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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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0-2080

中低价股

华泰证券 平 多

2020-2080

周期股

东吴证券 平 多

2000-2100

有色金属

信达证券 多 平

2040-2080

医药股、石化股

国都证券 空 平

2000-2080

中报业绩、国企改革

五矿证券 多 多

2050-2100

改革相关板块

西南证券 多 多

2040-2080

周期股

太平洋证券 平 多

2050-2100

消息面

光大证券 平 多

2000-2150

国企改革、中报超预期

财通证券 本周未发表观点

申银万国证券 空 平

2020-2070

新股申购

民生证券 多 平

2000-2100

蓝筹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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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矿证券 多 多

2050 2100 -0.44% 1.99%

微弱看多

★★★ 70%

51.82%

西南证券 多 多

2040 2080 -0.93% 1.02%

微弱看多

★★★ 70%

民生证券 多 平

2000 2100 -2.87% 1.99%

看平

○ 50%

信达证券 多 平

2040 2080 -0.93% 1.02%

看平

○ 50%

东吴证券 平 多

2000 2100 -2.87% 1.99%

看平

○ 50%

华泰证券 平 多

2020 2080 -1.90% 1.02%

看平

○ 50%

新时代证券 平 平

2030 2080 -1.41% 1.02%

看平

○ 50%

太平洋证券 平 多

2050 2100 -0.44% 1.99%

看平

○ 50%

光大证券 平 多

2000 2150 -2.87% 4.42%

看平

○ 50%

申银万国证券 空 平

2020 2070 -1.90% 0.53%

微弱看空

☆☆ 40%

国都证券 空 平

2000 2080 -2.87% 1.02%

微弱看空

☆☆ 40%

推荐关注行业 推荐券商 行业关注度

周期股、蓝筹股 华泰证券、东吴证券、西南证券、民生证券、信达证券

50%

国资改革 国都证券、五矿证券、光大证券

30%

中报预增 光大证券、国都证券

20%

医药股 信达证券

10%

新股申购 申银万国证券

10%

中低价股 新时代证券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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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244.SZ

迪安诊断

2014-7-21 3050.17 13694.30 66.61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213.SZ

佳讯飞鸿

2014-7-21 4330.92 12031.41 47.74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452.SZ

长高集团

2014-7-21 2730.00 15237.01 58.6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245.SZ

天玑科技

2014-7-21 1007.64 10376.99 57.26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1126.SH

四方股份

2014-7-21 174.30 40658.60 100.00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300301.SZ

长方照明

2014-7-21 1128.03 9108.45 33.4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246.SZ

宝莱特

2014-7-21 1651.39 10385.57 71.09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0886.SZ

海南高速

2014-7-21 333.50 96284.88 97.37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000010.SZ

深华新

2014-7-21 8698.21 35815.74 60.90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000410.SZ

沈阳机床

2014-7-21 51.06 73877.59 96.51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000548.SZ

湖南投资

2014-7-21 10140.06 49920.10 100.00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002085.SZ

万丰奥威

2014-7-22 23397.95 36874.59 94.53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

追加承诺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600222.SH

太龙药业

2014-7-22 8421.05 49660.89 100.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0932.SZ

华菱钢铁

2014-7-22 54148.40 301503.97 99.98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026.SZ

红日药业

2014-7-22 56.47 41916.84 73.01

追加承诺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000560.SZ

昆百大

A 2014-7-22 89.92 9346.40 54.51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600422.SH

昆明制药

2014-7-23 24.76 34035.59 99.77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600804.SH

鹏博士

2014-7-23 438.03 134289.27 96.81

股权激励一般股份

002260.SZ

伊立浦

2014-7-23 3846.34 15600.00 100.00

追加承诺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600192.SH

长城电工

2014-7-24 10000.00 44174.80 100.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292.SH

中电远达

2014-7-25 27978.48 51187.26 100.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

追加承诺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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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7-14 2.45 0.00 2.42 20,983.51 51,409.60

