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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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122.SZ

智飞生物

24.17 0.92 24.41 523.00 12,640.91

300195.SZ

长荣股份

30.00 4.90 28.29 400.00 12,000.00

600010.SH

包钢股份

3.80 5.56 3.59 3,049.00 11,586.20

600187.SH

国中水务

4.31 -5.07 4.56 2,000.00 8,620.00

300037.SZ

新宙邦

33.92 -2.14 35.45 180.00 6,105.60

600373.SH

中文传媒

14.19 -3.54 14.48 400.00 5,676.00

300032.SZ

金龙机电

16.90 -4.03 17.79 300.00 5,070.00

600773.SH

西藏城投

10.83 5.87 11.25 462.40 5,007.79

300053.SZ

欧比特

15.80 -8.62 16.63 300.00 4,740.00

002453.SZ

天马精化

5.90 -2.96 6.17 800.00 4,720.00

600157.SH

永泰能源

2.32 -4.53 2.39 2,000.00 4,640.00

002192.SZ

路翔股份

22.00 -8.52 23.86 180.00 3,960.00

300030.SZ

阳普医疗

12.43 6.15 12.88 300.00 3,729.00

002005.SZ

德豪润达

8.61 1.29 8.83 400.00 3,444.00

300207.SZ

欣旺达

28.69 -6.27 30.20 120.00 3,442.80

300207.SZ

欣旺达

28.69 -6.27 30.20 120.00 3,442.80

600488.SH

天药股份

4.48 1.59 4.47 700.00 3,136.00

600157.SH

永泰能源

2.32 -4.53 2.39 1,300.00 3,016.00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涨跌幅

(%)

净流入资金

(万元)

成交额

(万元)

净流入量

(手)

开盘净流入

资金(万元)

尾盘净流入

资金(万元)

600406.SH

国电南瑞

5.63 12,584.45 64,738.36 91,532 138.50 3,728.85

000559.SZ

万向钱潮

9.97 11,690.89 188,631.00 89,218 -712.04 1,324.96

600584.SH

长电科技

8.83 11,594.88 53,280.32 117,780 2,345.59 1,801.13

600317.SH

营口港

9.92 10,388.51 89,646.01 393,620 1,271.37 326.43

000410.SZ

沈阳机床

5.67 8,871.11 61,317.79 127,419 559.16 1,700.93

000511.SZ

烯碳新材

6.86 8,047.72 117,277.23 110,581 -30.85 231.44

000060.SZ

中金岭南

9.17 7,330.74 94,154.49 96,256 5,086.57 -8.51

002605.SZ

姚记扑克

8.25 7,242.10 47,948.44 22,497 2,209.23 12.77

000518.SZ

四环生物

10.03 7,145.49 14,836.72 198,456 523.04 365.40

000973.SZ

佛塑科技

10.00 7,117.21 54,879.24 121,174 135.53 504.96

■ 两融看台

军工股获融资客热捧

□本报记者 徐伟平

沪深两市大盘近期维持小幅攀升态势，市

场情绪明显好转，题材热点也再度活跃。受益于

军品资产证券化的炒作，7月2日多只军工股受

到了融资客的热捧，融资净买入居前。

7月2日， 沪深股市的融资融券余额为

4094.06亿元， 较前一个交易日增加了16.49亿

元。其中，融资余额为4064.55亿元，较前一个交

易日增加了15.45亿元；融券余额为29.51亿元，

较前一个交易日增加了1.03亿元。

融券方面， 统计显示，7月2日沪深股市融

券净卖出量居前的证券分别为易方达深证

100ETF、 华泰柏瑞沪深300ETF和农业银行，

当日的融券净卖出量分别为2303.84万份、

1256.30万份和669.25万股。

融资方面，7月2日， 沪深股市融资净买入

额居前的证券分别为航天机电、 万向钱潮和金

瑞科技，当日的融资净买入额分别为9781.42万

元、9308.99万元和8382.14万元。 值得注意的

是，航天机电、中国重工、洪都航空、北方导航等

多只军工股的融资净买入额也居于前列。 市场

人士指出， 军工股受到融资客热捧更多是源于

军工科研院所改制的预期。根据相关媒体报道，

随着几大军工集团相关军品资产证券化步伐的

加快， 市场已将关注焦点逐渐转向质地良好的

军工科研院所资产，短期军工热仍有望延续。

沪深两市资金净流入前十股票

■ 责编：张怡 美编：马晓军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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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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3日部分个股大宗交易情况

