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荐关注行业 推荐券商 行业关注度

次新股 华泰证券、新时代证券、申银万国证券

30%

新能源汽车（特斯拉） 五矿证券、新时代证券、国都证券

30%

新股 华泰证券、申银万国证券

20%

4G

、机器人

/

科技股 五矿证券

/

民生证券

20%

煤炭、石油 东吴证券

10%

环保股、券商股 信达证券

10%

国资改革 国都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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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0 2080 -0.32% 2.14%

强烈看多

★★★ 75%

58.33%

五矿证券 多 平

2000 2060 -1.79% 1.15%

强烈看多

★★★ 75%

华泰证券 多 多

2000 2080 -1.32% 2.63%

微弱看多

★★★ 70%

东吴证券 多 多

2000 2100 -1.32% 3.62%

谨慎看多

★ 55%

信达证券 平 平

2020 2060 -0.81% 1.15%

看平

○ 50%

新时代证券 平 平

2000 2050 -1.79% 0.66%

看平

○ 50%

国都证券 平 平

2000 2080 -1.79% 2.14%

看平

○ 50%

申银万国证券 平 平

2000 2060 -1.79% 1.15%

看平

○ 50%

民生证券 平 平

2000 2080 -1.79% 2.14%

看平

○ 50%

券商名称

上周

趋势

中线

趋势

上周区间 上周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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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 平

2000-2050

新能源汽车、次新股

华泰证券 多 多

2000-2080

个股机会 多 多

2000-2080

新股、次新股

东吴证券 多 多

1960-2060

医药 多 多

2000-2100

煤炭、石油

信达证券 本周未发表观点 平 平

2020-2060

环保股、券商股

国都证券 平 平

2000-2070

中报预增、国资改革 平 平

2000-2080

特斯拉、国资改革

五矿证券 空 平

1960-2030

无 多 平

2000-2060

新能源汽车、

4G

、机器人

西南证券 多 多

2020-2080

大盘蓝筹股 多 多

2030-2080 6

月中采

PMI

太平洋证券 本周未发表观点 本周未发表观点

光大证券 平 多

1980-2150

高送转 本周未发表观点

财通证券 本周未发表观点 本周未发表观点

申银万国证券 平 平

2000-2050

暂无 平 平

2000-2060

新股、次新股

民生证券 平 平

2000-2060

高送转个股 平 平

2000-2080

科技股

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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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315.SZ

掌趣科技

2014-6-30 841.10 54505.85 68955.95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0803.SH

威远生化

2014-7-4 16393.44 35281.88 63296.63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375.SH

华菱星马

2014-7-4 15000.00 33748.13 21825.93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887.SH

伊利股份

2014-7-2 1809.21 185125.19 19166.21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002594.SZ

比亚迪

2014-6-30 100479.98 138907.22 17192.78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334.SZ

津膜科技

2014-6-30 112.50 10503.56 15596.44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067.SZ

景兴纸业

2014-7-4 1000.00 97052.60 12342.5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519.SZ

银河电子

2014-7-1 4221.75 11440.59 9842.25

追加承诺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300120.SZ

经纬电材

2014-7-1 70.82 11096.94 9493.06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002167.SZ

东方锆业

2014-7-1 546.00 31950.18 9446.22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595.SZ

豪迈科技

2014-6-30 1546.15 11230.77 8769.23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338.SZ

开元仪器

2014-6-30 19.77 4303.67 8296.33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225.SZ

濮耐股份

2014-7-1 160.20 71112.87 8165.84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601058.SH

赛轮股份

2014-6-30 18237.96 37800.00 674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0775.SH

南京熊猫

2014-6-30 21960.78 63262.28 3921.57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235.SZ

方直科技

2014-6-30 1216.00 4933.18 3866.82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236.SZ

上海新阳

2014-6-30 6368.00 8518.00 2862.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0066.SH

宇通客车

2014-6-30 2338.63 124603.59 2767.39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000019.SZ

深深宝

A 2014-7-4 897.94 25225.24 1746.46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421.SZ

达实智能

2014-6-30 180.00 20338.92 541.08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300115.SZ

长盈精密

2014-6-30 50.35 51337.72 262.28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593.SZ

日上集团

2014-6-30 13490.00 21101.00 99.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237.SZ

美晨科技

2014-6-30 7290.00 10260.00 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0498.SH

烽火通信

2014-6-30 98.50 96670.46 0.00

股权激励一般股份

600888.SH

新疆众和

2014-7-1 1380.21 64122.59 0.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262.SH

北方股份

2014-7-1 10400.00 17000.00 0.00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002585.SZ

双星新材

2014-7-1 31200.00 41600.00 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新股上市引燃结构性行情

