 -3.58 17.87 51.42 899.85

300331.SZ

苏大维格

29.05 -1.22 29.95 30.00 871.50

300207.SZ

欣旺达

26.00 -8.13 27.73 30.00 780.00

002289.SZ

宇顺电子

15.76 -1.38 15.74 47.00 740.72

002387.SZ

黑牛食品

11.63 -9.98 12.81 62.50 726.88

000697.SZ

炼石有色

11.80 -9.99 13.75 50.00 590.00

300220.SZ

金运激光

27.72 -10.00 30.15 20.00 554.40

300179.SZ

四方达

6.98 -10.05 7.73 60.00 418.80

沪深两市资金净流入前十 行业资金净流入（出）金额

89.25亿元资金撤离

反弹有望延续 关注“打新” 主线

□本报记者 李波

在获利回吐、年线压力、新股申购三重压力

下，昨日沪深两市大盘双双展开调整。 两市遭遇

了89.25亿元资金的净流出，行业板块几乎全线

遭弃。 分析人士表示，市场反弹短期有望延续，

不过鉴于政策力度有限、经济低位运行，市场难

言反转，加上月底市场开始面临资金面、中报业

绩等考验，因此后续反弹高度可能也相对有限。

品种上， 建议在重点关注受益消息面和政策利

好刺激的题材股的同时， 密切关注新股以及次

新股的投资机会。

三压力显现 89亿资金撤离

“六连阳” 之后，资金获利回吐意愿明显升

温；沪综指年线压力令技术面调整需求提升；而

周三新股申购也使得部分资金减仓备战打新。

三重压力之下，昨日沪综指出现明显回调，量能

环比小幅萎缩。

截至昨日收盘， 上证综指报2066.70点，下

跌19.28点，跌幅为0.92%；深证成指报7331.37

点，下跌85.62点，跌幅为1.15%。 与此同时，创业

板指数昨日收报1377.43点，下跌1.30%；中小板

综指收报6283.79点，下跌1.01%。 从量能来看，

昨日沪深两市分别成交709.23亿元和1053.72

亿元，成交额环比双双小幅萎缩。

从资金流向来看， 沪深股市主力资金净流

出规模较周一有所提升。 据wind资讯统计，昨

日全部A股共有89.25亿元资金净流出。其中，开

盘净流出18.94亿元， 尾盘净流出13.63亿元，特

大单净流出32.75亿元。

行业方面， 昨日申万一级行业指数全线下

挫。 其中，申万计算机、房地产和有色金属指数

跌幅较小， 全日分别下跌 0.20% 、0.55%和

0.56%；相比之下，国防军工、家用电器和建筑装

饰指数跌幅居前， 全日分别下跌1.70%、1.56%

和1.48%。

从行业资金流向来看， 据Wind资讯统计，

昨日28个申万一级行业板块中， 只有钢铁板块

实现小幅资金净流入，净流入额为758.81万元，

其余27个行业板块均遭遇净流出。其中，休闲服

务和纺织服装板块的资金净流出规模较小，在1

亿元以下， 分别净流出5785.82万元和5957.02

万元；相比之下，医药生物、机械设备和传媒板

块的净流出额较大， 分别为7.24亿元、6.96亿元

和6.95亿元。

反弹有望延续 空间或有限

近期市场反弹行情呈现波浪运行， 出于获

利回吐的需要， 六连阳之后的调整应该说在预

期之内。特别是，沪综指上方面临2100点整数关

口和年线压力，而周三开始新股申购，进一步令

资金离场意愿明显提升。

就当前市场环境来看， 随着微刺激和货币

定向宽松的持续加码， 政策面向好成为支撑反

弹行情的关键。从这一点来看，即便指数出现调

整， 空间也不会太大。 经济方面，5月份经济数

据释放出一定积极信号， 经济失速担忧对市场

的压制得以缓解。 尽管业绩可能是制约反弹的

重要压力，但半年报序幕刚刚拉开，率先预披露

的业绩往往较为优异， 预计市场短期尚不会受

到业绩地雷的明显冲击。此外，随着新股申购的

启动，炒新热情有望对整个市场带来提振，特别

是与新股属性最为接近的次新股， 将受到明显

带动。

不过另一方面也需要看到， 在经济转型的

大背景下， 大规模的逆周期政策出台的可能性

非常有限， 政策对市场的刺激力度与此前几年

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与此同时，随着政策的持

续出台，边际效应也在出现递减。经济虽然阶段

性改善，但依然处于低位运行。 因此，当前市场

并不具备反转条件。

分析人士指出，短期调整后，市场有望在政

策暖风和打新热情的提振下延续反弹脚步，不

过连续上涨后，本轮反弹开始进入下半场，加上

月底市场开始面临资金面、 中报业绩等不确定

因素的考验，因此后续反弹空间也将相对有限。

品种方面， 建议重点关注受益利好消息和政策

刺激的题材股， 并密切关注新股和次新股的投

资机会。

行业资金流向配图个股资金流向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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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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17日部分股票大宗交易情况