长江证券：7月市场仍将继续寻底

□长江证券 程锋

在经济托底政策频出， 短期数据显示企稳

的背景下，6月市场反弹的强度超出预期， 表现

为热点频出及小指数强势，带来赚钱效应明显。

预计今年经济的运行区间将非常狭窄， 从经济

的中微观协调性、利率调整的不充分、大小指数

的不协调三个角度来看， 本轮盈利下行周期仍

未结束，市场底部位置也仍未到达。 7月市场又

将面临底在何处的疑问， 我们认为寻底之路仍

未结束。

市场仍在寻底过程中

6月市场走势的核心在于政策。 自5月末开

始，政策对经济底线的态度已经明确，只要没有

超预期恶化的经济数据和微观现象， 短期市场

情绪便会得到极大鼓舞。 但对于一个季度及以

上的行情来说，基本面依然是决定因素。 今年经

济基本面最大的约束在于房地产的调整仍在加

深加剧，且尚未看到扭转迹象。 因此，在政策目

标依然立足于平滑周期， 而非逆转周期的前提

下，经济和盈利仍将处于下行阶段过程中。

在此背景下， 市场是否见底以及是否能够

形成一轮成级别、可操作的趋势性行情，可以从

三个方面进行观测。 一是盈利下行趋势基本终

结， 开始出现上升预期； 二是利率处于较低位

置；三是市场参与者的风险偏好在相对低位。

目前这三个条件均不具备，本轮盈利下行

周期仍未结束，A股也仍将处于寻底过程当

中。 首先，历次经济调整的结束，一般要伴随

着主动去库存的过程作为标志。 自去年四季

度至今，经济一直处于需求走弱、库存走高的

状态， 而这一被动加库存阶段之后往往导致

PPI的继续回落，进而带来盈利下行压力。 由

于当前的盈利下行周期尚未结束，而A股的市

场底又不会偏离盈利底太远， 所以市场底部

位置仍未到达。

其次，一轮可操作的趋势性行情，除了盈利

底部基本探明之外， 还需要相对低位的利率水

平，只有这样估值扩张才有空间。当前的利率水

平依旧偏高。 尽管以银行间市场和票据贴现为

代表的短端利率已经下行至相对低位， 但中长

期利率则下行缓慢。 如果长端利率无法明显下

行，则按揭贷和中长期信贷需求便会受到抑制，

无论是地产销售及其联动的地产开发投资，还

是制造业投资都无法走出低迷局面。

最后， 市场的底部区域往往伴随低迷的风

险偏好。当前大小指数的高度背离的状态，表明

市场参与者的风险偏好处于高位。

综合来看，市场下半年仍将处于寻底阶段，

而且风险仍大于机会。 如果三季度实施比较有

力的经济刺激，其着力点将主要放在基建领域。

在保证经济增速7.5%的情况下， 由于今年的地

产开发投资难挽颓势，则6-12月基建投资需要

实现30%以上的增速。 即便如此高的增速最终

能够实现，其对资金面的影响也会偏负面，并可

能使得上半年相对宽松的局面再度收紧， 这并

不利于股票市场。 此外，随着IPO的开闸和再融

资的加速，今年股市要扮演为经济输血的功能。

