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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涨跌幅%

2013年净利

润（亿元）

2012年净利

润（亿元）

600022.SH

山东钢铁 钢铁

1.52 1.67 -8.98 1.58 -38.37

000594.SZ *ST

国恒 交通运输

1.53 1.67 -8.38 -0.44

600808.SH

马钢股份 钢铁

1.53 1.68 -8.93 1.57 -38.63

600282.SH *ST

南钢 钢铁

1.56 1.93 -19.17 -6.18 -5.61

600221.SH

海南航空 交通运输

1.65 2.00 -17.50 21.05 19.28

000717.SZ

韶钢松山 钢铁

1.66 1.82 -8.79 1.01 -19.52

601618.SH

中国中冶 建筑装饰

1.69 1.75 -3.43 29.81 -69.52

000667.SZ

美好集团 房地产

1.69 1.82 -7.14 0.52 1.65

000932.SZ

华菱钢铁 钢铁

1.70 1.94 -12.37 1.06 -32.54

600569.SH

安阳钢铁 钢铁

1.77 1.73 2.31 0.52 -34.98

000709.SZ

河北钢铁 钢铁

1.79 2.00 -10.50 1.16 1.09

601106.SH

中国一重 机械设备

1.88 2.09 -10.05 0.17 0.29

002506.SZ *ST

超日 电气设备

1.91 2.33 -18.03 -14.52 -16.68

600567.SH

山鹰纸业 轻工制造

1.93 2.11 -8.53 2.08 -0.28

600321.SH

国栋建设 建筑材料

1.96 2.06 -3.89 0.75 0.04

600307.SH

酒钢宏兴 钢铁

1.99 2.62 -24.05 -23.38 4.84

600005.SH

武钢股份 钢铁

2.00 2.20 -9.09 4.27 2.10

000629.SZ

攀钢钒钛 采掘

2.01 2.14 -6.07 5.49 5.93

600381.SH *ST

贤成 采掘

2.08 2.08 0.00 0.33 -18.52

601866.SH

中海集运 交通运输

2.09 2.47 -15.38 -26.46 5.23

600033.SH

福建高速 交通运输

2.11 2.14 3.23 5.44 4.11

600795.SH

国电电力 公用事业

2.12 2.35 -4.41 62.79 50.51

600020.SH

中原高速 交通运输

2.13 2.22 -4.05 3.95 5.20

601003.SH

柳钢股份 钢铁

2.14 2.08 2.88 2.17 1.23

600868.SH

梅雁吉祥 公用事业

2.14 2.36 -9.32 0.26 0.35

601899.SH

紫金矿业 有色金属

2.16 2.31 -6.49 21.25 52.11

000659.SZ *ST

中富 轻工制造

2.16 2.78 -22.30 -11.10 -1.81

601005.SH

重庆钢铁 钢铁

2.18 2.48 -12.10 -24.99 0.99

000725.SZ

京东方

A

电子

2.20 2.15 2.33 23.53 2.58

000005.SZ

世纪星源 房地产

2.20 2.50 -12.00 -0.42 0.22

601518.SH

吉林高速 交通运输

2.21 2.23 -0.90 2.89 2.87

600103.SH

青山纸业 轻工制造

2.21 2.31 -4.33 0.17 -3.20

600035.SH

楚天高速 交通运输

2.23 3.04 -1.99 2.55 1.95

000720.SZ

新能泰山 公用事业

2.24 2.28 -1.75 0.34 0.34

000100.SZ TCL

集团 家用电器

2.25 2.33 -1.21 21.09 7.96

600186.SH

莲花味精 食品饮料

2.26 2.58 -12.40 -3.26 0.37

000585.SZ

东北电气 电气设备

2.26 2.31 -2.16 0.10 0.11

600029.SH

南方航空 交通运输

2.26 2.75 -17.82 18.95 26.28

000959.SZ

首钢股份 钢铁

2.27 2.05 10.73 -2.29 -3.57

600115.SH

东方航空 交通运输

2.27 2.77 -18.05 23.76 34.30

601018.SH

宁波港 交通运输

2.28 2.44 -6.56 28.40 26.77

601188.SH

龙江交通 交通运输

2.31 2.34 -1.28 2.37 1.23

600157.SH

永泰能源 采掘

2.31 5.39 -12.63 4.76 9.88

601872.SH

招商轮船 交通运输

2.32 2.42 -4.13 -21.84 0.91

601718.SH

际华集团 纺织服装

2.35 2.77 -15.16 9.48 8.36

601268.SH *ST

二重 机械设备

2.35 2.54 -7.48 -32.07 -28.89

601880.SH

大连港 交通运输

2.37 2.66 -10.90 6.83 6.00

600317.SH

营口港 交通运输

2.42 3.51 121.63 5.11 5.02

601588.SH

北辰实业 房地产

2.42 2.69 -7.85 6.65 6.33

600408.SH

安泰集团 采掘

2.44 2.70 -9.63 -2.43 0.31

5元以下低价股行业分布

一周牛熊数据

资金面紧张沪综指下跌2.13%

上周三，国债逆回购利率全线上扬，1天逆回购更是一度创出30%的年化收益率。而2013年6月中旬，正是由于资金面紧张，国债逆回购利率持续回升，才导致A股上演了暴跌行情。因此，随着近期国债逆回购利率的涨升，市场参与者情绪开始躁动，进而导致上周四抛压陡增。