滨海新区概念逆市大涨

□本报记者 魏静

昨日，沪深两市普遍出现调整，热点零星散

落。 其中，滨海新区概念午后出现急速拉升，导

火索或为相关“副中心” 的传闻。 分析人士表

示，在短期市场调整需求增加的背景下，这种单

纯借传闻的概念炒作，并不具备可持续性，不排

除其会出现一日游的尴尬结局。

昨日，滨海新区指数大涨2.23%，涨幅位居

wind资讯概念指数第二名；成分股中，天津海

运强势涨停，天津松江、津滨发展及天津港涨幅

也分别达7.38%、6.07%及3.49%。

应该说，天津板块的突然上冲，与“副中

心” 相关传闻的发酵直接相关。 据相关媒体报

道，天津正积极承接首都功能转移，加强规划建

设，完善基础设施，重点发展电子商务、现代物

流、科技创新等产业，已上报“建设国家行政副

中心” 的方案。 分析人士表示，目前北京周边城

市都有意在这个新的城市群模式下使自己成为

“副中心” ，这种未经官方认可的传闻可信度并

不大，其对相关板块的提振作用也自然有限。二

级市场上，天津板块虽然昨日掀起涨势，但投资

者应保持谨慎，不宜过于激进。

沪深300回踩60日均线

□本报记者 李波

连续两个交易日的反弹后， 沪深

300

指

数昨日低开低走， 下跌逾

1%

， 回踩

60

日均

线。在此前的连续反弹后，沪深

300

指数受制

技术面和打新压力出现回调；不过，鉴于政

策面向好，预计指数调整空间不大。

沪深

300

指数昨日以

2185.68

点低开，之

后一路弱势震荡下行， 尾市报收于

2169.67

点，下跌

1.01%

，盘中最低探至

2168.45

点。 昨

日沪深

300

指数成交

462.45

亿元，环比周一的

569.04

亿元小幅萎缩。

个股方面，金地集团、东软集团和东阿

阿胶昨日对沪深

300

现指的支撑力度相对较

大， 指数贡献度分别为

0.55%

、

0.37%

和

0.36%

；与之相比，中国平安、兴业银行和万

科

A

昨日明显拖累沪深

300

指数的市场表现，

指数贡献度分别为

-1.25%

、

-0.85%

和

-

0.73%

。 股指期货方面，四大合约悉数下跌，

不过跌幅均小于沪深

300

现指， 其中主力合

约

IF1406

下跌

0.87%

。

分析人士指出，在连续反弹之后，资金获

利回吐要求提升；与此同时，周三即将迎来新

股申购，引发了一定的减仓动作；另外，随着

反弹的进行和半年线的下移，沪深

300

遭遇半

年线压力，也加剧了技术面回调的需要。短期

来看，由于量能始终未能显著放大，因此权重

股难以持续走强；不过另一方面，政策面暖风

频吹，炒新有望带热市场情绪，在此背景下，

沪深

300

指数预计维持震荡格局。

创业板现“分歧”中阴

□本报记者 魏静

5月中下旬以来， 创业板悄然走出了一波

稳步拉升的反弹行情。然而，一来由于短期创业

板涨势过猛，存在回调的需求；二来目前市场反

弹信心普遍不足， 创业板也处在边弹边观察的

窘境，因而昨日创业板的缩量中阴线，对市场交

投情绪的冲击较大， 此前高涨的成长热潮也似

乎出现了分歧。

昨日，创业板高开低走，全日与主板指数的

表现基本同步。 截至收盘， 创业板指数下跌

18.18点，跌幅为1.30%，报收1377.43点。从技术

上看，1400点整数关的技术压力较大， 创业板

内部恐高情绪也难免升温。

在创业板掉头回落的打击下， 其内部赚钱

效应也大幅降低。 昨日创业板内部正常交易的

344只个股中，仅有79只个股实现上涨，其中除

同有科技涨停外，当日涨幅超过3%的个股仅有

17只；而在当日出现下跌的261只个股中，虽未