从近期华谊兄弟、 光线传媒等创业板公司公布

的再融资方案来看，资金需求动辄10亿元以上，

相当于多个IPO的体量，这也将较大程度影响本

已是存量资金博弈的市场格局。

主题频繁切换格局将打破

6月市场最显著的特征是， 大小指数再次

出现背离走势。 中等市值个股普遍反弹乏力，

上涨出色的个股以次新股和题材股为主。 市场

表现上，热点呈现多点“开花” 和快速切换状

态，这固然有极好的赚钱效应，但也意味着有

限的资金要通过不断提高周转率来获取收益。

如果场内活跃资金无法大幅扩张，周转率的提

升又是有限度的，后市会逐步出现“钱还有，但

股票不够用了” 的问题。 与此同时，无论是A

股，还是全球各类资产，均进入低波动区域。 历

史统计数据证明，低波动往往带来的是极大的

风险。

此外，6月的结构性行情较大程度改变了市

场心理，“找机会” 心理更大程度代替了“防风

险”心理。预计上半年主题频繁切换的行情会走

向能量耗散、逐步衰竭，这种格局将在7月房地

产销售依然低迷，以及中观行业数据开始走弱；

中报出现一些权重股不达预期的情况； 外盘科

技股开始走弱等外力因素的影响下而被打破。

落实到配置上，建议后市配置三类资产：包

括传统龙头、先进制造、有整合力或渠道力的新

兴龙头在内的行业寡头；包括食品饮料、部分医

药、农业、旅游在内的弱周期品种和包括银行保

险、石化、通信运营、零售在内的类债品种。具体

来看，对于食品饮料、部分医药、旅游等弱周期

品，当前可开始进行左侧买入；对于家电、汽车

中的强势品种，可开始逐步兑现，进一步向其中

的防御类个股集中；对于小盘题材股，依然用少

量仓位参与博弈， 但相对6月建议减少比重，且

原则是求新求快。此外，汽车后市场、移动广告、

健康理疗、机器人等主题同样值得关注。

七月市场走强需等三面“风” 来

□本报记者 徐伟平

近期沪深两市大盘呈现出“小步慢跑” 的

态势，伴随着成交量的小幅放大，收出多根小

阳线，市场短期的强势格局逐渐显现。 不过步

入7月，大盘想要延续升势，甚至走出一波较强

的反弹尚需助力，市场还需等三面“风” 来：一

是微刺激政策延续；二是上市公司盈利出现好

转迹象；三是无风险利率的回落。

市场“小步慢跑”

经历了此前的快速下挫，沪深两市大盘逐

渐在低位企稳，并开启了一波“小步慢跑” 式

的反弹。 6月20日以来，沪综指收出7根阳线，3

根阴线，不过仅累计上涨1.95%，单日涨幅均未

超过1%，而深成指与沪综指的行情趋同，10个

交易日里仅累计上涨2.16%。值得注意的是，前

期强势上攻的创业板指数在突破半年线后，涨

势同样有所放缓。 昨日，沪综指上涨0.19%，报

收于2063.23点； 深成指上涨0.34%， 报收于

7335.54点， 创业板指数上涨0.19%， 报收于

1422.60点，再度印证了市场近期“小步慢跑”