□西南证券 张刚 刘浩

本周有9家券商分别发表了

对后市的看法。其中，4家看多，5

家看平，无一看空。 本周市场综

合情绪指数为58.33%，较上周小

幅回升2.77个百分点。 随着上周

新股的上市，中小市值股票重新

活跃， 市场赚钱效应再次显现，

因而机构对后市也更加乐观。 与

上周相比， 仅有1家机构改变了

对大盘走势的看法，即五矿证券

对本周趋势由空翻多，对中线趋

势保持看平不变。

本周，机构一致认同上周新

股的上市再次点燃了市场热

情， 且这种结构性行情将得以

延续； 有的机构认为题材的炒

作是短期行为， 并将很快回归

理性； 有的机构则认为炒作将

贯穿今年下半年。 对于大盘，多

数机构认为短期仍难走出盘

局，并将继续维持弱势震荡；少

数机构认为经济数据的转好将

对强周期行业形成推动力，并

刺激市场走强。

西南证券指出，若7月1日公

布的官方制造业PMI进一步验

证经济景气度的回升，则预示着

随后公布的6月份和二季度经济

数据将继续释放利好效应，对强

周期性行业形成推动力，大盘有

望延续升势。而同样看多的五矿

证券认为，资金面的向好和基本

面的好消息频传，给市场营造出

良好的个股参与氛围，同时上周

两市新开户数和参与交易户数

的环比增长也说明投资者信心

在不断增强，市场出现明显的回

暖迹象，说明新股的上市打破了

市场长时间以来的僵局。

华泰证券注意到，新股上市

聚集市场人气的时候，汇丰PMI

适时公布，双重利好齐发，有效

吸引了场外资金对新股的关注，

从而有望形成资金入市和股指

上涨的良性循环。 虽然东吴证券

持 “短线只有个股机会” 的观

点，但该机构同样认为如果后市

超跌权重板块能实现轮动，则将

引领大盘走出一波估值修复行

情，需要给主力更多时间。

持看平观点的民生证券预

计本周个股机会依然丰富，其分

析称目前市场环境出现了一些

积极变化：经济在未来数月将持

续改善， 流动性也开始好转，市

场热点有望轮动。 后市随着新股

上市成为常态，题材的炒作可能

回归理性，投资者可以从业绩预

增或高送转预期的个股中寻找

机会。 但国都证券则预计，围绕

新股的炒作将成为贯穿下半年

的市场焦点之一，题材股的活跃

度有望持续提升。

同样地，新时代证券认为后

市若无重大利好，主板难有大的

表现，但该机构更建议关注由于

新股连续上涨所带来的小市值

股票，特别是次新股为代表的结

构性行情。与新时代证券的策略

类似，申银万国证券也建议投资

者在控制仓位的前提下，积极参

与次新股等短线热点。随着上市

筹码的不断增加，大盘指数将温

和下移，寻找新的平衡点是后市

的主要方向，大盘将以2000点一

线弱势防御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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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067.SZ

景兴纸业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4-6-24 249875.72 24.48 69.86

600756.SH

浪潮软件 换手率达

20% 2014-6-24 170271.19 10.01 24.86

002190.SZ

成飞集成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4-6-26 167889.66 10.00 9.76

002067.SZ

景兴纸业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4-6-27 163370.38 9.95 37.26

002067.SZ

景兴纸业 换手率达

20% 2014-6-27 163370.38 9.95 37.26

600790.SH

轻纺城

2014-6-25 151677.04 22.50 29.88

002190.SZ

成飞集成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4-6-24 149657.98 10.01 9.45

002190.SZ

成飞集成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4-6-23 149390.77 10.00 10.30

600756.SH

浪潮软件 换手率达

20% 2014-6-26 148974.15 4.86 21.09

000509.SZ

华塑控股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4-6-24 145113.75 27.61 59.21

000559.SZ

万向钱潮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4-6-27 111470.00 10.00 5.86

002312.SZ

三泰电子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4-6-23 94837.92 -18.10 16.86

600285.SH

羚锐制药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4-6-25 91030.45 23.39 27.63

600071.SH

凤凰光学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4-6-25 90257.95 33.08 34.80

600661.SH

新南洋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4-6-19 89611.37 24.44 20.83

300324.SZ

旋极信息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4-6-25 85012.18 25.97 52.76

002067.SZ

景兴纸业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4-6-26 83848.04 9.90 21.49

002067.SZ

景兴纸业 换手率达

20% 2014-6-25 83648.43 5.21 23.55

002067.SZ

景兴纸业 换手率达

20% 2014-6-23 83299.25 5.28 25.23

002067.SZ

景兴纸业 换手率达

20% 2014-6-24 82379.25 7.67 24.82

300375.SZ

鹏翎股份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4-6-25 79628.06 31.78 94.00

000812.SZ

陕西金叶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4-6-23 77999.55 33.18 30.10

000938.SZ

紫光股份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4-6-27 71845.85 -7.93 13.84

000509.SZ

华塑控股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4-6-26 71815.01 10.09 27.35

000509.SZ

华塑控股 换手率达

20% 2014-6-26 71815.01 10.09 27.35

000812.SZ

陕西金叶 换手率达

20% 2014-6-25 70351.35 10.00 26.74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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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307.SH