不过，当上证指数在上周五早盘接近2000点时，市场参与者情绪有所平复。主要是因为在2000点一线，出台了一系列的刺激证券市场或者对证券市场有长期积极影响的政策，比如说新国九条等。而且，以往走势也显示出，每到2000点一线，总有一股神秘的资金及时出手，驱动着上证指数在2000点企稳回升。所以，到了2000点，投资者心态开始平和，抛压减少，也就有了上周五A股企稳回升的态势。只是由于上周四跌幅过大，上证指数依然全周大跌2.13%。

不过，毕竟在上周五已经企稳，说明市场的抛压在减少。更何况，在目前点位附近，一大批大市值品种已缺乏有效的向下空间。比如说工商银行在周五除权，就没有贴权，这是难得一见的，说明大市值银行股的价值已得到了相关各方的认可。而且，电力股目前的市盈率也只有5倍，市净率不足1倍，如此数据也就说明了电力股的下跌空间也不大，隐含着半年报行情的确值得期待。因此，2000点一线的向上牵引能量较为充沛，短线A股企稳概率大增。

题材刺激力度大石墨烯指数大涨4.55%

上周曾有消息称，中国石墨资源20年内将耗尽，或成下一个稀土。受此影响，石墨烯概念股一片欢腾，方大炭素、烯碳新材、金路集团均一度冲击涨停板。只是受上周后半周A股宽幅震荡影响，石墨烯概念股有所回落。但毕竟上周前半周涨势凌厉，所以石墨烯主题指数在上周仍然大涨4.55%。

但是，业内人士认为，石墨烯概念股崛起的更主要因素在于题材炒作。一方面，此类个股大多是低价且历史上曾有过重组整合动作，或者有重组绯闻的个股，比如说金路集团等。这就意味着引导着此类个股股价走势的资金来源主要是以热钱为主，而非基金等机构资金。因此，题材来了，炒作一波。但热闹过后，仍然可能是一地鸡毛。

另一方面，行业方面的信息也并不宜过分乐观。据了解，石墨烯主要分为粉体和薄膜两大类。只有石墨烯粉体以石墨为原料，生产石墨烯薄膜根本不需要石墨。业内人士也表示，石墨与石墨烯的投入产出比在1：0.8到1：0.5之间。如此数据就说明石墨转化为石墨烯效率很高。而公开数据显示，中国石墨储量最少在5500万吨以上。所以，石墨不可能成为稀土。

更为重要的是，石墨烯在新材料等领域中应用量非常小，只需要极少量的添加；且大规模的石墨烯行业应用尚没有起来。整个市场对石墨烯的需求量都很小。甚至近10年甚至更长时间，整个石墨烯行业对石墨的需求量也不大。如此的信息就意味着石墨烯概念股的确是题材炒作，难以成为贯穿A股市场发展的一个主线索。既如此，一旦市场降温，题材炒作氛围不佳，那么此类个股的股价走势就可能反复震荡走低。

产业空间广阔在线教育微涨0.24%

上周在线教育概念股一度活跃，立思辰等龙头品种一度冲击涨停，全通教育则延续着上升通道。但可惜的是，上周末整个A股市场的宽幅震荡，让部分在线教育概念股跌幅较大。但是，周五市场企稳后，此类个股弹性极强，如此就使得在线教育主题指数迅速回升，一周微涨0.24%。

在线教育概念股可能会持续活跃。一是相关资料显示，在6月上旬，国内外风险投资机构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移动应用、垂直电商、在线租车、在线教育等领域。其中，以出国留学为主要市场的在线教育平台决胜网更是受到风投的关注。出国留学服务市场显著的结果导向特征以及学员自主学习意愿较强的特点，使其成为职业教育培训外又一个较易线上化的市场，成为风投的最爱。产业领域的投资方向往往会成为金融市场热钱追捧的方向。

二是海伦钢琴在上周的主升浪，也让市场热钱充分领略到教育行业巨大的产业蛋糕。海伦钢琴将数码钢琴与加载教学软件的智能设备连接在一起，不仅创造出很多前所未有的新功能，也改变了传统音乐教育的模式。它打破了地理时空上的限制，在受众人群上与线下教育形成区隔，有望成为线下教育的重要辅助手段，释放众多音乐爱好者的消费需求，如此就意味着公司打开了新的成长空间，进而获得了热钱的青睐，也就有了近期的主升浪行情。

如此的信息就意味着在线教育产业股可能会有进一步的强势行情。一方面是因为海伦钢琴等强势股的赚钱效应驱动着更多的热钱涌入到在线教育产业股；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在线教育的确是未来数年具有朝阳产业特征的行业。因此，存量热钱敢于做多、敢于追涨。

需求旺盛铁路基建指数微跌0.5%

上周A股市场的走势虽然不如人意，但基本面的信息却是可圈可点的，尤其是关于高铁外交的相关报道，使得铁路基建概念股一度脉冲。只是受制于上周末的指数震荡而有所走低，铁路基建指数在上周微跌0.5%。