600307.SH

酒钢宏兴

2014-7-14 2.45 0.00 2.42 10,333.28 25,316.54

002308.SZ

威创股份

2014-7-18 6.48 -10.00 7.27 3,613.00 23,412.24

600759.SH

正和股份

2014-7-16 10.87 6.57 10.26 1,000.00 10,870.00

600967.SH

北方创业

2014-7-18 12.33 -9.93 13.55 811.00 9,999.63

300135.SZ

宝利沥青

2014-7-14 5.93 -10.02 6.61 1,670.00 9,903.10

000721.SZ

西安饮食

2014-7-14 4.47 -4.08 4.69 2,000.00 8,940.00

600638.SH

新黄浦

2014-7-14 12.81 -8.89 14.09 678.60 8,692.92

002198.SZ

嘉应制药

2014-7-18 8.20 -7.76 8.65 1,000.00 8,200.00

601933.SH

永辉超市

2014-7-17 6.75 -3.71 7.02 1,200.00 8,100.00

600775.SH

南京熊猫

2014-7-17 8.10 -3.34 8.09 975.00 7,897.50

300298.SZ

三诺生物

2014-7-14 35.19 -10.00 40.10 210.00 7,389.90

601818.SH

光大银行

2014-7-14 2.28 -9.88 2.55 3,070.00 6,999.60

002594.SZ

比亚迪

2014-7-14 42.22 -10.00 48.74 150.00 6,333.00

601818.SH

光大银行

2014-7-15 2.30 -9.80 2.56 2,655.00 6,106.50

000661.SZ

长春高新

2014-7-18 77.71 -5.00 81.93 77.15 5,995.33

002192.SZ

路翔股份

2014-7-14 23.70 0.21 25.21 250.00 5,925.00

600036.SH

招商银行

2014-7-17 9.81 0.20 9.74 600.00 5,886.00

600036.SH

招商银行

2014-7-15 9.66 -0.92 9.78 600.00 5,796.00

600738.SH

兰州民百

2014-7-17 5.75 -3.52 6.00 1,000.00 5,750.00

000955.SZ

欣龙控股

2014-7-17 3.98 0.51 3.98 1,380.00 5,492.40

300135.SZ

宝利沥青

2014-7-14 5.93 -10.02 6.61 890.00 5,277.70

002594.SZ

比亚迪

2014-7-14 42.22 -10.00 48.74 124.00 5,235.28

002198.SZ

嘉应制药

2014-7-17 8.33 -6.51 8.89 600.00 4,998.00

002009.SZ

天奇股份

2014-7-15 12.37 -4.40 12.75 400.00 4,948.00

600775.SH

南京熊猫

2014-7-16 8.38 -9.99 8.38 585.00 4,902.30

603766.SH

隆鑫通用

2014-7-14 10.54 3.84 10.87 463.75 4,887.93

002438.SZ

江苏神通

2014-7-17 15.25 -3.48 16.46 320.00 4,880.00

600738.SH

兰州民百

2014-7-18 5.75 -4.17 6.02 830.00 4,772.50

002387.SZ

黑牛食品

2014-7-15 11.76 -10.02 13.06 400.00 4,704.00

002559.SZ

亚威股份

2014-7-14 18.60 -1.54 19.23 240.00 4,464.00

002318.SZ

久立特材

2014-7-18 16.30 -9.94 17.95 270.00 4,401.00

002460.SZ

赣锋锂业

2014-7-14 20.04 3.83 20.45 200.00 4,008.00

002407.SZ

多氟多

2014-7-16 17.04 -9.98 18.92 234.00 3,987.36

002276.SZ

万马股份

2014-7-17 6.54 -10.04 7.54 600.00 3,924.00

000728.SZ

国元证券

2014-7-18 9.73 0.72 9.75 400.00 3,892.00

601318.SH

中国平安

2014-7-14 39.58 0.43 39.96 93.30 3,692.81

002308.SZ

威创股份

2014-7-18 6.48 -10.00 7.27 555.00 3,596.40

002407.SZ

多氟多

2014-7-17 17.03 -9.99 19.12 210.00 3,576.30

600775.SH

南京熊猫

2014-7-17 7.93 -5.37 8.09 446.50 3,54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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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559.SZ

万向钱潮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4-7-14 262903.1392 10.00 10.80

002190.SZ

成飞集成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4-7-18 236915.2180 -6.98 12.07

000670.SZ

舜元实业 无价格涨跌幅限制

2014-7-15 210103.4358 -52.47 50.18

300386.SZ

飞天诚信 换手率达

20% 2014-7-14 191143.5150 0.46 68.12

002727.SZ

一心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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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7-15 183794.1497 1.38 70.96

002727.SZ

一心堂 换手率达

20% 2014-7-15 183794.1497 1.38 70.96

000670.SZ

舜元实业 换手率达

20% 2014-7-17 178387.8676 0.00 37.94

002190.SZ

成飞集成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4-7-17 173731.4830 -10.00 8.14

000031.SZ

中粮地产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4-7-16 169576.0086 21.30 20.18

002629.SZ

仁智油服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4-7-10 158932.2724 25.24 73.90

600405.SH

动力源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4-7-10 152310.1572 23.45 43.82