酒钢宏兴

2014-6-27 2.10 1.45 2.18 21,720.00 45,612.00

600307.SH

酒钢宏兴

2014-6-27 2.10 1.45 2.18 21,720.00 45,612.00

600759.SH

正和股份

2014-6-24 10.49 -2.60 10.49 1,058.00 11,098.42

300122.SZ

智飞生物

2014-6-26 23.94 0.46 24.00 462.00 11,060.28

600759.SH

正和股份

2014-6-27 10.45 0.00 10.36 1,000.00 10,450.00

600638.SH

新黄浦

2014-6-24 12.82 -5.87 13.53 780.00 9,999.60

300016.SZ

北陆药业

2014-6-26 10.25 -7.99 11.62 837.50 8,584.38

601818.SH

光大银行

2014-6-24 2.76 9.96 2.53 2,884.00 7,959.84

002389.SZ

南洋科技

2014-6-27 7.17 0.99 7.57 1,100.00 7,887.00

000732.SZ

泰禾集团

2014-6-23 8.01 -5.76 8.51 930.00 7,449.30

002192.SZ

路翔股份

2014-6-24 17.90 6.67 18.46 400.00 7,160.00

600373.SH

中文传媒

2014-6-26 13.62 -1.94 13.90 500.00 6,810.00

600373.SH

中文传媒

2014-6-25 13.61 6.08 13.89 500.00 6,805.00

300333.SZ

兆日科技

2014-6-25 22.64 -3.04 23.46 300.00 6,792.00

601818.SH

光大银行

2014-6-25 2.78 9.88 2.52 2,266.00 6,299.48

002451.SZ

摩恩电气

2014-6-26 6.78 -5.70 7.27 900.00 6,102.00

002451.SZ

摩恩电气

2014-6-25 6.78 -4.51 7.19 900.00 6,102.00

000831.SZ

五矿稀土

2014-6-24 20.12 -0.69 21.40 300.00 6,036.00

601258.SH

庞大集团

2014-6-25 4.15 -3.94 4.30 1,450.00 6,017.50

002491.SZ

通鼎光电

2014-6-23 14.68 -2.46 15.45 400.00 5,872.00

600289.SH

亿阳信通

2014-6-27 8.91 0.00 8.91 650.00 5,791.50

600070.SH

浙江富润

2014-6-24 6.27 1.79 6.09 902.68 5,659.80

000686.SZ

东北证券

2014-6-23 6.80 -2.86 7.00 820.00 5,576.00

300125.SZ

易世达

2014-6-23 13.91 -7.27 15.45 395.00 5,494.45

000757.SZ

浩物股份

2014-6-25 4.23 -9.81 4.60 1,280.00 5,414.40

601929.SH

吉视传媒

2014-6-25 11.07 -4.32 11.41 488.00 5,402.16

创历史新高个股的行业分布

6月以来创出股价历史新高的部分股票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6月以来涨

跌幅（%）

市盈率

(PE,TTM)

