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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数成分股异动扫描

青松建化放量大跌

沪深股市昨日深幅调整，

前期涨幅居前的题材股大举回

调，作为新疆概念中的龙头股，

青松建化放量大跌， 短期遭遇

资金抛弃。

青松建化早盘小幅高开

后，震荡走低，午后跌幅进一步

扩大，尾市报收于4.79元，下跌

8.06%。 值得注意的是，青松建

化昨日的成交额为1.60亿元，

较前一个交易日增加0.68亿

元，增幅超过7成，显示资金逢

高了结倾向较浓。

4月以来新疆区域振兴概

念受到投资者的热捧， 作为龙

头股，青松建化更是连续上攻，

4月初至5月末，青松建化累计

上涨38.21%， 市场表现抢眼。

不过进入6月份， 该股涨势减

缓， 近期更是走出5连阴的行

情，期间累计下跌13.33%。

分析人士指出， 青松建化

一季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87

亿元，同比增长22.7%，实现净利

润-1.31亿元，同比下降25.59%，

公司基本面并不支持其股价反

弹。考虑到青松建化前期涨幅较

高，短期面临的回调压力依然较

大。 从目前来看，中央新疆工作

座谈会在5月底结束， 围绕新疆

本地股的炒作也暂时落下了帷

幕，后续该热点能否重新活跃将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后续发布的

细化政策，建议投资者密切关注

政策动向，不要盲目提高融资买

入仓位。（徐伟平）

成飞集成领衔 39股融资劲增超三成

□本报记者 龙跃

5月21日反弹以来，两市融资

余额变动缓慢， 显示市场做多情

绪有限。不过，局部兴奋点仍然存

在。 统计显示，本轮反弹中，以成

飞集成为代表， 两市有39只个股

的融资余额增幅超过三成。 分析

人士指出， 上述融资强势股透露

出了当前做多资金的选股偏好，

给投资者在弱市中布局提供了有

益指引。不过，机会背后也存在风

险， 融资偿还压力是相关强势股

和强势行业的潜在风险点。

39股融资大幅增长

在存量资金博弈背景下，作

为重要的增量资金来源， 融资对

市场的推动和支撑作用正在变得

更加重要。 不过，从本轮反弹看，

投资者融资热情非常有限。6月18

日两市融资余额报4013.57亿元，

相对于5月20日的3945.56亿元，

增加幅度非常有限。 如果再考虑

到近几个交易日， 不少投资者在

利用融资渠道打新股， 融资变动

其实更显低迷。

不过， 整体平淡背后也有亮

点。统计显示，当前沪深股市有39

只个股的融资余额较5月21日增

长幅度超过三成。其中，成飞集成

融资余额在本轮反弹中的变动最

为明显，增幅竟然高达7倍；而浪

潮软件、 荣之联近期融资增幅也

超过了1倍；与此同时，还有深圳

华强、 江铃汽车等11只个股的融

资余额增幅超过了五成。

上述39只融资强势股在本轮

反弹中体现出了三个显著特征：

其一，从股价运行看，39只融资强

势股在5月21日至6月18日期间

的平均涨幅高达14.57%，而同期

全部A股的平均涨幅仅为4.68%，

融资推动下的超额收益特征非常

明显。 其二，从行业角度看，在39

只融资强势股中， 计算机行业股

票多达13只， 占据了三分之一的

比例；同时，医药生物、食品饮料、

传媒行业所属个股也较多， 分别

达到了5只、4只和3只。 从中不难

发现， 融资强势股体现出了典型

的消费成长属性。其三，从风格角

度看，上海主板、深圳主板、创业

板和中小板内的融资强势股分布

非常均衡， 风格属性不再被融资

资金看重， 这也是本轮反弹中融

资强势股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

把握投资线索 警惕融资偿还

在反弹期间显著的超额收益