不过，从以往的经验来看，只要产业出现新的积极动向，必然会有热钱，甚至中长线资金会持续追捧产业领域的龙头品种。因此，业内人士对铁路基建乃至整个铁路产业股的未来走势仍持有较为乐观的预期。

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稳增长的预期较为浓厚，而铁路投资则是最佳的稳增长路径。据报道称，济青高铁于6月4日终于获得了国家发改委的批复立项，成为铁路投融资改革以来，最先诞生的以地方投资为主的高铁项目。此外，2014年将有12条高铁建成运营，投产里程5353公里，堪称历年之最，高铁成为“微刺激”的重点。

二是高铁外交。2013年起，我国开始积极推进铁路“走出去”，先后成功举办了泰国高铁展和罗马尼亚铁路展，中泰、中匈塞铁路合作项目取得重要进展。目前，美国、俄罗斯、巴西、沙特、土耳其、波兰、委内瑞拉、印度、缅甸、柬埔寨、老挝、泰国等几十个国家都希望我国参与他们国家铁路项目的合作，有些项目已经开始实施。中国不仅将高速铁路伸延到了国外，甚至越过海洋开始打造世界规模的高速铁路网，“高铁外交”成为外交关系中的关键词。由此可见，铁路投资有望再掀高潮。既如此，铁路基建、铁路设备等铁路产业股就有望迎来新的投资契机。（金百临咨询秦洪，执业证书编号A1210612020001）