市净率

(PB,最新）

收盘价

（元）

所属

申万行业

300302.SZ

同有科技

-3.30 149.32 4.76 38.08

计算机

600610.SH S*ST

中纺

3.06 -218.77 112.51 25.97

机械设备

601231.SH

环旭电子

9.34 55.54 8.16 30.50

电子

300065.SZ

海兰信

3.84 138.51 5.52 15.40

计算机

002484.SZ

江海股份

23.18 46.51 4.36 19.08

电子

300190.SZ

维尔利

16.08 141.16 4.49 27.58

公用事业

000413.SZ

东旭光电

-7.07 39.39 3.37 7.49

电子

300386.SZ

飞天诚信

10.00 24.78 4.30 52.48

300170.SZ

汉得信息

6.65 45.28 4.88 25.50

计算机

600759.SH

正和股份

-7.75 870.26 5.68 10.36

房地产

300213.SZ

佳讯飞鸿

13.92 80.74 5.27 15.39

通信

300339.SZ

润和软件

27.52 56.13 6.38 18.49

计算机

300010.SZ

立思辰

17.73 106.70 8.05 25.56

计算机

300202.SZ

聚龙股份

21.57 52.69 14.33 26.96

计算机

300115.SZ

长盈精密

15.17 46.28 6.35 21.18

电子

002439.SZ

启明星辰

14.29 68.33 6.98 21.59

计算机

002279.SZ

久其软件

25.25 68.03 6.43 24.16

计算机

300306.SZ

远方光电

16.38 36.58 3.49 28.00

机械设备

300325.SZ

德威新材

17.34 35.41 2.97 6.70

化工

300324.SZ

旋极信息

28.98 259.52 11.23 25.90

计算机

300380.SZ

安硕信息

31.72 70.08 8.45 46.79

计算机

002421.SZ

达实智能

10.01 63.42 6.95 25.50

计算机

600756.SH

浪潮软件

32.33 98.59 9.08 25.17

计算机

300329.SZ

海伦钢琴

80.70 74.42 4.40 17.13

轻工制造

002619.SZ

巨龙管业

4.37 113.48 5.05 26.02

建筑材料

300291.SZ

华录百纳

20.96 78.30 8.92 34.80

传媒

300385.SZ

雪浪环境

10.00 33.24 3.05 23.33

300368.SZ

汇金股份

14.45 64.59 7.05 27.40

计算机

000977.SZ

浪潮信息

-6.89 83.95 7.94 34.20

计算机

300310.SZ

宜通世纪

15.99 113.36 6.87 19.30

通信

300316.SZ

晶盛机电

4.80 181.81 4.43 18.49

电气设备

300363.SZ

博腾股份

30.00 100.07 12.50 82.71

医药生物

600234.SH

山水文化

26.02 85.93 76.50 15.50

家用电器

002714.SZ

牧原股份

10.10 47.83 5.60 43.28

农林牧渔

300084.SZ

海默科技

35.96 123.76 4.89 24.20

采掘

002542.SZ

中化岩土

8.68 56.85 4.92 10.39

建筑装饰

600446.SH

金证股份

13.33 76.75 12.38 32.05

计算机

002726.SZ

龙大肉食

10.00 31.49 2.42 15.51

300216.SZ

千山药机

15.15 53.87 5.35 25.00

医药生物

300351.SZ

永贵电器

6.00 49.34 4.27 25.10

机械设备

002595.SZ

豪迈科技

1.04 26.57 4.32 46.58

机械设备

000693.SZ

华泽钴镍

0.56 107.34 10.91 23.55

有色金属

002026.SZ

山东威达

1.29 42.38 2.20 9.43

机械设备

002260.SZ

伊立浦

-3.16 167.00 9.55 19.30

家用电器

新股上市引燃结构性行情

□西南证券 张刚 刘浩

本周有9家券商分别发表了

对后市的看法。其中，4家看多，5

家看平，无一看空。 本周市场综

合情绪指数为58.33%，较上周小

幅回升2.77个百分点。 随着上周

新股的上市，中小市值股票重新

活跃， 市场赚钱效应再次显现，

因而机构对后市也更加乐观。 与

上周相比， 仅有1家机构改变了

对大盘走势的看法，即五矿证券

对本周趋势由空翻多，对中线趋

势保持看平不变。

本周，机构一致认同上周新

股的上市再次点燃了市场热

情， 且这种结构性行情将得以

延续； 有的机构认为题材的炒

作是短期行为， 并将很快回归

理性； 有的机构则认为炒作将

贯穿今年下半年。 对于大盘，多

数机构认为短期仍难走出盘

局，并将继续维持弱势震荡；少

数机构认为经济数据的转好将

对强周期行业形成推动力，并

刺激市场走强。

西南证券指出，若7月1日公

布的官方制造业PMI进一步验

证经济景气度的回升，则预示着

随后公布的6月份和二季度经济

数据将继续释放利好效应，对强

周期性行业形成推动力，大盘有

望延续升势。而同样看多的五矿

证券认为，资金面的向好和基本

面的好消息频传，给市场营造出

良好的个股参与氛围，同时上周

两市新开户数和参与交易户数

的环比增长也说明投资者信心

在不断增强，市场出现明显的回

暖迹象，说明新股的上市打破了

市场长时间以来的僵局。

华泰证券注意到，新股上市

聚集市场人气的时候，汇丰PMI

适时公布，双重利好齐发，有效

吸引了场外资金对新股的关注，

从而有望形成资金入市和股指

上涨的良性循环。 虽然东吴证券

持 “短线只有个股机会” 的观

点，但该机构同样认为如果后市

超跌权重板块能实现轮动，则将

引领大盘走出一波估值修复行

情，需要给主力更多时间。

持看平观点的民生证券预

计本周个股机会依然丰富，其分

析称目前市场环境出现了一些

积极变化：经济在未来数月将持

续改善， 流动性也开始好转，市

场热点有望轮动。 后市随着新股

上市成为常态，题材的炒作可能

回归理性，投资者可以从业绩预

增或高送转预期的个股中寻找

机会。 但国都证券则预计，围绕

新股的炒作将成为贯穿下半年

的市场焦点之一，题材股的活跃

度有望持续提升。

同样地，新时代证券认为后

市若无重大利好，主板难有大的

表现，但该机构更建议关注由于

新股连续上涨所带来的小市值

股票，特别是次新股为代表的结