提示投资者， 存量资金博弈背景

下， 融资强势股仍然是二级市场

最重要的利润来源之一， 尤其是

相关强势股提供的投资线索更值

得投资者重点把握。

就本轮反弹中的融资强势股

而言， 其提供的一个最重要投资

线索就是消费成长板块仍然是资

金最为关注的领域。 从具体市场

表现看，尽管5月21日以来市场出

现了系统性的反弹， 且同期宏观

经济也出现了阶段企稳的强烈信

号， 但融资资金并未因此对周期

股提升丝毫兴趣。分析人士认为，

融资独爱消费成长背后的逻辑有

二：一是从长期看，中国经济再平

衡的进程远未结束， 周期股趋势

上并不具备做多机会； 二是从中

期看， 地产行业正处于景气度逆

转的阶段， 其对经济的负面影响

不容忽视。 作为对市场敏感度最

高的一个群体， 本轮反弹中融资

的配置偏好或许意味着未来一个

阶段， 市场仍然难以摆脱在消费

和成长股的“螺蛳壳” 里进行博

弈的格局。

但值得注意的是，39只融资

强势股虽然给投资者提供了重要

的投资线索， 但这并不意味着其

自身后市仍然具备非常大的机

会。本周四，沪深股市出现明显调

整， 沪综指再度开始考验2000点

支撑， 而本轮反弹的先锋———创

业板指数更是大幅下跌了3.18%。

在市场下跌过程中， 本轮反弹过

程中的39只融资强势股也暴露出

了一定的风险。从股价表现看，用

友软件收报跌停，浪潮软件、中青

宝、 浙大网新都下跌了7%以上，

而跌幅超过3%的个股多达22只。

分析人士认为， 融资强势股

昨日表现较差的原因有二： 一方

面，在此前融资推动下，上述个股

普遍涨幅较大， 一遇市场系统性

风险， 获利回吐压力自然大幅增

加。另一方面，融资历来具备非常

鲜明的短线特征， 在市场环境变

弱或相关品种走势不佳之际，融

资偿还会非常快速地出现， 特别

是对于上述39只融资强势股来

说， 其前期过快的融资增速更是

给未来融资偿还埋下了巨大的隐

患。有鉴于此，分析人士建议后市

对偿还力度显著增加的融资强势

股，应该保持高度谨慎。

海南橡胶：逆市上涨

昨日， 沪深300指数出现

深幅调整，成分股中，海南橡胶

逆市上涨0.14或2.48%， 收报

5.78元， 成为昨日沪深指数贡

献第三位的股票。

海南橡胶在沪深300指数

中的权重占比并不大， 仅为

0.14%，昨日指数贡献为0.08%。

但值得注意的是， 该股自2013

年10月15日创下阶段新高后，

便长期处于震荡下行通道，直到

2014年4月， 出现企稳态势，目

前整体处于横盘整理格局中，在

昨日沪深300指数下跌1.54%的

同时，该股却逆市飘红，这是否

意味着反弹即将来临？

作为我国最大的天然橡胶

生产企业， 伴随着橡胶价格从

2011年以来就进入大熊市，公

司业绩也出现较大幅度的下

滑。 根据公司年报，2012年以

来公司净利润增长率均为负

值，而其2014年第一季度仅实

现净利润0.07亿元， 同比下降

86.48%。 不过，近期橡胶价格

出现利好的苗头。 国内沪胶企

稳反弹， 昨日主力合约上涨

1.32%， 而日胶自6月5日以来

累计涨幅已超过8.17%。 在市

场关注厄尔尼诺天气变化对橡

胶产量影响的背景下， 橡胶价

格后续或仍有上涨空间， 这将

对海南橡胶业绩形成一定利

好。（王朱莹）

东方园林：冲高回落

昨日， 沪深300指数出现

深幅调整，成分股中，东方园林

全日上涨2.55%至25.35元，涨

幅在沪深300成分股中位列第

二。 该股占指数权重为0.14%，

当日指数贡献为0.08%。

2013年5月23日至2014年

3月31日，东方园林股价便处于

下行通道之中， 期间累计跌幅

高达51.46%。 今年4月，该股出

现幅度为14.11%的反弹， 此后

整体处于横盘震荡格局之中。

该股昨日的反弹与公司层

面消息有关。 根据公司公告，东

方园林近期与吉林城建签约4.6

亿元生态战略协议，而此次合作

将由中国民生信托发行不超5亿

元信托计划作为金融支持。短期