的特征。

虽然市场的涨幅并不大，但是其短期的强

势格局却逐渐显现出来。 一方面，沪市的成交

额开始逐渐放大。此前沪市的成交额普遍维持

在500-600亿元左右，不过步入6月下旬，沪市

的成交额开始稳步攀升，昨日更是达到961.82

亿元，创出2个多月的新高。 由此来看，市场情

绪出现明显好转， 投资者的参与热情开始回

升，这为市场反弹积蓄了动能；另一方面，热点

百花齐放，场内赚钱效应凸显。 6月末随着新股

上市，次新股、影子股和新股涉及的相关题材

相继走强，带热了市场的人气。 此后影子股和

次新股出现回调，不过市场的热点概念却并不

匮乏，中日韩自贸区、生物疫苗、卫星导航等概

念轮番表现，场内热点一时间百花齐放。 值得

注意的是，6月20日以来，沪深股市正常交易的

2306只股票中，有2263只股票实现上涨，占比

超过98%，其中申科股份和丹甫股份分别上涨

135.85%和 114.29% ，126只股票涨幅超过

20%，685只股票涨幅超过10%。 由此来看，短

期市场的赚钱效应显著。

分析人士指出，在经济数据出现改善、流

动性保持稳定、新股上市激发市场人气的背

景下，沪深两市短期的市场环境较好，随着

投资者悲观情绪的好转，市场也开启了“小

步慢跑” 的模式，并已经出现了由弱转强的

迹象。

七月等三面“风” 来

本周市场延续了此前的小幅反弹走势，

为7月开了个好头， 不过市场想要延续升势，

甚至迎来“大翻身” 则尚需助力，还需等待三

面“风” 来：一是“微刺激” 政策延续；二是上

市公司盈利出现好转迹象； 三是无风险利率

的回落。

首先，财政政策方面，4月初高层出台了多

项“微刺激” 措施支持国内经济稳增长，分别

是减轻小微企业税负、加快棚户区改造、加快

铁路尤其是中西部铁路建设。从5月和6月的经

济数据来看，稳增长政策颇有成效，国内经济

出现企稳态势。货币政策方面，央行的“定向降

准” 进一步维持了流动性的平稳格局，并对经

济的平稳运行起到了支撑作用。 进入三季度，

市场仍然面临着经济“伪企稳” 的风险，如果

微刺激政策能够延续，市场也有望借机继续向

上拓展空间。 东北证券指出，三季度微刺激政

策可能体现为公开市场投放货币为主，尤其是

长期票据的到期投放，这有利于无风险利率的

稳中有降。 此外，沪港通、深港通的政策也值得

期待。

其次，上市公司盈利出现好转迹象。此前

沪深股市出现大幅调整一个重要的因素在

于上市公司一季度的业绩表现大幅低于预

期，广发证券指出，相较于2013年年报14.2%

的业绩增速，A股一季报增速为8.2%， 出现

大幅下滑，且一季度利润环比去年四季度下

滑18%，这是历史最差水平，而A股行业结构

和负杠杆效应是一季报盈利超预期下滑的

主因。 进入7月份，上市公司将陆续披露半年

报，考虑到宏观经济出现改善的趋势，上市

公司的盈利状况可能出现好转，这将有助于

提振市场信心。

最后， 存量资金博弈一直是困扰当前市

场的难题，想要化解这样的难题需要提升A股

的吸引力，吸引增量资金入场。 目前原有存量

账户的活跃， 以及介入新股申购后的保证金

账户的活跃，尚不能为市场提供足够的动能。

考虑到A股的估值依然低廉，如果三季度市场

的无风险利率回落， 将有利于资金再配置A

股，届时资金有望从非标中流入股市，这无疑

会为市场引来源头活水， 并将为市场反弹提

供充足动能。

医药生物板块“六连阳”