有跌停个股出现，但有50只个股跌幅超过3%。

分析人士表示，尽管从市场环境来看，基本

面与政策面的共振，决定反弹仍然未完待续；但

鉴于此轮反弹市场始终未出现领涨的主流品

种，且成交量也一直处于较为温和的状态，因而

反弹也处于边走边看的阶段。在此情形之下，昨

日创业板的中阴线难免引发场内资金一定程度

的出逃，市场对该指数的上攻也出现了分歧。

■ 下半年A股策略望远镜（二）

业绩难企稳 筑底之路仍漫长

□本报记者 张怡

2014年是改革元年，随着转型与调结构的

推进，当前中国经济正面临着地产链下行及制

造业小幅去库存等考验，经济反复在衰退和阶

段性政策驱动的景气之间徘徊，A股也由此处

于“熬底”之中。在这种宏观经济背景下，投资

者对微观经济实体———上市公司的盈利预期

趋于悲观。 考虑到地产投资下行趋势短期难以

扭转、企业盈利仍在下行、政策累积效应仍需

要时间，A股市场仍将面临漫长的筑底过程，

增长确定、估值安全、预期改善的资产成为机

构普遍推荐的防御“武器” 。

业绩增速仍在下滑

政策难以扭转大势

继一季报上市公司盈利低于预期后，基于

房地产产业链给实体经济带来的压力越来越

明显，不少机构预计上市公司盈利增速在下半

年可能出现继续下行。 广发证券表示，A股大

部分行业与地产产业链相关，景气均受到地产

投资下行的冲击，上市公司一季报盈利情况已

经明显低于预期，今年或将逐季下行，预计A

股总体四个季度的累计增速分别为8.21%、

7.86%、6.81%和6.40%。

中信证券将2014年全部A股盈利增速预测

从9.8%下调至7.5%， 而2013年的该数据为

14.9%；分季度来看，A股盈利同比增速下行高峰

虽过，但未来仍将继续下行，四个季度全部A股

盈利同比增速分别为9.2%、8.6%、5.9%和6.3%。

兴业证券认为，上市公司2013年控制成本

而带来的业绩改善已经见顶，业绩高基数对今

年是压力， 企业盈利情况可能比宏观数据更

差。 利润增速下行是由一部分利润占比较大的

周期性行业带来的。 煤炭、石油石化、有色金

属、钢铁、机械这五大行业占非金融上市公司

的利润比重达到40.7%， 贡献了净利润增速约

-6.9个百分点，严重拖累非金融上市公司整体

净利润增长。 创业板一季度利润增长好于主

板，但已较2013年四季度出现下滑。

当前， 稳增长的微刺激政策仍在不断出

台，累积效应也逐步显现，基建投资加速已经

被市场看到。但机构普遍认为经济大局难以被

政策扭转。 广发证券认为，政策难以抵消制造

业投资和地产投资同时下行的冲击，即便政策

全面放松，对宏观经济支撑作用的显现也需要

时间。 招商证券表示，房地产景气下行及其投

资增速下降很可能只是刚开始，尽管微刺激政

策会缓解经济下行压力， 但大局尚难以被改

变。 国信证券则表示，政策放松能够带来市场

短周期反弹，但难以扭转长周期趋势。

业绩压制A股

防御标的是首选

在经济增速和上市公司盈利下行的情况

下，A股市场承受的压力依然巨大， 而业绩增

速的下行和政策刺激力度低于预期，均将使得

投资者风险偏好趋于回落。 机构普遍认为，趋

势性上行格局仍需要在上市公司盈利增速真

正触底以来才能形成。 期间，业绩表现稳定的

弱周期性行业成为机构看好的防御区域。

在盈利下行与改革转型叠加的背景下，

2014年的A股市场风险大于机遇，股市弱平衡

向下突破是大概率事件。 广发证券指出，在上

市公司盈利下行周期，股市要获得持续的赚钱

机会非常困难，从A股历史上看，该阶段市场

的表现除了2000年外均比较惨淡。股市真正反

弹的时间和宏观经济触底的时间基本一致。 中

信证券指出，以房地产为代表的各类风险持续

释放，基本面预期弱平衡向下打破与风险溢价