内，这一利好将以股价的长期下

跌后企稳会给投资者一定抄底

的理由，但这一项目真正转化为

业绩还需要时间。 此外，从盘面

看，昨日该股早盘高开，此后震

荡走高，但尾盘有所回落，显示

上档压力较大，继续反弹面临较

大阻碍。（王朱莹）

招股书公信力遭质疑

用友软件股价跌停

用友软件旗下控股子公司

畅捷通近日宣布在香港招股，

但其招股书中部分披露信息表

述模糊，遭到投资者质疑，受此

影响，用友软件昨日跌停，成为

昨日唯一一只跌停的两融标的

股。

据报道， 畅捷通在招股书

中引用行业报告， 反复强调其

市场份额行业第一， 然而却

“忽略” 竞争对手公司的具体

名称， 仅仅采用ABCD来代替

第二位至第五位的企业。 如此

隐晦的对外披露水平引来投资

者不满， 认为其招股说明书公

信力大打折扣。

有业内人士认为， 虽然香

港并未对招股书详细披露其竞

争对手名称有强制要求， 但投

资银行应该采用公信力强的公

开行业报告， 以避免争议或误

解误导的情况发生。

该消息出现后，其A股母公

司用友软件股价出现大幅下滑。

昨日用友软件小幅低开，随后持

续震荡下挫， 至下午2点后强势

封死涨停，报收13.20元；单日成

交额也维持在天量区间内，为

5.15亿元。 从股价走势与成交情

况综合分析，昨日该股遭到市场

抛售迹象较为明显。 而且从周K

线来看，该股本周已经跌破半年

线支撑，预计后市继续向下调整

概率大。（叶涛）

多空犹豫不决 期债成交降至千手以下

□本报记者 葛春晖

在资金面连日趋紧的背景

下，6月19日国债期货市场观望

气氛愈发浓厚，交投情绪进一步

萎靡， 全天成交量创下5月27日

以 来 最 低 水 平 ， 主 力 合 约

TF1209收盘微跌0.01%。分析人

士指出， 年中考核叠加新股申

购，使得月末资金价格存在不确

定性，但债券市场中长期乐观预

期对期债价格形成支撑，在多空

双方均持观望态度的背景下，预

计短期内期债市场将维持窄幅

震荡格局。

成交低迷 持仓稳定

19日， 货币市场资金面较上

一日继续有所趋紧， 银行间质押

式回购市场隔夜、7天回购加权平

均 利 率 分 别 上 涨 7BP、9BP 至

2.74%、3.18%，21天品种更是上

行46BP至5.45%。 交易所质押式

回购利率较上一日略有下降，但7

天回购利率仍主要成交于6%附

近。

由于机构对未来资金面态度

谨慎， 债券期现市场双双表现欠

佳。银行间利率债方面，一级市场

招标的农发行三期固息债券中标

利率整体高于预期， 现券价格亦

全线下跌，4-7年期可交割券收

盘收益率走高2-4BP。其中，最便

宜可交割券（CTD券）13附息国

债20收益率上行3.32BP。

国债期货市场方面， 全天呈

现维持窄幅震荡走势。 主力合约

TF1409高开低走， 早盘下探

94.402元的日内低点后震荡回

升，盘中一度小幅翻红，最终收于

94.500元， 较上一交易日结算价

微跌0.01元或0.01%， 全天成交

1235手，减仓37手至7310手。 次

季合约TF1412涨幅0.03%， 全天

成交仅5手，减仓1手至245手。 隔

季合约TF1503无成交，持仓量仍

仅2手。 从总成交和总持仓情况

看， 当日三张合约总成交量1240

手， 较前一日大幅下滑921手，总

持仓量小幅减少38手至7557手。

中金所盘后公布的持仓数据显

示， 截至昨日，TF1409前二十大

多空持仓席位中， 多单合计6270

手、减仓13手，空单合计6931手、

减仓1手。 多方减仓略超空方，多

空持仓比较18日变化不大， 表明

多空双方对峙状态仍在持续。

短期难涨 中期难跌

受商业银行年中考核、 大行

分红以及新股申购等多种因素叠

加影响， 近日银行间和交易所市

场资金面呈现结构性紧张格局。

银行间市场上， 短期资金利率运

行仍属稳定， 跨月末融资需求则

明显上升； 交易所市场更多受到

新股申购影响， 资金利率涨幅远

远超过银行间市场。 中国国际期