□本报记者 李波

医药生物板块自上周以来稳步上行， 昨日

更是领跑众行业板块， 申万医药生物指数日K

线收出“六连阳” ，表现强势。

昨日申万一级行业指数涨多跌少。其中，申

万医药生物指数涨幅居首，上涨1.71%。 成分股

中，四环生物、迪安诊断、达安基因、瑞康医药和

阳普医疗涨停，中源协和、汉森制药、理邦仪器、

山大华特等多只个股涨幅在7%以上。

医药板块持续反弹缘于多重原因。首先，多

地疾控中心发布预警， 目前已经进入手足口病

高发期，且今年疫情呈现多发、早发以及重症较

多的特点， 这就使得相关医药股迎来一定操作

机会。 其次，食药总局7月2日公告，首次批准注

册的第二代基因测序诊断产品， 包括两款基因

测序仪、两款检测试剂盒，可为孕产妇筛查唐氏

综合症等先天性基因缺陷风险， 避免新生儿出

生缺陷。产前基因检测经过近半年的暂停后，终

获得“合法身份” 。 我国每年新生儿数量约为

2000万，按一次3000元至5000元计算，产前基

因检测有数百亿元的市场规模。最后，上半年医

药板块整体跑输大盘，具备一定的反弹动能。

分析人士指出，短期来看，事件性利好刺激

对医药股形成支撑，加上大盘行至2050点一线重

要阻力位，资金避险需求进一步提升了医药股的

吸引力。 就下半年而言，随着药品招标采购的逐

步展开， 下半年渠道补库存需求有望集中释放。

考虑到去年下半年受到反商业贿赂的负面冲击，

今年医药行业增速有望呈现前低后高的趋势。

沪深300

延续小步摸高节奏

□本报记者 魏静

近来，沪深300指数小步慢走，震荡重心悄然

上移。 昨日，该指数再现小幅拉升，收盘站稳60日

均线。 目前来看，沪深300在反弹的过程中，成交

持续小幅放大，显示有资金正逐步参与反弹。

沪深300指数昨日以2169.00点小幅低开，

随后便震荡上行，全日震幅不大，最终几乎以全

日最高价收盘。 截至昨日收盘，沪深300指数收

报2180.19点，上涨0.43%，稳守住60日均线。 成

交方面， 昨日沪深300指数成交560.25亿元，继

续呈现出环比放大的特征。

个股方面，海螺水泥、招商银行、金地集团

及国电南瑞对沪深300现指的支撑力度较大，

指数贡献度分别为 0.52% 、0.47% 、0.40%和

0.39%；与之相比，东华软件、省广股份、歌尔声

学及大北农昨日对沪深300指数的拖累最大，

指数贡献度分别为-0.23%、-0.15%、-0.12%及

-0.11%。股指期货方面，四大合约悉数上涨，涨

幅均小于沪深300现指， 其中主力合约IF1407

上涨0.35%。

分析人士指出， 近来尽管沪深300指数维

持窄幅波动的走势，但成交却小幅放大，且指数

重心也在不断上移。 短期来看，沪深300指数若

要继续上行， 必须获得成交以及一二线蓝筹股

的配合， 否则该指数后市将面临半年线等关键

点位的压制。

放量滞涨 创业板调整压力增大

□本报记者 龙跃

伴随市场持续回暖，股价弹性更高的创

业板也越走越强。 本周四，创业板指数盘中

创出

1428.67

点反弹新高，成交量也出现了明

显放大。

创业板指数昨日以

1419.81

点小幅低开，

开盘后惯性下探

1412.16

点，但此后买盘逐渐

增加，指数也持续震荡上行，盘中最高上探至

1428.67

点，创出本轮反弹新高；尾市该指数

有所回调，最终以

1422.60

点报收，全天涨幅

为

0.19%

。 在指数反弹的同时，成交量也明显

放大。 昨日创业板指数全天成交

156.78

亿元，

环比周三的

138.19

亿元，量能放大逾一成。

在个股方面， 昨日正常交易的

343

只创

业板股票中，有

154

只个股实现上涨。 其中，

锐奇股份、雪浪环境、迪安诊断等

8

只个股收

报涨停，当日涨幅在

5%

以上的个股有

22

只。

而在下跌个股方面，兆日科技、天银机电昨

日跌幅超过

7%

， 当日跌幅超过

3%

的创业板

股票有

19

只。

展望后市，分析人士指出，经过持续上

涨后， 创业板指数面临一定技术性调整压

力，昨日盘中指数放量滞涨，且个股分化有

所加剧，显示创业板指数调整的时间窗口或