全周数据统计

一元股数量倍增凸显经济阵痛

□本报记者 张怡

今年以来， 沪综指震荡走

低，跌幅超过4%，在此期间，低

价股的数目也不断增多。 其中，

“一元股” 的数目较年初增长了

近一倍，而且其中钢铁、交通运

输、建筑建材、机械设备等传统

周期性行业的个股较多。 一元股

数量的明显增加，是转型中经济

阵痛与市场分化加剧的体现，其

中股价不断降低者大都存在行

业景气度下降而业绩不佳、不符

合改革与转型趋势以及股价缺

乏弹性等问题。 展望后市，新股

上市渐次展开后，投资者的注意

力将更多被这些成长性相对更

好、盘子较小的“新鲜血液” 所

吸引，传统周期股的吸引力将进

一步下降，由此预计低价股增多

的态势或将延续。

今年以来一元股数量近翻倍

今年以来，A股市场走势跌

宕起伏，几经反弹与回落。上周随

着新股申购的展开， 沪深两市的

一波小幅反弹宣告结束，沪综指、

深成指和创业板指的周跌幅分别

为2.13%、2.78%和3.53%。从年初

至上周五，沪综指下跌4.22%，而

创业板指数上涨2.26%。

随着股指重心的震荡下移，

沪深两市中个股的表现差异日

益巨大，低价股的数量较年初明

显增加。 统计显示，6月20日A股

市场中一元股的数量为16只，而

今年初这一数目仅有9只。 与此

同时， 沪深两市5元以下的低价

股已经从年初的383只增加至

430只。

不过，当前一元股的数量同

历史底部相比仍然偏少。 统计显

示，2005年6月6日沪综指触及

998.23点的历史底部时，沪深两

市中一元股的数目为62只；而在

2008年10月28日沪综指触及

1664.93点低位时， 一元股有38

只。 分析人士指出，今年在政策

托底的背景下， 市场连续震荡，

风险未能完全释放，当前低价股

数目仍然较少或许意味着市场

弱势寻底格局仍将延续。

从行业分布上看，一元股多

分布于传统周期性行业。 统计显

示，今年初的9只一元股中，有6

只为钢铁股，股价从低到高分别

为山东钢铁、马钢股份、安阳钢

铁、 韶钢松山、ST南钢和华菱钢

铁， 此外还有交运行业的ST国

恒、 建筑装饰行业的中国中冶、

房地产行业的美好集团。

而6月20日的16只一元股

中，钢铁股增加了河北钢铁和酒

钢宏兴，数目变为8只；此外还增

加了海南航空、 中国一重、ST超

日、 山鹰纸业、 国栋建设5只个

股，分布于交通运输、机械设备、

电气设备、轻工制造和建筑材料

行业。

低价股增多趋势料延续

在经济结构调整的大背景

下，一元股的增多显示出经济面

正在经历阵痛。 随着改革与转型

的推进，A股市场将经历较长的

震荡筑底过程；而随着新股的不

断上市，资金偏好将使得行情演

绎的分化日益加剧，这将促使更

多的低价股出现。

低价股增多的主要原因包

括：首先，在经济结构调整的背

景下，经济增速整体放缓，房地

产产业链及城镇固定资产投资

增速不断回落，使得不少传统周

期性行业的需求减弱，价格下跌

而库存压力增大， 业绩状况恶

化。 从业绩上看，当前的16只一

元股中仅有6只在2012年未出现

亏损，2013年不少公司扭亏为

盈，仅有3只一元股出现亏损。 但

业内人士指出，盈利的回升并非

来自于主业好转，而是通过调整

固定资产折旧和资产交易等方

式获得。 基本面的不良状况难以

支撑股价上涨。

其次，我国经济积极推进改

革与转型，传统周期性行业的景

气度逐步回落，在存量资金博弈

的市场中，传统周期股难获得资

金青睐，估值也逐步降低。 值得

关注的是，当前的一元股行业分

布与2008年时的状况大为不同，

当时的38只一元股分布于18个

行业之中，范围明显较广，且有8

只属于房地产行业，而钢铁行业

仅有1只，此外传媒、汽车、通信、

家用电器、公用事业等多个行业

均有2只股。 而今改革与转型的

推动使得上述不少行业估值大

幅度提升，而此前稳健的传统周

期股成为了“落后分子” 。 尽管

今年以来不断出台包括定向降

准在内的多项微刺激政策，但这

些一元股由于不符合转型大趋

势，仍难获得资金眷顾。

再次，在A股震荡走势中，周

期股大多呈现“易跌难涨” 的状

态， 盘子大而股价缺乏弹性，导

致估值相对于大盘不断降低。 当

前沪深两市中股价最低的山东

钢铁就是最典型的代表，其今年

以来的跌幅达到8.98%， 远高于

沪综指的跌幅， 股价屡创新低，

最近一次是6月19日市场调整之

时， 其股价下跌1.95%创下1.50

元的新低点。 6月20日沪综指反

弹了0.14%， 而山东钢铁仅反弹

了0.66%。 另外，武钢股份“侥

幸” 逃脱一元股队列， 其在6月

19日跌破2元最低触及1.98元之

后，在20日又努力收在2元上方。

短期来看，新股申购进行得

如火如荼，二级市场中缺乏资金

吸引力的区域普遍遭遇资金撤

离，因而低价股的规模仍有望扩

大；中期来看，传统周期股中率

先推动改革与转型的个股将逃

离低价股群体，成为良好的投资

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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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元以下低价股行业分布