货研究员郭佩洁表示， 随着半年

末时点临近， 资金价格仍存在不

确定性，因此机构多持观望态度，

国债期货交易趋于清淡， 预计短

期内仍有望保持窄幅震荡。

不过，展望后市，机构观点仍

普遍看好利率债市场前景， 这也

成为制约国债期货价格下跌的主

要原因。

短期而言， 虽然对资金面的

谨慎心理使得多方不敢出手，但

央行维护资金面稳定的态度同样

令空方难以发力。本周，虽然央行

公开市场操作仅净投放150亿元，

但16日生效的定向降准， 有望向

银行体系释放约1000亿元左右流

动性， 从而保障了银行间短期资

金利率的稳定运行。 有市场人士

表示， 在央行护航以及商业银行

吸取去年钱荒教训的基础上，预

计银行间资金利率不会再现大幅

飙升的情况， 而随着新股申购资

金逐渐解冻、 商业银行筹备年中

考核工作趋于尾声， 资金紧张情

况最快下周就将得到明显缓解。

中期而言， 多家分析机构认

为，在经济增长依然偏弱、货币政

策有望进一步趋松的背景下，利

率债行情仍未结束。 中投证券分

析师在周初发表的 “利率市场

2014年中期投资展望” 中指出，

下半年经济下行风险来自地产投

资增速放缓， 而定向宽松不足以

遏制地产的下行周期风险， 鉴于

通胀压力不大为货币政策进一步

宽松提供了保证， 预计下半年货

币当局仍有可能通过降息等方式

进一步放松。该机构认为，宽松的

流动性， 将对收益率曲线中长端

形成支撑， 下半年利率债中长端

仍有进一步下行空间。

就国债期货操作而言， 多家

期货分析师表示， 近日谨慎气氛

趋浓， 期债投资短期内宜以静制

动、观望为主；鉴于利率债市场中

期继续看好， 前期多单仍可中线

持有。

章源钨业创今年新高

章源钨业昨日不仅延续了

上涨势头， 更于盘中创出了今

年新高， 并在当日两融标的股

中涨幅居于前列。

盘面看，该股昨日以16.79

元小幅低开，早盘走势平稳，在

开盘价和当日最低价16.51元

之间窄幅震荡。 午盘开盘后成

交突然放大， 股价也呈现急速

上涨势头， 开盘半小时内一度

创出今年新高18.48元，并站上

年线位置。 但该位置并没有站

稳，随后股价开始震荡回落，最

终报收于 17.53元， 涨幅为

4.10%。 从成交量看，昨日该股

共成交1.32亿元， 成交量创

2013年以来的新高。

消息面上， 国土资源部昨

日下发了2014年度稀土矿钨矿

开采总量控制指标的通知，通知

规定2014年全国稀土矿（稀土

氧化物REO） 开采总量控制指

标为105000吨， 其中离子型

（以中重稀土为主）稀土矿指标

17900吨，岩矿型（轻）稀土矿

指标87100吨；钨精矿（三氧化

钨含量65%） 开采总量控制指

标为89000吨， 其中主采指标

71000吨，综合利用指标18000

吨。 此外，军工需求的增加也是

军工战略性质的小金属股章源

钨业获得资金关注的原因之一。

分析人士指出， 在下游需

求增加的同时， 钨精矿指导价

6月首次出现止跌企稳。 在基

本面向好的情况下， 昨日国家

提高钨矿开采指标， 成为了昨

日该股爆发的导火索。此外，该

股目前的估值处于行业的中游

水平。 昨日受阻年线并不改变

章源钨业向上的趋势， 建议投

资者继续持有融资仓位， 后市

若该股存在技术性回调可逢低

继续加仓。（王威）

三大隐忧困扰期指六月行情

□本报实习记者 叶斯琦

对于期指市场而言，六月本

就是一个多事之秋，而“交割日

效应”的阴云又笼罩着当下的市

场。 近期，期指主力合约连收三

根阴线， 将前期涨幅回吐大半。

数据表明，昨日多头增仓幅度大

于空头， 显示在下行格局中，多

头出现了反击迹象，空头获利之

后有主动离场的趋势。

分析人士指出，今年六月的

期指市场交织流动性、新股发行

重启和反弹量能不足三方面隐

忧，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期指的反

弹步伐。 不过总体而言，忧中有

喜，股指下行空间有限，后市或