601918.SH

国投新集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4-7-16 147257.0042 28.47 16.81

300104.SZ

乐视网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4-7-17 146373.4641 -10.01 9.12

600435.SH

北方导航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4-7-17 136235.3628 -9.97 10.46

600169.SH

太原重工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4-7-10 135704.2765 23.15 16.64

000670.SZ

舜元实业 换手率达

20% 2014-7-18 127124.9290 2.39 27.92

300104.SZ

乐视网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4-7-16 124782.1021 -9.75 7.06

300017.SZ

网宿科技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4-7-15 110529.3036 -9.51 9.00

600210.SH

紫江企业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4-7-16 109806.4281 28.16 18.97

600405.SH

动力源 换手率达

20% 2014-7-15 105755.6080 4.95 26.67

300386.SZ

飞天诚信 换手率达

20% 2014-7-15 104301.7423 -4.46 38.68

600288.SH

大恒科技 换手率达

20% 2014-7-14 96861.8288 9.89 22.59

000868.SZ

安凯客车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4-7-16 94158.8462 10.00 25.31

000868.SZ

安凯客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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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7-16 94158.8462 10.00 25.31

000868.SZ

安凯客车 换手率达

20% 2014-7-16 94158.8462 10.00 25.31

000670.SZ

舜元实业 换手率达

20% 2014-7-16 92421.5143 10.06 21.48

000670.SZ

舜元实业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4-7-16 92421.5143 10.06 21.48

002727.SZ

一心堂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4-7-16 88502.1146 -9.01 38.42

002727.SZ

一心堂 换手率达

20% 2014-7-16 88502.1146 -9.01 38.42

600071.SH

凤凰光学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4-7-10 84704.0709 26.72 24.73

000031.SZ

中粮地产 振幅值达

15% 2014-7-18 80832.4602 10.00 9.53

000031.SZ

中粮地产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4-7-18 80832.4602 10.00 9.53

002629.SZ

仁智油服 换手率达

20% 2014-7-14 79152.5441 6.32 35.77

000800.SZ

一汽轿车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4-7-14 78091.2618 9.96 5.30

603168.SH

莎普爱思 换手率达

20% 2014-7-16 77589.1478 -4.47 65.44

601918.SH

国投新集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4-7-18 77489.4356 10.06 8.62

601918.SH

国投新集 振幅值达

15% 2014-7-18 77489.4356 10.06 8.62

000930.SZ

中粮生化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4-7-15 74605.3183 19.86 16.54

000516.SZ

开元投资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4-7-14 74040.1977 9.94 14.37

300386.SZ

飞天诚信 换手率达

20% 2014-7-16 72977.3653 -1.27 28.43

一周股市统计数据版头条表格

资金转向 创业板指数考验

1300

点

近期A股市场运行冲高受

阻。 其中，网宿科技、乐视网等曾

经的高成长股在近期相继走下

神坛，使得创业板指数的走势更

为疲弱， 已挑战1300点支撑；但

上证指数的走势仍然相对顽强，

有攻击2100点的可能。

市场风格有所改变， 也得到

了两则信息的佐证。 一是稳增长

与调结构的重心似乎更偏向于稳

增长。 因为今年GDP增长目标是

7.5%， 但今年上半年只有7.4%，

说明下半年的GDP增速要达到

7.6%以上，才能够实现全年目标。

所以，下半年降息、降准的概率大

增。 此时， 稳增长的舆论自然增

多。对应于证券市场，稳增长对应

的是地产等传统产业链条， 而调

结构则是对应着TMT等新兴产

业链条。所以，随着舆论重心的转

移，资金动向也随之转向，高成长

股渐渐退潮， 传统产业股渐渐得

到存量热钱的认可。

二是在半年报披露时间窗

口，市场对高成长股的高成长数

据较为关注。 但随着半年报的陆

续披露，市场普遍认可的高成长

产业内的龙头企业的成长数据

并不乐观，比如说华谊兄弟的半

年报业绩只是增长1%至7%。 如

此的数据自然会使得此类股票

的抛压渐趋增强。 与此同时，关

于加强对影视娱乐产业的监管

政策也有所增强，乐视网自然承

受压力。

由此可见，目前高成长股缺

乏持续炒作的产业氛围， 乐视

网、华谊兄弟等个股的总市值一

度超过200亿元， 是创业板指数

的权重股、指标股，此类个股调

整也就使得创业板指数跌跌不

休， 走向1300点支撑。 但是，改

革、稳增长的舆论氛围，使得央

企股、 大盘股得到了资金青睐，

股价走势反复活跃，牵引着上证

指数出现了抗跌形态。

创业板中报预告业绩增速高于30%股票行业分布

2014年创业板中报业绩增速回落的股票占比

创业板2014年中报业绩变动幅度(部分)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2014年一

季报净利

润同比增

幅（%）

2014年中

报预告净

利润变动

幅度(%)