构性行情。与新时代证券的策略

类似，申银万国证券也建议投资

者在控制仓位的前提下，积极参

与次新股等短线热点。随着上市

筹码的不断增加，大盘指数将温

和下移，寻找新的平衡点是后市

的主要方向，大盘将以2000点一

线弱势防御为主。

创历史新高个股的行业分布

■ 责编：徐伟平 电话：

010－63070256 E-mail:zbs@zzb.com.cn

■ 2014年6月30日 星期一

数据/信息

ata·Information

A20

D

6月以来97只股票创历史新高

强势股数量增加透露积极信号

□本报记者 龙跃

6月以来， 个股层面呈现出

欣欣向荣的景象。 统计显示，当

前有97只个股在6月份创出历史

新高，而同期只有14只个股创出

历史新低，强势股数量是弱势股

数量的近7倍；与6月份相比，5月

创出历史新高的个股仅有48只，

相对弱势股的比例为4倍。 分析

人士指出，强势股数量的增多表

明， 在大盘指数波澜不惊的背

后，6月市场已经出现了明显的

转暖迹象。

6月市场陷入“一”字迷宫

在沪综指2000点位置，投资

者的进取心和恐慌情绪都衰退

到了极致， 这使得6月市场整体

呈现出波澜不惊的局面，尽管多

数投资者都认为市场即将选择

突破方向，但具体是向上还是向

下，其实心里都在“打鼓” 。

截至6月27日收盘，沪综指6

月以来小幅下跌0.13%， 收报

2036.51点； 深成指下跌0.71%，

收报7312.62点。 这意味着，沪综

指今年以来的月度收盘基本处

在一条水平线上，而深成指也从

3月份开始进入“一” 字迷宫。 与

主板指数的波澜不惊相对应，市

场成交6月份也持续处于地量区

域徘徊。 以沪市为例，整个6月份

上海市场只有一天的单日成交

额超过了800亿元， 成交低迷可

见一斑。

分析人士指出， 导致6月市

场极度平缓走势的原因主要在

于，当前市场多空因素处于势均

力敌的状态中，这令投资者谨慎

情绪明显提升。 一方面，积极力

量明显增强。 5月主要经济数据

以及6月汇丰PMI初值， 都显示

经济阶段企稳的迹象越来越明

显；与此同时，政策也在持续进

行着定向微刺激操作，不断提振

市场预期； 而大盘在2000点关

口几次“海底捞月” 的走势，也

对短期市场信心起到了极大的

支撑作用。 但另一方面，负面担

忧也仍然显著存在。房地产行业

调整刚刚开始，地产硬着陆的风

险挥之不去；2000点虽然多次

表演“海底捞月” 的好戏，但随

着反弹力度逐渐减弱，2000点

护盘惯性随时可能被打破；低迷

的成交量意味着股市对场外资

金的吸引力仍然有限，存量博弈

格局未改。

不过， 多空天平终会打破。

伴随指数运行和市场成交的持

续收敛，短期市场选择突破方向

的窗口正在临近。

强势股倍增透露积极信号

在市场即将选择突破方向

的时候， 强势股数量在6月的显

著增多，无疑向投资者透露出了

非常积极的信号。

统计显示，6月以来，沪深股

市共有97只个股创出股价的历

史新高，同期创出历史新低的个

股为14只，强势股数量是弱势股

数量的6.93倍。 与之相比，5月份

创出历史新高的个股数量仅为

48只，而同期创出历史新低的个

股数量为12只，强势股数量是弱

势股数量的4倍。从中不难发现，

6月份强势股无论在绝对数量

上，还是在相对于弱势股的比例

上，都出现了显著的大幅攀升。

6月强势股数量的明显增多

给投资者带来了两点启示。 其

一，在指数走势极为平淡的背景

下，强势股数量的增多透露出市

场实际做多动能和做多欲望的

显著增强。 从历史行情走势看，

这往往是阶段市场由弱转强非

常重要的标志。 实际上，尽管当

前抑制股市的负面因素仍然显

著， 但并不构成绝对悲观的理

由。 一来这些负面因素都带有中

长期性质，很难始终保持对股市

运行的高压状态。 二来当前A股

整体市盈率只有11.86倍， 处于

历史最低区域，而持续创出新低

的AH股溢价指数也提示当前A

股相对估值也已处于洼地状态。

换言之， 即便负面因素仍然显

著，但其已经比较充分的在估值

中得到了反映。

其二，6月创历史新高的强

势股，也为后续投资者选择标的

提供了较明确的行业指引。 统计

显示，97只6月份创出历史新高

的个股分布在19个行业内。 其

中，计算机、机械设备、电子、医

药生物和通信行业中的个股数

量最多， 分别达到了26、14、11、

7、6只。从中不难发现，符合经济

转型方向的新兴产业仍然是市

场最主要的做多方向，也应该成

为未来投资者中期布局的最重

要着力点。

新股上市引燃结构性行情

□西南证券 张刚 刘浩

本周有9家券商分别发表了

对后市的看法。其中，4家看多，5

家看平，无一看空。 本周市场综

合情绪指数为58.33%，较上周小

幅回升2.77个百分点。 随着上周

新股的上市，中小市值股票重新

活跃， 市场赚钱效应再次显现，

因而机构对后市也更加乐观。 与

上周相比， 仅有1家机构改变了

对大盘走势的看法，即五矿证券

对本周趋势由空翻多，对中线趋

势保持看平不变。

本周，机构一致认同上周新

股的上市再次点燃了市场热

情， 且这种结构性行情将得以

延续； 有的机构认为题材的炒

作是短期行为， 并将很快回归

理性； 有的机构则认为炒作将

贯穿今年下半年。 对于大盘，多

数机构认为短期仍难走出盘

局，并将继续维持弱势震荡；少

数机构认为经济数据的转好将

对强周期行业形成推动力，并

刺激市场走强。

西南证券指出，若7月1日公

布的官方制造业PMI进一步验

证经济景气度的回升，则预示着

随后公布的6月份和二季度经济

数据将继续释放利好效应，对强

周期性行业形成推动力，大盘有

望延续升势。而同样看多的五矿

证券认为，资金面的向好和基本

面的好消息频传，给市场营造出

良好的个股参与氛围，同时上周

两市新开户数和参与交易户数

的环比增长也说明投资者信心

在不断增强，市场出现明显的回

暖迹象，说明新股的上市打破了

市场长时间以来的僵局。

华泰证券注意到，新股上市

聚集市场人气的时候，汇丰PMI

适时公布，双重利好齐发，有效

吸引了场外资金对新股的关注，

从而有望形成资金入市和股指

上涨的良性循环。 虽然东吴证券

持 “短线只有个股机会” 的观

点，但该机构同样认为如果后市

超跌权重板块能实现轮动，则将

引领大盘走出一波估值修复行

情，需要给主力更多时间。

持看平观点的民生证券预

计本周个股机会依然丰富，其分

析称目前市场环境出现了一些

积极变化：经济在未来数月将持

续改善， 流动性也开始好转，市

场热点有望轮动。 后市随着新股

上市成为常态，题材的炒作可能

回归理性，投资者可以从业绩预

增或高送转预期的个股中寻找

机会。 但国都证券则预计，围绕

新股的炒作将成为贯穿下半年

的市场焦点之一，题材股的活跃

度有望持续提升。

同样地，新时代证券认为后

市若无重大利好，主板难有大的

表现，但该机构更建议关注由于

新股连续上涨所带来的小市值

股票，特别是次新股为代表的结

构性行情。与新时代证券的策略

类似，申银万国证券也建议投资

者在控制仓位的前提下，积极参