谨慎乐观。

多头反击 空头离场

6月19日， 期指收出了一根

大阴线，“交割日效应” 的阴云

再度笼罩着期指市场。 6月20日

是当月合约IF1406的交割日。从

今年走势来看， 交割日前后，期

指已多次出现下行行情，2月、4

月和5月的交割周， 期指都达到

或靠近阶段顶点。 而当前的三根

阴线似乎表明，在6月的交割周，

一波反弹可能又要止步。

昨日，期指盘中持仓量一度

突破21万手，截至收盘，四合约

总持仓量为189052手，再度刷新

纪录， 比次新高增加了4926手。

在昨日主力合约IF1407的博弈

中， 空头一开始便处于攻势，积

极增兵， 不过多头也全力抵抗，

指数虽有所下行， 但总体平稳。

14点左右， 在空头的强势进攻

下， 指数下探至全天最低的

2117.6点。 可以发现，指数最低

点与持仓量最高点在时间上几

乎重合，多空博弈的激烈程度可

见一斑。 此后，空头获利离场，落

袋为安， 指数开始向上反转，最

终报收于2130.6点， 全天下跌

1.41%。

持仓结构表明，由于当月合

约的交割日临近，期指持仓前20

席位加大移仓力度，减持IF1406

合约 ， 增持 IF1407合约 。 在

IF1406合约中，前20席位减持多

单9940手， 减持空单10595手；

而在IF1407合约中，前20席位增

持多单 12795手 ， 增持空单

10676手。 多头增仓幅度大于空

头，显示在下行格局中，多头出

现了反击迹象，而空头打压的欲

望并不强烈，获利之后有主动离

场的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期指表

现强于现指，昨日期指四合约出

现全线升水的态势， 远月合约

IF1412的升水幅度已经扩大至

20.09手，预示后市向好。

三隐忧困扰期指反弹

对市场而言， 六月本就是

一个多事之秋。 今年的六月期

指市场交织流动性、 新股发行

重启和权重板块反弹量能的三

大隐忧， 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

期指的反弹步伐。 不过，分析人

士指出， 当前市场确实存在一

定不确定性，但总体而言，忧中

有喜，股指下滑空间有限，后市

或谨慎乐观。

首先，流动性牵动着市场神

经。 对市场人士而言，去年6月的

钱荒依然历历在目。 2013年6月

20日，银行间隔夜回购利率最高

达到史无前例的30%，众多金融

机构都在市场上疯狂找钱。 由于

惧怕历史在同一时点重演，当前

市场谨慎对待这一窗口期。 不

过， 银河期货分析师赵婉西指

出，总体而言，今年流动性的形

势已不像去年那样严峻。 去年的

“六月钱荒” 之后，央行密切监

控资金面，并更及时、灵活地采

取调解工具，包括正回购、逆回

购、SLO等工具的使用。 在央行

的保驾护航之下，今年六月的资

金面或能相对平稳。

其次， 新股发行重启是悬

在市场上方的达摩克利斯之

剑。 广发期货股指研究小组指

出，从昨日的期指表现来看，打

新分流了部分资金， 给市场带

来一定压力，14天Shibor连续

两天大幅攀升， 显示市场对月

末资金面较为敏感。 不过，中信

期货研究员戴宏浩指出， 新股

申购对市场而言或是好事，这

是出于两个原因。 第一，此前，

由于新股发行重启的力度存在

不确定性， 多头在上攻时有所

顾虑，这制约了期指上涨高度。

新股发行落地之后， 市场将获

得更多确定性信息， 扫清了反

弹的一大障碍。 第二， 短期来

看，新股申购可能有抽水效应，

但中长期来看， 打新可能给市

场带入增量资金， 其他投资理

财渠道的资金进入股市之后可

能沉淀，有效助力指数上攻。

第三， 权重板块反弹量能

或不足。 3月中旬以来，银行板

块出现了较为明显的超额收益

和绝对收益， 四大行股价更是

频创新高， 成为指数的重要支

撑。 但是， 在银行板块的反弹

中，成交量一直未能跟上，市场

担忧反弹动力不足。 对此，戴宏