中报相对于

一季报业绩

增速变动幅

度（%）

7月4日

以来涨跌

幅（%）

行业

300188.SZ

美亚柏科

84.56 10198.10 10113.54 -2.42

计算机

300353.SZ

东土科技

-5816.99 -90.00 5726.99 0.00

通信

300101.SZ

振芯科技

-2679.55 212.03 2891.58 -5.09

国防军工

300022.SZ

吉峰农机

-656.39 1366.53 2022.92 1.29

商业贸易

300282.SZ

汇冠股份

-2182.87 -855.82 1327.05 1.51

电子

300051.SZ

三五互联

116.91 1226.82 1109.90 -2.45

计算机

300277.SZ

海联讯

-1694.05 -600.26 1093.78 0.00

计算机

300028.SZ

金亚科技

-76.90 976.37 1053.27 -1.46

通信

300248.SZ

新开普

-328.80 276.88 605.68 -1.75

计算机

300299.SZ

富春通信

-503.21 15.00 518.21 -11.40

通信

300283.SZ

温州宏丰

12.01 325.00 312.99 -6.61

电气设备

300107.SZ

建新股份

292.42 582.00 289.58 -8.33

化工

300249.SZ

依米康

-343.84 -65.00 278.84 -4.58

家用电器

300152.SZ

燃控科技

-257.61 10.00 267.61 1.14

电气设备

300175.SZ

朗源股份

-32.50 230.00 262.50 2.29

农林牧渔

300269.SZ

联建光电

16.67 270.78 254.11 1.89

电子

300092.SZ

科新机电

-124.94 121.75 246.69 1.62

机械设备

300076.SZ GQY

视讯

-129.43 110.00 239.43 -7.94

电子

300008.SZ

上海佳豪

4.03 240.00 235.97 -11.07

国防军工

300252.SZ

金信诺

48.60 280.00 231.40 -3.72

通信

300323.SZ

华灿光电

-15.97 215.00 230.97 0.00

电子

300222.SZ

科大智能

45.09 275.00 229.91 -5.76

电气设备

300131.SZ

英唐智控

-88.55 125.72 214.27 -3.58

电子

300148.SZ

天舟文化

3.26 210.00 206.74 -6.03

传媒

300209.SZ

天泽信息

9.42 185.00 175.58 2.95

计算机

300317.SZ

珈伟股份

3.75 175.77 172.02 0.00

电子

300094.SZ

国联水产

284.28 431.82 147.54 -13.06

农林牧渔

300098.SZ

高新兴

265.05 410.00 144.95 -1.77

通信

300302.SZ

同有科技

-183.37 -40.00 143.37 -10.60

计算机

300049.SZ

福瑞股份

77.22 210.00 132.78 4.28

医药生物

300197.SZ

铁汉生态

-116.10 10.00 126.10 -0.85

建筑装饰

300130.SZ

新国都

-28.31 90.00 118.31 -6.33

计算机

300142.SZ

沃森生物

-298.65 -181.94 116.71 -6.94

医药生物

300312.SZ

邦讯技术

-315.72 -200.09 115.63 -12.33

通信

300121.SZ

阳谷华泰

14.40 130.00 115.60 -2.78

化工

300156.SZ

天立环保

-202.62 -89.36 113.26 17.42

公用事业

300185.SZ

通裕重工

-80.62 15.00 95.62 -10.58

机械设备

300232.SZ

洲明科技

18.89 112.65 93.76 2.68

电子

300050.SZ

世纪鼎利

140.10 230.00 89.90 0.00

通信

300161.SZ

华中数控

-5.91 83.64 89.55 0.00

机械设备

300059.SZ

东方财富

220.38 309.26 88.87 -10.62

传媒

300105.SZ

龙源技术

38.60 120.00 81.40 9.28

电气设备

300322.SZ

硕贝德

71.03 150.00 78.97 7.38

电子

300187.SZ

永清环保

-38.91 40.00 78.91 6.09

公用事业

一周牛熊数据

资金转向创业板指数考验1300点

近期A股市场运行冲高受阻。其中，网宿科技、乐视网等曾经的高成长股在近期相继走下神坛，使得创业板指数的走势更为疲弱，已挑战1300点支撑；但上证指数的走势仍然相对顽强，有攻击2100点的可能。