一元股数量倍增凸显经济阵痛

□本报记者 张怡

今年以来， 沪综指震荡走

低，跌幅超过4%，在此期间，低

价股的数目也不断增多。 其中，

“一元股” 的数目较年初增长了

近一倍，而且其中钢铁、交通运

输、建筑建材、机械设备等传统

周期性行业的个股较多。 一元股

数量的明显增加，是转型中经济

阵痛与市场分化加剧的体现，其

中股价不断降低者大都存在行

业景气度下降而业绩不佳、不符

合改革与转型趋势以及股价缺

乏弹性等问题。 展望后市，新股

上市渐次展开后，投资者的注意

力将更多被这些成长性相对更

好、盘子较小的“新鲜血液” 所

吸引，传统周期股的吸引力将进

一步下降，由此预计低价股增多

的态势或将延续。

今年以来一元股数量近翻倍

今年以来，A股市场走势跌

宕起伏，几经反弹与回落。上周随

着新股申购的展开， 沪深两市的

一波小幅反弹宣告结束，沪综指、

深成指和创业板指的周跌幅分别

为2.13%、2.78%和3.53%。从年初

至上周五，沪综指下跌4.22%，而

创业板指数上涨2.26%。

随着股指重心的震荡下移，

沪深两市中个股的表现差异日

益巨大，低价股的数量较年初明

显增加。 统计显示，6月20日A股

市场中一元股的数量为16只，而

今年初这一数目仅有9只。 与此

同时， 沪深两市5元以下的低价

股已经从年初的383只增加至

430只。

不过，当前一元股的数量同

历史底部相比仍然偏少。 统计显

示，2005年6月6日沪综指触及

998.23点的历史底部时，沪深两

市中一元股的数目为62只；而在

2008年10月28日沪综指触及

1664.93点低位时， 一元股有38

只。 分析人士指出，今年在政策

托底的背景下， 市场连续震荡，

风险未能完全释放，当前低价股

数目仍然较少或许意味着市场

弱势寻底格局仍将延续。

从行业分布上看，一元股多

分布于传统周期性行业。 统计显

示，今年初的9只一元股中，有6

只为钢铁股，股价从低到高分别

为山东钢铁、马钢股份、安阳钢

铁、 韶钢松山、ST南钢和华菱钢

铁， 此外还有交运行业的ST国

恒、 建筑装饰行业的中国中冶、

房地产行业的美好集团。

而6月20日的16只一元股

中，钢铁股增加了河北钢铁和酒

钢宏兴，数目变为8只；此外还增

加了海南航空、 中国一重、ST超

日、 山鹰纸业、 国栋建设5只个

股，分布于交通运输、机械设备、

电气设备、轻工制造和建筑材料

行业。

低价股增多趋势料延续

在经济结构调整的大背景

下，一元股的增多显示出经济面

正在经历阵痛。 随着改革与转型

的推进，A股市场将经历较长的

震荡筑底过程；而随着新股的不

断上市，资金偏好将使得行情演

绎的分化日益加剧，这将促使更

多的低价股出现。

低价股增多的主要原因包

括：首先，在经济结构调整的背

景下，经济增速整体放缓，房地

产产业链及城镇固定资产投资

增速不断回落，使得不少传统周

期性行业的需求减弱，价格下跌

而库存压力增大， 业绩状况恶

化。 从业绩上看，当前的16只一

元股中仅有6只在2012年未出现

亏损，2013年不少公司扭亏为

盈，仅有3只一元股出现亏损。 但

业内人士指出，盈利的回升并非

来自于主业好转，而是通过调整

固定资产折旧和资产交易等方

式获得。 基本面的不良状况难以

支撑股价上涨。

其次，我国经济积极推进改

革与转型，传统周期性行业的景

气度逐步回落，在存量资金博弈

的市场中，传统周期股难获得资

金青睐，估值也逐步降低。 值得

关注的是，当前的一元股行业分

布与2008年时的状况大为不同，

当时的38只一元股分布于18个

行业之中，范围明显较广，且有8

只属于房地产行业，而钢铁行业

仅有1只，此外传媒、汽车、通信、

家用电器、公用事业等多个行业

均有2只股。 而今改革与转型的

推动使得上述不少行业估值大

幅度提升，而此前稳健的传统周

期股成为了“落后分子” 。 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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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面紧张 沪综指下跌