抬升的叠加，意味着A股市场整体将呈现弱势

寻底走势。 招商证券认为，只有PPI见底回升、

上市公司费用率出现普遍性下降、债务风险消

除，A股市场才能出现真正的反转， 而只有货

币政策出现量化性质的放松，市场才可能出现

大幅度反弹。

在这种背景下， 传统蓝筹板块的机会难

现，而成长股恐难现2013年的盛况。 广发证券

指出，在存量经济中投资者对传统行业的向上

弹性没有足够的信心，目前还面临去刚刚的压

力，并受到地产行业的不利影响，传统行业盈

利向股价的传到机制失效， 没有向上弹性、长

期空间受限的传统行业的投资时机尚未到来。

而非周期、与经济转型相关的成长股是存量经

济和存量资金追逐的对象，但在宏观基本面企

稳之前，成长股的可操作空间也不大。

此时，配置防御类资产成为各大机构共同

的观点。 招商证券认为，A股市场下半年预计

会有局部性机会， 但不会是爆发性的大机会，

建议在消费品、服务业和新兴成长行业中选择

业绩增长确定、估值安全、预期改善的股票配

置；若货币政策继续放松，资金敏感性行业如

金融、地产会有脉冲式反弹。国信证券指出，建

议选择龙头地产股以获取相对收益，精选符合

调结构方向的优质成长股以获取绝对收益。广

发证券认为，在第三季度防御阶段，建议首选

稳定增长的必需消费品，例如食品加工、白酒、

服装家纺。

■ 中证面对面

政策底进一步确认 新股表现值得期待

□本报记者 张昊

本周有四只新股将登陆资本市场，对于投资

者而言炒新机会再次降临， 同时主板2000点的

政策底进一步确认， 也为投资者炒新营造了环

境。本期中证面对面请到了南方基金首席策略分

析师杨德龙以及中信证券财富管理中心总经理

李旦，对投资者如何把握炒新机会展开探讨。

二位嘉宾都认为， 由于前期IPO重启的预

期已经释放， 并且此次IPO重启的规模十分有

限，同时今年IPO的总量也已经确定，因此此次

新股重启并不会对市场构成冲击。与此同时，由

于新股供应已经中断较长时间， 市场必将对新

股公司较为追捧。 因此本周上市的新股表现值

得期待。

新股表现值得期待

主持人：本周新股即将重启，请问对市场的

影响有多大？ 投资者如何把握“打新”以及“炒

新”机会？

杨德龙：我们认为，市场在IPO重启之前的

下跌过程中已经将利空反映出来，因此这次IPO

重启不会对市场造成很大影响。 大量的新股发

行对市场必然会造成资金面的紧张， 证监会吸

取了上一次重启的教训， 严格控制新股发行数

量，从6月份到年底发行不超过100家新股，每个

月发行的量比较少，这一次发行的7家，募资额

仅仅41亿元， 这么小的资金量对市场的冲击也

是比较小的， 这也是近期市场还出现反弹的重

要原因。

IPO重启相当于市场恢复了造血功能，给市

场短期内提供了一些热点， 也激发了很多投资

者“打新” 、“炒新”的热情。 因为新股发行已经

停了三个多月，形成了一定的饥渴效应，所以这

次新股打新资金应该是比较多的， 中签率可能

会很低。又考虑到这一次新股的发行价比较低，

证监会规定新股发行价要低于二级市场行业平

均市盈率，这其实就限制了发行价，这样上市首

日以及几个交易日的上涨空间相当于被打开

了，所以炒新的人可能较多，新股上市后的表现

值得期待。

李旦：去年年底、今年年初有一波新股上市

的炒作热潮，总体来说比较疯狂，这一次我估计

仍然会比较疯狂， 因为这次新股发行价可能更

低。 另外，首日没有涨跌停的限制，所以估计首

日会比较疯狂。 有闲置资金的投资者都是可以

参与打新的，但是如果大家都去参与，中签率照

样会很低，新股上涨的幅度估计会比较高，首日

获利会比较明显。

至于如何炒新？ 我觉得要找A股市场没有

的、独特的概念。 但是要提醒投资者注意的是，