与次新股等短线热点。随着上市

筹码的不断增加，大盘指数将温

和下移，寻找新的平衡点是后市

的主要方向，大盘将以2000点一

线弱势防御为主。

6月以来创出股价历史新高的部分股票

6月以来97只股票创历史新高

强势股数量增加透露积极信号

□本报记者 龙跃

6月以来， 个股层面呈现出

欣欣向荣的景象。 统计显示，当

前有97只个股在6月份创出历史

新高，而同期只有14只个股创出

历史新低，强势股数量是弱势股

数量的近7倍；与6月份相比，5月

创出历史新高的个股仅有48只，

相对弱势股的比例为4倍。 分析

人士指出，强势股数量的增多表

明， 在大盘指数波澜不惊的背

后，6月市场已经出现了明显的

转暖迹象。

6月市场陷入“一”字迷宫

在沪综指2000点位置，投资

者的进取心和恐慌情绪都衰退

到了极致， 这使得6月市场整体

呈现出波澜不惊的局面，尽管多

数投资者都认为市场即将选择

突破方向，但具体是向上还是向

下，其实心里都在“打鼓” 。

截至6月27日收盘，沪综指6

月以来小幅下跌0.13%， 收报

2036.51点； 深成指下跌0.71%，

收报7312.62点。 这意味着，沪综

指今年以来的月度收盘基本处

在一条水平线上，而深成指也从

3月份开始进入“一” 字迷宫。 与

主板指数的波澜不惊相对应，市

场成交6月份也持续处于地量区

域徘徊。 以沪市为例，整个6月份

上海市场只有一天的单日成交

额超过了800亿元， 成交低迷可

见一斑。

分析人士指出， 导致6月市

场极度平缓走势的原因主要在

于，当前市场多空因素处于势均

力敌的状态中，这令投资者谨慎

情绪明显提升。 一方面，积极力

量明显增强。 5月主要经济数据

以及6月汇丰PMI初值， 都显示

经济阶段企稳的迹象越来越明

显；与此同时，政策也在持续进

行着定向微刺激操作，不断提振

市场预期； 而大盘在2000点关

口几次“海底捞月” 的走势，也

对短期市场信心起到了极大的

支撑作用。 但另一方面，负面担

忧也仍然显著存在。房地产行业

调整刚刚开始，地产硬着陆的风

险挥之不去；2000点虽然多次

表演“海底捞月” 的好戏，但随

着反弹力度逐渐减弱，2000点

护盘惯性随时可能被打破；低迷

的成交量意味着股市对场外资

金的吸引力仍然有限，存量博弈

格局未改。

不过， 多空天平终会打破。

伴随指数运行和市场成交的持

续收敛，短期市场选择突破方向

的窗口正在临近。

强势股倍增透露积极信号

在市场即将选择突破方向

的时候， 强势股数量在6月的显

著增多，无疑向投资者透露出了

非常积极的信号。

统计显示，6月以来，沪深股

市共有97只个股创出股价的历

史新高，同期创出历史新低的个

股为14只，强势股数量是弱势股

数量的6.93倍。 与之相比，5月份

创出历史新高的个股数量仅为

48只，而同期创出历史新低的个

股数量为12只，强势股数量是弱

势股数量的4倍。从中不难发现，

6月份强势股无论在绝对数量

上，还是在相对于弱势股的比例

上，都出现了显著的大幅攀升。

6月强势股数量的明显增多

给投资者带来了两点启示。 其

一，在指数走势极为平淡的背景

下，强势股数量的增多透露出市

场实际做多动能和做多欲望的

显著增强。 从历史行情走势看，

这往往是阶段市场由弱转强非

常重要的标志。 实际上，尽管当

前抑制股市的负面因素仍然显

著， 但并不构成绝对悲观的理

由。 一来这些负面因素都带有中

长期性质，很难始终保持对股市

运行的高压状态。 二来当前A股

整体市盈率只有11.86倍， 处于

历史最低区域，而持续创出新低

的AH股溢价指数也提示当前A

股相对估值也已处于洼地状态。

换言之， 即便负面因素仍然显

著，但其已经比较充分的在估值

中得到了反映。

其二，6月创历史新高的强

势股，也为后续投资者选择标的

提供了较明确的行业指引。 统计

显示，97只6月份创出历史新高

的个股分布在19个行业内。 其

中，计算机、机械设备、电子、医

药生物和通信行业中的个股数

量最多， 分别达到了26、14、11、

7、6只。从中不难发现，符合经济

转型方向的新兴产业仍然是市

场最主要的做多方向，也应该成

为未来投资者中期布局的最重

要着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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赚钱效应显现上证指数小涨0.49%

6月19日的急跌并未恐吓住多头，反而在看到炒新股的希望破灭之后，迅速转向老股，并从中寻找新的题材。一是新股影子股，景兴纸业、轻纺城、羚锐制药等个股均在盘中反复冲击涨停板，极大地刺激了存量热钱的做多激情。二是新能源动力汽车概念股，路翔股份等新能源动力汽车的上游核心品种领涨，并持续报收涨停板，如此的K线形态让场外资金极为眼红。

因此，周末成交量有所放大。其中，沪市的成交量达到767亿元，深市的量能更达到1194亿元。如此的数据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目前热钱的主战场在深市，并以创业板、中小板为主。二是近期的确有部分增量资金眼红A股的持续涨停板个股而渐渐加仓，从而意味着A股的短线走势比较乐观。因此，上证指数上周小涨0.49%。

这一趋势有望在本周乃至整个7月中上旬延续。因为2014年6月汇丰制造业PMI预览值为50.8%，而5月终值为49.4%，实现了连续3个月的回升，并达到去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说明经济复苏趋势渐显。这也表明，7月份中上旬公布的6月以及上半年的经济数据相对乐观，A股短期至少不会受到不良经济数据的压力。因此，多头就有了进一步做多的底气与动力。因此，短线A股走势可能会进一步强势。尤其是近期的强势股的持续涨停板所带来的赚钱示范效应仍将牵引着新增资金的加仓，从而意味着7月行情，至少7月初的行情值得期待。

新股遭暴炒次新股指数沾光大涨13.21%

� �由于近期上市交易的新股出现了剧烈的拉升行情，如此便激发了各路资金对次新股的追捧激情。因此，上周次新股出现了凌厉的涨升走势。其中，应流股份、安硕信息、百洋股份等个股在上周五冲击涨停板。受此驱动，次新股指数大涨大涨13.21%。

就目前来看，次新股的热闹行情有望延续。一方面，由于新股发行规则等因素的影响，新股的发行市盈率低于同行的平均市盈率。考虑到市场的追新情绪，近期上市交易的新股仍然有望持续暴涨，从而给市场参与者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力。故不少热钱可能会在买不到新股的前提下，迅速转向次新股。所以，次新股的买盘力量依然雄厚。

另一方面，因为目前进入到半年报披露的时间窗口，由于次新股大多是刚刚上市不久，拥有雄厚的资本公积金，因而其往往会成为半年报高送转的对象。与此同时，部分次新股也将借助于上市募集资金所投资项目的达产等因素，而有望获得新的业绩增长点的乐观预期。如此便持续吸引着存量热钱的关注度，故次新股仍然拥有源源不断地后续买盘，从而驱动着次新股股价的持续上涨。