2.13%

上周三， 国债逆回购利率

全线上扬，1天逆回购更是一度

创出 30%的年化收益率。 而

2013年6月中旬，正是由于资金

面紧张， 国债逆回购利率持续

回升， 才导致A股上演了暴跌

行情。 因此，随着近期国债逆回

购利率的涨升， 市场参与者情

绪开始躁动， 进而导致上周四

抛压陡增。

不过， 当上证指数在上周

五早盘接近2000点时， 市场参

与者情绪有所平复。 主要是因

为在2000点一线， 出台了一系

列的刺激证券市场或者对证券

市场有长期积极影响的政策，

比如说新国九条等。 而且，以往

走势也显示出， 每到2000点一

线， 总有一股神秘的资金及时

出手， 驱动着上证指数在2000

点企稳回升。 所以， 到了2000

点，投资者心态开始平和，抛压

减少， 也就有了上周五A股企

稳回升的态势。 只是由于上周

四跌幅过大， 上证指数依然全

周大跌2.13%。

不过，毕竟在上周五已经企

稳，说明市场的抛压在减少。 更

何况，在目前点位附近，一大批

大市值品种已缺乏有效的向下

空间。 比如说工商银行在周五除

权，就没有贴权，这是难得一见

的，说明大市值银行股的价值已

得到了相关各方的认可。 而且，

电力股目前的市盈率也只有5

倍，市净率不足1倍，如此数据也

就说明了电力股的下跌空间也

不大，隐含着半年报行情的确值

得期待。 因此，2000点一线的向

上牵引能量较为充沛， 短线A股

企稳概率大增。

题材刺激力度大 石墨烯指数大涨

4.55%

上周曾有消息称， 中国石墨

资源20年内将耗尽， 或成下一个

稀土。 受此影响，石墨烯概念股一

片欢腾，方大炭素、烯碳新材、金路

集团均一度冲击涨停板。只是受上

周后半周A股宽幅震荡影响，石墨

烯概念股有所回落。但毕竟上周前

半周涨势凌厉，所以石墨烯主题指

数在上周仍然大涨4.55%。

但是，业内人士认为，石墨

烯概念股崛起的更主要因素在

于题材炒作。 一方面，此类个股

大多是低价且历史上曾有过重

组整合动作，或者有重组绯闻的

个股，比如说金路集团等。 这就

意味着引导着此类个股股价走

势的资金来源主要是以热钱为

主，而非基金等机构资金。 因此，

题材来了，炒作一波。 但热闹过

后，仍然可能是一地鸡毛。

另一方面，行业方面的信息

也并不宜过分乐观。 据了解，石

墨烯主要分为粉体和薄膜两大

类。 只有石墨烯粉体以石墨为原

料，生产石墨烯薄膜根本不需要

石墨。 业内人士也表示，石墨与

石墨烯的投入产出比在1：0.8到

1：0.5之间。 如此数据就说明石

墨转化为石墨烯效率很高。 而公

开数据显示，中国石墨储量最少

在5500万吨以上。 所以，石墨不

可能成为稀土。

更为重要的是，石墨烯在新

材料等领域中应用量非常小，只

需要极少量的添加；且大规模的

石墨烯行业应用尚没有起来。 整

个市场对石墨烯的需求量都很

小。 甚至近10年甚至更长时间，

整个石墨烯行业对石墨的需求

量也不大。 如此的信息就意味着

石墨烯概念股的确是题材炒作，

难以成为贯穿A股市场发展的一

个主线索。 既如此，一旦市场降

温，题材炒作氛围不佳，那么此

类个股的股价走势就可能反复

震荡走低。

产业空间广阔 在线教育微涨

0.24%

上周在线教育概念股一度

活跃，立思辰等龙头品种一度冲

击涨停，全通教育则延续着上升

通道。 但可惜的是，上周末整个

A股市场的宽幅震荡，让部分在

线教育概念股跌幅较大。 但是，

周五市场企稳后，此类个股弹性

极强，如此就使得在线教育主题

指数迅速回升，一周微涨0.24%。

在线教育概念股可能会持续

活跃。 一是相关资料显示，在6月

上旬， 国内外风险投资机构关注

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移动应用、垂

直电商、在线租车、在线教育等领

域。其中，以出国留学为主要市场

的在线教育平台决胜网更是受到

风投的关注。 出国留学服务市场

显著的结果导向特征以及学员自

主学习意愿较强的特点， 使其成

为职业教育培训外又一个较易线

上化的市场，成为风投的最爱。产

业领域的投资方向往往会成为金

融市场热钱追捧的方向。

二是海伦钢琴在上周的主升

浪，也让市场热钱充分领略到教育

行业巨大的产业蛋糕。海伦钢琴将

数码钢琴与加载教学软件的智能

设备连接在一起，不仅创造出很多

前所未有的新功能，也改变了传统

音乐教育的模式。它打破了地理时

空上的限制，在受众人群上与线下

教育形成区隔，有望成为线下教育

的重要辅助手段，释放众多音乐爱

好者的消费需求，如此就意味着公

司打开了新的成长空间，进而获得

了热钱的青睐，也就有了近期的主

升浪行情。

如此的信息就意味着在线

教育产业股可能会有进一步的

强势行情。 一方面是因为海伦钢

琴等强势股的赚钱效应驱动着

更多的热钱涌入到在线教育产

业股；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在线教

育的确是未来数年具有朝阳产

业特征的行业。 因此，存量热钱

敢于做多、敢于追涨。

需求旺盛 铁路基建指数微跌

0.5%

上周A股市场的走势虽然不

尽如人意，但基本面的信息却是

可圈可点的，尤其是关于高铁外

交的相关报道，使得铁路基建概

念股一度脉冲。 只是受制于上周

末的指数震荡而有所走低，铁路

基建指数在上周微跌0.5%。

不过， 从以往的经验来看，

只要产业出现新的积极动向，必

然会有热钱，甚至中长线资金会

持续追捧产业领域的龙头品种。

因此，业内人士对铁路基建乃至

整个铁路产业股的未来走势仍

持有较为乐观的预期。

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稳增长

的预期较为浓厚，而铁路投资则

是最佳的稳增长路径。 据报道

称，济青高铁于6月4日终于获得

了国家发改委的批复立项，成为

铁路投融资改革以来，最先诞生

的以地方投资为主的高铁项目。

此外，2014年将有12条高铁建成

运营，投产里程5353公里，堪称

历年之最，高铁成为“微刺激”

的重点。

二是高铁外交。 2013年起，

我国开始积极推进铁路 “走出

去” ， 先后成功举办了泰国高

铁展和罗马尼亚铁路展，中泰、

中匈塞铁路合作项目取得重要

进展。 目前，美国、俄罗斯、巴

西、沙特、土耳其、波兰、委内瑞

拉、印度、缅甸、柬埔寨、老挝、

泰国等几十个国家都希望我国

参与他们国家铁路项目的合

作，有些项目已经开始实施。 中

国不仅将高速铁路伸延到了国

外， 甚至越过海洋开始打造世

界规模的高速铁路网，“高铁外

交” 成为外交关系中的关键词。

由此可见， 铁路投资有望再掀

高潮。 既如此，铁路基建、铁路

设备等铁路产业股就有望迎来

新的投资契机。

（金百临咨询 秦洪，执业证

书编号

A1210612020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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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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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511.SZ

烯碳新材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4-6-17 247186.9967 20.89 32.68

002190.SZ

成飞集成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4-6-16 164183.7829 10.00 11.42

002067.SZ

景兴纸业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4-6-13 132951.3289 27.07 50.12

600516.SH

方大炭素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4-6-17 126715.7619 21.00 9.99

000511.SZ

烯碳新材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4-6-17 124054.9318 9.93 17.07

000511.SZ

烯碳新材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4-6-18 123132.0649 9.97 15.61

600317.SH

营口港 振幅值达

15% 2014-6-17 104117.5214 -4.78 11.97

300251.SZ

光线传媒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4-6-17 101827.2220 9.46 16.33

600410.SH

华胜天成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4-6-17 96064.5361 10.03 12.85

002130.SZ

沃尔核材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4-6-17 83805.2915 10.03 22.87

002130.SZ

沃尔核材 换手率达

20% 2014-6-17 83805.2915 10.03 22.87

002279.SZ

久其软件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4-6-16 77488.1223 24.64 21.51

002474.SZ

榕基软件 换手率达

20% 2014-6-18 77169.9819 -2.08 21.55

002067.SZ

景兴纸业 换手率达

20% 2014-6-19 71910.2224 -4.06 23.92

002067.SZ

景兴纸业 振幅值达

15% 2014-6-19 71910.2224 -4.06 23.92

002067.SZ

景兴纸业 换手率达

20% 2014-6-17 70569.4003 5.05 25.08

002474.SZ

榕基软件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4-6-17 68154.3553 10.00 19.74

600506.SH

香梨股份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4-6-12 67508.9703 24.54 45.06

002230.SZ

科大讯飞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4-6-16 66793.5880 10.00 4.64

300053.SZ

欧比特 换手率达

20% 2014-6-19 65074.0286 -1.91 27.70

002067.SZ

景兴纸业 换手率达

20% 2014-6-20 61838.5195 4.89 20.33

002113.SZ

天润控股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4-6-16 59708.7941 21.00 27.88

002113.SZ

天润控股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均换手率与前五个交易日的日均换手率的比值达到

30

倍且换手率累计达

20%

的证券

2014-6-16 59708.7941 21.00 27.88

000510.SZ

金路集团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4-6-18 57586.7288 9.89 12.60