浩认为，之前几年，银行股曾处

于黄金时期， 是拉升指数的主

要力量之一。 不过当下银行股

已脱离了快速上涨的黄金阶

段，相比于拉升作用，银行股对

股指更主要贡献在于其估值较

低，下跌空间有限，因此是股指

的“定海神针” 。 目前，市场成

交量虽未放大， 但一步一个台

阶的上涨更为扎实，因此，反弹

或许并未碰触天花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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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上交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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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海通期货

86728 46526 1

国泰君安

8318 2421 1

海通期货

17674 1571

2

国泰君安

55686 32926 2

中信期货

6372 809 2

中信期货

15474 333

3

中信期货

51708 27445 3

银河期货

6318 766 3

广发期货

10811 276

4

兴证期货

47063 36651 4

永安期货

5198 164 4

国泰君安

9005 437

5

申银万国

45253 29928 5

海通期货

4871 1025 5

华泰长城

4063 864

6

南华期货

43765 22939 6

浙商期货

4054 243 6

财富期货

3652 1279

7

光大期货

42127 24378 7

申银万国

4047 597 7

兴证期货

3526 920

8

广发期货

39738 23462 8

北京中期

3568 619 8

申银万国

2788 290

9

华泰长城

35134 21709 9

上海东证

3554 662 9

光大期货

2430 1012

10

银河期货

29208 14173 10

南华期货

3060 1330 10

永安期货

2370 522

11

经易期货

25049 18975 11

鲁证期货

2857 359 11

招商期货

2264 1840

12

浙江中大

23323 12733 12

光大期货

2644 289 12

中银国际

2126 219

13

永安期货

23076 13940 13

华泰长城

2482 822 13

平安期货

2037 54

14

中信建投

22514 8737 14

广发期货

2156 266 14

中信建投

1941 -15

15

招商期货

22457 11947 15

招商期货

2150 905 15

上海东证

1936 -69

16

上海东证

19355 7615 16

新湖期货

1979 129 16

银河期货

1578 122

17

北京中期

18055 9727 17

大越期货

1904 262 17

鲁证期货

1528 202

18

中投天琪

17106 4257 18

国信期货

1780 843 18

国信期货

1344 371

19

鲁证期货

17101 9973 19

瑞达期货

1756 245 19

瑞达期货

1220 445

20

瑞达期货

15706 10141 20

成都倍特

1646 39 20

宝城期货

1085 3

合计

680152 388182 70714 12795 88852 106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