历来炒新的获利期间可能就在上市前一个月左

右，如果经过疯狂炒作，后面都是长期价值的回

归，建议投资者还是要注意风险。

2000点政策底基本确认

主持人： 近期大盘在触及

2000

点之后又再

度反弹，虽然力度有限，能否再次确认

2000

点的

底部区域，进一步确认目前的筑底性质？

杨德龙： 这一波的反弹再次证明2000点作

为政策底是非常牢固的。 今年上半年每次跌到

2000点附近，政府都会出台一些利好政策，从政

策面上支持市场探底回升， 资金也有很多在

2000点附近抄底。 现在来看政策底再一次被证

明，虽然央行没有全面降准，可是现在通过不断

扩大定向降准的范围，政策信号是比较明显的，

这也是促使这一波反弹的主要动力。

从近期公布的5月份经济数据来看，微刺激

政策的效果逐渐显现。在这种情况下，市场也具

有了反弹的基础， 这一波的反弹也突破了2050

点这样一个前期反弹的高点， 进一步挑战2100

点整数关口。但是我们认为突破2100点之后，市

场的反弹可能就会比较疲弱， 因为毕竟下半年

经济增速相对来说不确定， 市场的反弹不可能

一蹴而就，中间也会有很多波折。

李旦：既然说到2000点，我也想从技术面的

角度研判一下市场， 我们注意到上证指数从

2009年以来长达五六年是走下降楔形整理形

态， 这个楔形的底边是2000点一带， 顶边是

3478点以来的下降趋势线， 今年就有三次冲击

这个下降趋势线，目前的位置是在2100点，所以

今天回落是很正常的， 因为2100点下降趋势线

是五六年的压力位。

我觉得的2000点可能是未来两三年的底，

是未来两三年慢牛行情的起点。首先，A股目前

足够便宜，我们不仅通过传统的PE、PB来看是

便宜， 如果我们通过市销率、A股的证券化率、

A股的市值和广义货币供应M2的比值，还有A

股有效流通市值和居民财富之间的比值等等

多方面来看， 目前市场的估值确实非常便宜。

但是光便宜是不行的，市场需要增量资金的入

场驰援。

■ 两融看台

金融股融资热度提升

□本报记者 张怡

6月16日， 融资融券余额环比上个交易日

增长了19.75亿元， 回升幅度为今年4月中旬市

场调整以来的新高，使得两融余额时隔15个交

易日之后重新回归至3970亿元上方， 达到

3976.28亿元。其中，中国平安、民生银行等个股

融资净买入额环比出现大幅回升， 带动金融行

业融资情况整体回暖。

16日，融资余额和融券余额双双增长共同

铸就了这一恢复性增长。其中，当日融资余额增

长了17.26亿元，主要系融资买入额保持升势的

同时，偿还额较此前出现下降。融券余额增长了

2.5亿元，增幅同样较大。

从行业来看，当日计算机、传媒、医药生物仍

然是最为吸引融资客的行业，融资净买入额分别

为3.80亿元、2.40亿元和2.22亿元，而汽车、采掘、

建筑建材行业的净买入额居末且均为负值。

其中值得关注的是，非银金融、公用事业、

银行等行业的融资净买入额相对于上周五发生

了明显的逆转，分别为1.55亿元、193.78万元和

3168.04万元， 而上周五的净买入额分别为-5.

45亿元、-1.07亿元和-1.07亿元。

部分个股融资情况骤变是导致这种现象的

主要原因。 6月16日，中国平安的融资买入额骤

增至2.70亿元， 这使得其融资净买入额为1.21

亿元，居所有两融标的之首；而上周五其净买入

额为-1.99亿元。 与之类似，民生银行当日的净

买入额也达到6470.26万元，改变了长期遭遇净

偿还的颓势； 中信证券的净偿还额也较上个交

易日明显减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