002113.SZ

天润控股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4-6-17 53062.7224 9.99 24.53

002113.SZ

天润控股 换手率达

20% 2014-6-17 53062.7224 9.99 24.53

300065.SZ

海兰信 换手率达

20% 2014-6-18 52502.6974 -4.72 21.39

600588.SH

用友软件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4-6-19 51457.7912 -10.02 3.26

300329.SZ

海伦钢琴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4-6-12 51079.1645 27.44 62.41

000693.SZ

华泽钴镍 换手率达

20% 2014-6-19 50084.5084 -9.99 28.73

代码 名称 交易日期 成交价

折价率

(%)

当日

收盘价

成交量

(万股\份\张)

成交额

(万元)

600580.SH

卧龙电气

2014-6-17 6.50 -7.93 7.57 3,500.00 22,750.00

600284.SH

浦东建设

2014-6-20 8.73 -7.03 9.32 2,482.00 21,667.86

600010.SH

包钢股份

2014-6-20 3.16 -9.97 3.48 6,329.00 19,999.64

000776.SZ

广发证券

2014-6-18 9.71 -3.67 10.01 1,600.00 15,536.00

000776.SZ

广发证券

2014-6-20 9.38 -3.79 9.67 1,591.56 14,928.83

300122.SZ

智飞生物

2014-6-19 23.09 -4.70 23.30 604.00 13,946.36

000410.SZ

沈阳机床

2014-6-18 6.14 -7.25 6.59 2,093.00 12,851.02

300122.SZ

智飞生物

2014-6-20 23.74 1.89 23.51 462.00 10,967.88

600759.SH

正和股份

2014-6-20 10.56 -3.47 11.03 1,000.00 10,560.00

002541.SZ

鸿路钢构

2014-6-20 9.58 -6.90 10.42 1,100.00 10,538.00

600525.SH

长园集团

2014-6-20 10.76 1.41 10.84 977.16 10,514.23

600759.SH

正和股份

2014-6-20 10.64 -2.74 11.03 900.00 9,576.00

000002.SZ

万科

A 2014-6-19 7.99 -1.36 7.99 1,174.30 9,382.63

300097.SZ

智云股份

2014-6-18 17.09 -9.19 17.99 517.53 8,844.59

000732.SZ

泰禾集团

2014-6-19 8.01 -7.29 8.60 1,056.64 8,463.69

600638.SH

新黄浦

2014-6-19 12.82 -5.04 13.56 650.00 8,333.00

002572.SZ

索菲亚

2014-6-17 16.00 -5.94 16.68 505.00 8,080.00

300207.SZ

欣旺达

2014-6-16 26.37 -10.00 28.30 290.00 7,647.30

002572.SZ

索菲亚

2014-6-16 16.00 -5.88 17.01 450.00 7,200.00

600010.SH

包钢股份

2014-6-17 3.59 -2.71 3.66 2,000.00 7,180.00

600010.SH

包钢股份

2014-6-18 3.58 -2.19 3.65 2,000.00 7,160.00

000793.SZ

华闻传媒

2014-6-20 11.05 0.00 11.06 642.53 7,099.96

600010.SH

包钢股份

2014-6-19 3.44 -5.75 3.51 2,000.00 6,880.00

000732.SZ

泰禾集团

2014-6-20 8.01 -6.86 8.50 796.33 6,378.64

000793.SZ

华闻传媒

2014-6-20 11.05 0.00 11.06 540.00 5,967.00

000793.SZ

华闻传媒

2014-6-20 11.05 0.00 11.06 517.47 5,718.00

601208.SH

东材科技

2014-6-20 6.04 -9.99 6.72 940.00 5,677.60

002572.SZ

索菲亚

2014-6-16 16.00 -5.88 17.01 350.00 5,600.00

600010.SH

包钢股份

2014-6-16 3.62 -2.43 3.69 1,500.00 5,430.00

601098.SH

中南传媒

2014-6-17 14.20 -1.25 14.19 380.00 5,396.00

反弹受挫 机构心态仍乐观

□西南证券 张刚 刘浩

上周有9家券商发表了对后

市的看法，3家看多，5家看平，1

家看空。本周市场综合情绪指数

为55.56%， 较上周回落10.27个

百分点，但仍位于50多空平衡线

上方，表明市场整体对后市仍偏

乐观。与上期相比，共有5家机构

改变了对大盘走势的看法，其中

2家机构对中线趋势做了修正：

新时代证券、国都证券、光大证

券和民生证券对本周趋势由看

多调降为看平，其中新时代证券

对中线趋势也转为看平，其余机

构维持中线判断不变。 五矿证券

对本周趋势由多翻空，对中线趋

势也由上周的看多转为看平。

上周一沪指冲高至2100点

附近后快速回落，随后三天的下

跌将此前半个月积累的涨幅一

举抹去，对此机构普遍表示是由

于新股申购所致。 从规则上看，

华泰证券指出新股发行政策调

整后，机构纷纷采取超额申购策

略，缺乏现金头寸的机构甚至卖

股筹资，而新股入围率的提高也

间接提高了冻结资金的额度。 从

冻结资金上看，周三的四只新股

冻结近3800亿元， 加上周四、周

五的新股，光大证券预计本轮申

购冻结资金超过5500亿元，高于

1月份。 资金参与打新的热情对

二级市场形成了负面效应，对微

刺激政策不断积累形成的利好

构成了压制。

就新股申购对后市的影响而

言，多头西南证券指出，本周二后

新股发行将出现空挡， 二级市场

的资金回流或推高股指收复失

地。华泰证券也同样表示，随着新

股中签率的再创新低， 机构后市

参与打新的热情将有所收敛，卖

股筹钱的行为会相应减少， 因此

后市大盘或震荡收窄，2000点构

成强大心理支撑。 东吴证券认为

“微刺激” 带来的经济微复苏将

为股市托底， 大盘进一步调整的

空间有限， 而目前沪深300整体

市盈率不足9倍， 处于历史低位，

随着基本面的缓慢复苏， 市场未

来必然迎来一波估值修复行情。

对于基本面，新时代证券预

计下半年楼市将延续下行趋势，

短期楼市价格的下降将对经济

和资本市场产生一定冲击，从而

加重A股市场担忧，大盘或再度

陷入2000点的盘局，因此该机构

建议投资者控制好仓位。对于资

金面，新时代证券认为总体上银

行体系内流动性较为宽松。

此外，持看平观点的申银万

国证券认为，市场的慢涨快跌令

人警觉， 表明市场心态脆弱、预

期不稳，在目前市场缺乏内生性

反弹动力及增量资金的背景下，

后市出现像样反弹的概率不大，

大盘将保持在2000点上方运行。