许正在打开。

10.16亿元资金净流出

资金离场减速 炒作热情升温

□本报记者 李波

昨日沪深两市大盘低开后震荡上行， 小幅

收涨，题材炒作进一步升温。两市资金净流出规

模环比下降的同时， 吸金板块环比增多。 据

wind资讯统计，昨日沪深两市有10.16亿元资金

净流出，其中，医药、有色、交运板块的净流入规

模居前。 分析人士表示，借力政策暖风，A股结

构潮继续深入演绎， 沪市成交额连续六个交易

日放大也释放出积极信号。 后市权重股表现和

量能放大情况将成为指数能否成功突围的关

键，而政策利好和经济企稳则对大盘形成兜底。

震荡格局下，题材炒作或继续升温，操作上应注

意轻指数重个股，紧抓热点快进快出。

10.16亿资金离场

昨日沪深股指低开后震荡走高， 热点题材

炒作继续活跃，生物疫苗、特斯拉等概念爆发，

创业板指数盘中继续刷新本轮反弹新高。

截至昨日收盘， 上证综指报2063.23点，上

涨3.81点，涨幅为0.19%；深成指报7335.54点，

上涨25.16点，涨幅为0.34%。 与此同时，创业板

指数昨日收报1422.60点，涨幅为0.19%，盘中最

高升至1428.67点，继续刷新本轮反弹新高。 从

市场量能来看， 昨日沪深两市分别成交961.82

亿元和1386.64亿元，环比周三继续放大。

从资金流向来看， 沪深股市主力资金昨日

继续呈现净流出的局面， 不过净流出规模环比

周三明显下降。据wind资讯统计，昨日全部A股

共有10.16亿元资金离场， 周三则为43.78亿元。

与此同时，昨日特大单净买入16.84亿元，表明

部分主力资金进场。

从行业表现来看，昨日行业指数涨多跌少。

其中，申万医药生物、有色金属和交通运输指数

涨幅居前；下跌指数中，国防军工、休闲服务和

传媒指数跌幅居前。

昨日的行业资金流向情况环比也出现明显

改善， 实现资金净流入的申万一级行业板块由

周三的6个增加到10个。据Wind资讯统计，昨日

医药生物、有色金属、交通运输、电气设备和房

地产板块的净流入额居前， 分别为8.34亿元、

4.17亿元、3.27亿元、2.58亿元和2.13亿元； 在其

余18个遭遇资金净流出的板块中，计算机、传媒

和国防军工板块的净流出规模较大， 分别为

9.51亿元、6.14亿元和5.79亿元。

结构潮升温 破局看量能

继周三突破2050点、站上60均线以及半年

线之后，昨日沪综指低开后继续震荡上行。虽然

午后股指有所承压， 但最终还是进一步站上了

2060点。值得注意的是，沪市成交已经连续六个

交易日持续放大，昨日突破900亿元，逼近千亿

元关口， 量价齐升的稳健格局有助股指在后市

进一步走高。

板块方面，昨日结构潮继续升温。尽管国防

军工在短线炒作思维下再度遭遇出货， 但热点

顺利转移到了受益价格和政策利好的医药生

物、有色金属、交通运输、充电桩等板块。近期热

点轮动明显提速， 炒作范围也从新股主线不断

向外延伸，市场赚钱效应得以维持和提升。

指数的稳步放量上行以及热点的此消彼

长， 正在令市场的积极信号逐渐增多， 这也与

“五穷六绝七翻身” 的股谚形成了正向反馈，令

不少投资者对7月股市的期待度开始提升。

不过，资金整体“净流出” 困局依然未改，

表明场外增量资金对于是否大规模进场仍持犹

疑态度。 毕竟，2060点上方面对压力较大，且之

前沪综指三次尝试突破均以失败告终， 再度上

攻无疑将再度面临考验。与此同时，创业板指数

在持续反弹之后出现一定滞涨迹象， 如果展开

调整，将不利于结构潮的推进。 在此背景下，权

重板块能否在关键时刻走强、 沪市单日量能能

否放大至千亿元， 将成为后市大盘能否破局的

关键。如果这两个因素依然难有突破，则不排除

市场将继续沿原路径震荡整理。

总体来看，在政策暖风和经济企稳对市场

构成托底的背景下，即便指数难以快速突破，调

整空间也相对有限。而在震荡格局下，题材炒作

将借政策利好继续升温， 中报业绩也将进一步

揭开面纱，这些都将延续结构炒作热潮。 因此，

短期操作上应轻指数重个股， 紧抓市场热点快

进快出，等待指数选择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