但在涨升过程中，部分次新股的估值泡沫进一步聚集，尤其是一些缺乏产业支撑，仅依靠产业题材预期支撑的次新股，极有可能会出现高位震荡的行情，包括全通教育等所谓的在线教育题材股。所以，在后续走势中，需要对次新股仔细甄别，只有估值相对合理，且未来成长空间乐观；或者所属行业具有一定的颠覆能力的次新股，才可能在持续大涨之后，进一步拓展弹升空间。

新能源汽车政策频出特斯拉指数大涨6.29%

� �新能源动力汽车概念股持续面临着诸多题材的刺激，前期是特斯拉动力汽车的开源效应，近期则是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已经起草了电动车市场的准入政策，提议给非汽车生产商发放两到三张专门的电动车生产牌照，最早有望于年内获批。分析人士指出，特斯拉放开专利事件之后，由于非汽车厂商不存在电池技术、整车制造等路径依赖，技术专利的开放不仅能直接降低新能源汽车的制造成本，还可以直接进行新能源整车制造，有效作用于潜在的市场拓展。因此，电动车牌照的放开有助于新能源车市场做大，其中，上游锂电池产业将率先受益，并推动碳酸锂价格需求的上升。

同时，这也意味着新能源动力汽车出现了新的产业竞争格局，有利于整个新能源动力汽车产业的发展。所以，上周新能源汽车概念股再度爆发，路翔股份等个股更是持续大涨，由此驱动着新能源汽车概念股的核心的特斯拉概念股大涨6.29%。

由此也就说明了新能源汽车概念股已得到了长线资金的青睐。一方面是因为此类个股反复活跃，持续能力强，这可以证实长线资金的关照；另一方面则是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的持续推出，意味着新能源汽车的普及率有提速的可能性。也就是说，新能源汽车有望成为整个汽车行业新的亮点，从而对新能源汽车的整个产业链形成长期利好，也有利于长线资金的参与。在操作中，可以跟踪两类个股，一是上游的锂电池等核心品种，包括路翔股份、赣锋锂业、新宙邦、江苏国泰、杉杉股份等。二是新能源动力汽车的后服务市场，包括充电桩概念股，比如说和顺电气、许继电气等。

资金逃离大市值股银行类指数小跌0.58%

� �近期银行股的走势相对低迷，尤其是民生银行、华夏银行等股份制银行。一方面是因为当前A股成交量比较低迷，且小市值品种反复活跃，吸引着相当多的资金从大市值的银行股中撤离，转向小市值热门股，如此就使得银行股出现了卖压沉重的态势；另一方面，银行股目前的利好正在逐渐兑现，尤其是工商银行、民生银行等银行股相继实施了利润分配方案，那些追逐股息率的中长线资金心生倦意，这也使得银行股出现了托盘无力，压盘渐重的态势。故银行股的股价走势持续低迷，上周银行类指数下跌0.58%。

不过，银行股持续下跌的空间并不大。这主要是因为制约银行股低迷走势的诱因是资金面的分流。但就盘面走势来看，这一因素正在削弱。一是因为小市值品种的持续大涨，使得小盘股与大盘股的溢价率进一步拓展，而小盘股的估值风险正在聚集，风险因素的考虑会使得资金从银行股套现的趋势减缓。二是因为银行股的长线投资价值随着股价的低迷在进一步显现。银监会5月数据显示出股份制银行在5月份的净利润增长率达到近22%，这也就说明银行股再度下跌空间有限。而且，眼下即将进入到7月份的半年报业绩预期窗口，银行股的进一步杀跌能量也在

减弱。

当然，在当前A股市场资金面未有根本性变化之前，银行股很难出现大的行情。因为银行股市值较大，起一轮较大的行情，需要庞大的资金流配合。也就是说，在沪市成交量未突破1000亿元之前，银行股也可能会探底企稳，但却缺乏强有力的拓展股价弹升空间的能力。但这对于A股走势来说，也是一个幸事，因为这意味着上证指数在2000点一线有着强大的支撑力度。（金百临咨询秦洪执业证书编号A1210612020001）