民生证券、国都证券以及新时代

证券也同样表达出类似的观点。

■

一周多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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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荐关注行业 推荐券商 行业关注度

高送转概念 光大证券、民生证券

20%

大盘蓝筹股 西南证券

10%

医药行业 东吴证券

10%

新能源汽车 新时代证券

10%

中报预增、国资改革 国都证券

10%

个股机会 华泰证券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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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南证券 多 多

2020 2080 -0.33% 2.63%

微弱看多

★★★ 70%

55.56%

华泰证券 多 多

2000 2080 -1.32% 2.63%

微弱看多

★★★ 70%

东吴证券 多 多

1960 2060 -3.29% 1.64%

微弱看多

★★ 60%

光大证券 平 多

1980 2150 -2.30% 6.09%

微弱看多

★★ 60%

新时代证券 平 平

1990 2050 -1.81% 1.15%

看平

○ 50%

国都证券 平 平

2000 2070 -1.32% 2.14%

看平

○ 50%

申银万国证券 平 平

2000 2050 -1.32% 1.15%

看平

○ 50%

民生证券 平 平

2000 2060 -1.32% 1.64%

看平

○ 50%

五矿证券 空 平

1960 2030 -3.29% 0.16%

微弱看空

☆☆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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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0-2050

新能源汽车

华泰证券 多 多

2000-2080

个股机会

东吴证券 多 多

1960-2060

医药

信达证券 本周未发表观点

国都证券 平 平

2000-2070

中报预增、国资改革

五矿证券 空 平

1960-2030

无

西南证券 多 多

2020-2080

大盘蓝筹股

太平洋证券 本周未发表观点

光大证券 平 多

1980-2150

高送转

财通证券 本周未发表观点

申银万国证券 平 平

2000-2050

暂无

民生证券 平 平

2000-2060

高送转个股

代码 简称 解禁日期

解禁

数量

(万股)

变动后

流通A股

（万股）

变动后

流通股

占比

(%)

解禁股份类型

300203.SZ

聚光科技

2014-6-23 12994.86 44500.00 10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048.SZ

合康变频

2014-6-23 2752.50 26885.23 79.51

追加承诺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300247.SZ

桑乐金

2014-6-23 520.31 6225.38 50.77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232.SZ

洲明科技

2014-6-23 5555.36 9633.07 95.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0780.SH

通宝能源

2014-6-23 27356.15 114650.25 100.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234.SZ

开尔新材

2014-6-23 3130.88 6130.88 51.09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0187.SH

国中水务

2014-6-23 38756.17 145562.42 100.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059.SH

古越龙山

2014-6-23 17366.78 80852.42 100.00

配股一般股份

600031.SH

三一重工

2014-6-24 1139.90 760510.51 99.85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601798.SH

蓝科高新

2014-6-24 2126.53 14935.35 42.13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226.SZ

江南化工

2014-6-24 21255.41 39550.44 99.3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

追加承诺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300233.SZ

金城医药

2014-6-24 5998.80 12100.00 10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0516.SH

方大炭素

2014-6-25 18426.69 171916.04 100.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591.SZ

恒大高新

2014-6-25 9100.00 13000.00 99.03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333.SZ

兆日科技

2014-6-25 539.67 8111.10 72.42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120.SZ

经纬电材

2014-6-25 225.67 11251.79 54.65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600568.SH

中珠控股

2014-6-26 9020.00 36094.65 98.56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167.SZ

东方锆业

2014-6-26 6480.72 37884.90 91.52

追加承诺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002564.SZ

张化机

2014-6-27 13200.00 48357.53 65.37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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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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