赚钱效应显现 上证指数涨

0.49%

6月19日的急跌并未恐吓住

多头，反而在看到炒新股的希望

破灭之后，迅速转向老股，并从

中寻找新的题材。 一是新股影子

股，景兴纸业、轻纺城、羚锐制药

等个股均在盘中反复冲击涨停

板，极大地刺激了存量热钱的做

多激情。 二是新能源动力汽车概

念股，路翔股份等新能源动力汽

车的上游核心品种领涨，并持续

报收涨停板， 如此的K线形态让

场外资金极为眼红。

因此， 周末成交量有所放

大。其中，沪市的成交量达到767

亿元，深市的量能更达到1194亿

元。 如此的数据说明了两个问

题，一是目前热钱的主战场在深

市，并以创业板、中小板为主。 二

是近期确有部分增量资金眼红A

股的持续涨停板个股而渐渐加

仓，从而意味着A股的短线走势

比较乐观。 因此，上证指数上周

小涨0.49%。

这一趋势有望在本周乃至

整个7月中上旬延续。 因为2014

年6月汇丰制造业PMI预览值为

50.8%， 而5月终值为49.4%，实

现了连续3个月的回升， 并达到

去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说明

经济复苏趋势渐显。 这也表明，7

月中上旬公布的6月以及上半年

的经济数据相对乐观，A股短期

至少不会受到不良经济数据的

压力。 因此，多头就有了进一步

做多的底气与动力。因此，短线A

股走势可能会进一步强势。 尤其

是近期的强势股的持续涨停板

所带来的赚钱示范效应仍将牵

引着新增资金的加仓，从而意味

着7月行情，至少7月初的行情值

得期待。

新股遭爆炒 次新股指数大涨

13.21%

由于近期上市交易的新股出现

了剧烈的拉升行情，如此便激发了各

路资金对次新股的追捧激情。 因此，

上周次新股出现了凌厉的涨升走势。

其中，应流股份、安硕信息、百洋股份

等个股在上周五冲击涨停板。受此驱

动，次新股指数大涨13.21%。

就目前来看，次新股的热闹行

情有望延续。一方面，由于新股发行

规则等因素的影响， 新股的发行市

盈率低于同行的平均市盈率。 考虑

到市场的追新情绪， 近期上市交易

的新股仍然有望持续暴涨， 从而给

市场参与者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

力。 故不少热钱可能会在买不到新

股的前提下， 迅速转向次新股。 所

以，次新股的买盘力量依然雄厚。

另一方面， 因为目前进入到

半年报披露的时间窗口，由于次新

股大多是刚刚上市不久，拥有雄厚

的资本公积金，因而其往往会成为

半年报高送转的对象。 与此同时，

部分次新股也将借助于上市募集

资金所投资项目的达产等因素，而

有望获得新的业绩增长点的乐观

预期。如此便持续吸引着存量热钱

的关注度，故次新股仍然拥有源源

不断的后续买盘，从而驱动着次新

股股价的持续上涨。

但在涨升过程中， 部分次新

股的估值泡沫进一步聚集， 尤其

是一些缺乏产业支撑， 仅依靠产

业题材预期支撑的次新股， 极有

可能会出现高位震荡的行情，包

括全通教育等所谓的在线教育题

材股。 所以，在后续走势中，需要

对次新股仔细甄别， 只有估值相

对合理，且未来成长空间乐观；或

者所属行业具有一定的颠覆能力

的次新股， 才可能在持续大涨之

后，进一步拓展弹升空间。

新能源汽车政策频出 特斯拉指数涨

6.29%

新能源动力汽车概念股持

续面临着诸多题材的刺激，前期

是特斯拉动力汽车的开源效应，

近期则是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

心已经起草了电动车市场的准

入政策，提议给非汽车生产商发

放两到三张专门的电动车生产

牌照，最早有望于年内获批。 分

析人士指出，特斯拉放开专利事

件之后，由于非汽车厂商不存在

电池技术、 整车制造等路径依

赖，技术专利的开放不仅能直接

降低新能源汽车的制造成本，还

可以直接进行新能源整车制造，

有效作用于潜在的市场拓展。 因

此，电动车牌照的放开有助于新

能源车市场做大，其中，上游锂

电池产业将率先受益，并推动碳

酸锂价格需求的上升。

同时，这也意味着新能源动

力汽车出现了新的产业竞争格

局，有利于整个新能源动力汽车

产业的发展。 所以，上周新能源

汽车概念股再度爆发，路翔股份

等个股更是持续大涨，由此驱动

着新能源汽车概念股核心的特

斯拉概念股大涨6.29%。

由此也就说明了新能源汽

车概念股已得到了长线资金的

青睐。 一方面是因为此类个股反

复活跃，持续能力强，这可以证

实长线资金的关照；另一方面则

是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的持续

推出，意味着新能源汽车的普及

率有提速的可能性。 也就是说，

新能源汽车有望成为整个汽车

行业新的亮点，从而对新能源汽

车的整个产业链形成长期利好，

也有利于长线资金的参与。 在操

作中，可以跟踪两类个股，一是

上游的锂电池等核心品种，包括

路翔股份、赣锋锂业、新宙邦、江

苏国泰、杉杉股份等。 二是新能

源动力汽车的后服务市场，包括

充电桩概念股， 比如说和顺电

气、许继电气等。

大市值股遇冷 银行指数跌

0.58%

近期银行股的走势相对低

迷，尤其是民生银行、华夏银行

等股份制银行。 一方面是因为当

前A股成交量比较低迷，且小市

值品种反复活跃，吸引着相当多

的资金从大市值的银行股中撤

离，转向小市值热门股，如此就

使得银行股出现了卖压沉重的

态势；另一方面，银行股目前的

利好正在逐渐兑现，尤其是工商

银行、民生银行等银行股相继实

施了利润分配方案，那些追逐股

息率的中长线资金心生倦意，这

也使得银行股出现了托盘无力，

压盘渐重的态势。 故银行股的股

价走势持续低迷，上周银行类指

数下跌0.58%。

不过， 银行股持续下跌的

空间并不大。 这主要是因为制

约银行股低迷走势的诱因是

资金面的分流。 但就盘面走势

来看，这一因素正在削弱。 一

是因为小市值品种的持续大

涨，使得小盘股与大盘股的溢

价率进一步拓展，而小盘股的

估值风险正在聚集，风险因素

的考虑会使得资金从银行股

套现的趋势减缓。 二是因为银

行股的长线投资价值随着股

价的低迷在进一步显现。 银监

会5月数据显示出股份制银行

在5月份的净利润增长率达到

近22%，这也就说明银行股再

度下跌空间有限。 而且，眼下

即将进入到7月份的半年报业

绩预期窗口，银行股的进一步

杀跌能量也在减弱。

当然，在当前A股市场资金

面未有根本性变化之前，银行股

很难出现大的行情。 因为银行股

市值较大， 起一轮较大的行情，

需要庞大的资金流配合。 也就是

说，在沪市成交量未突破1000亿

元之前，银行股也可能会探底企

稳，但却缺乏强有力的拓展股价

弹升空间的能力。 但这对于A股

走势来说，也是一个幸事，因为

这意味着上证指数在2000点一

线有着强大的支撑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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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周 限 售 股 解 禁 情 况 一 览本 周 限 售 股 解 禁 情 况 一 览

■

一周多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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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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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售股解禁一览表大宗交易表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