市场风格有所改变，也得到了两则信息的佐证。一是稳增长与调结构的重心似乎更偏向于稳增长。因为今年GDP增长目标是7.5%，但今年上半年只有7.4%，说明下半年的GDP增速要达到7.6%以上，才能够实现全年目标。所以，下半年降息、降准的概率大增。此时，稳增长的舆论自然增多。对应于证券市场，稳增长对应的是地产等传统产业链条，而调结构则是对应着TMT等新兴产业链条。所以，随着舆论重心的转移，资金动向也随之转向，高成长股渐渐退潮，传统产业股渐渐得到存量热钱的认可。

二是在半年报披露时间窗口，市场对高成长股的高成长数据较为关注。但随着半年报的陆续披露，市场普遍认可的高成长产业内的龙头企业的成长数据并不乐观，比如说华谊兄弟的半年报业绩只是增长1%至7%。如此的数据自然会使得此类股票的抛压渐趋增强。与此同时，关于加强对影视娱乐产业的监管政策也有所增强，乐视网自然承受压力。

由此可见，目前高成长股缺乏持续炒作的产业氛围，乐视网、华谊兄弟等个股的总市值一度超过200亿元，是创业板指数的权重股、指标股，此类个股调整也就使得创业板指数跌跌不休，走向1300点支撑。但是，改革、稳增长的舆论氛围，使得央企股、大盘股得到了资金青睐，股价走势反复活跃，牵引着上证指数出现了抗跌形态。

改革题材刺激新疆振兴指数上涨2.33%

近期新疆板块出现了逆势走强的K线形态，尤其是青松建化等半年报业绩不振的品种也出现了逆势上涨，驱动着新疆振兴指数上涨。

这一走势可能得益于媒体关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将进行深化改革的报道。据称，兵团国企改革投融资平台的中国新建集团不久将进行正式注册，由此意味着新疆兵团国企改革破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目前国内唯一的农垦系统，是现存的行政色彩最浓厚的党、政、军、企合一的特殊组织，本次国企改革既是兵团农垦系统去行政化的过程，同时也是国企改革的过程，这种双重性质的改革注定将给兵团国有企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受此影响，兵团旗下的青松建化等个股涨幅居前。这就意味着新疆板块拥有了新的做多动能，有望成为相关个股继续活跃的题材催化剂。

更何况，新疆固定资产投资力度一直处于涨升趋势中。2014年，《自治区全面深化改革重大举措分工方案》明确了未来以改革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等八项工作重点，表明新疆未来铁路、电力等基础设施将迎来飞速增长，这必然会对相关上市公司的业绩产生积极影响力。

近期新疆板块迎来了积极的做多政策预期，不仅仅是生产建设兵团的改革，而且还有新疆固定资产建设的高潮。因此，新疆板块的股价走势值得期待。

行业整顿影视动漫大跌4.02%

日前广电总局出台规定称，商业网站与牌照商合作开设的“视频专区”是坚决不允许的。而乐视与CNTV的合作在CNTV的平台嵌入了“乐视网TV版”的专区，当中有乐视网提供的独家内容资源。爱奇艺、优酷等视频网站也有类似问题。如此就使得市场参与者对影视动漫产业的发展前景产生了担忧，行业龙头上市公司乐视网持续跳空下跌，驱动着影视动漫指数大跌。

不过，乐视网相关人士表示，若不进视频专区，公司依然有其他内容合作方式，商业模式和盈利模式不会改变。目前，公司正在研究相应措施来满足广电总局的监管要求。优酷和爱奇艺方面也表示，该政策对自己影响并不大，目前不便回应。如此的信息表明对行业整顿给行业内优秀企业带来的影响不宜过于担忧。

但是，如此的信息也说明对影视动漫产业类的上市公司的二级市场估值不宜过于乐观。市场参与者一度给予影视动漫产业类上市公司较高估值，达到50倍甚至70倍、80倍市盈率，主要是寄希望于影视动漫产业的无边界扩张所带来的高成长预期。但是，从广电总局的相关规定来看，影视动漫产业的扩张是有政策边界的，所以无边界扩张的高成长预期缺乏土壤。而且，影视动漫产业类的企业借壳上市太多，意味着挟资本力量的竞争也随之激烈起来，行业内的企业成长环境随之剧变。既如此，高估值所依靠的环境已改变，股价重心的回落也在所难免。因此，对影视动漫产业股的二级市场股价走势还是应该持有谨慎态度。

获利抛售通用航空下跌3.79%

通用航空概念股中，中信海直、四创电子等个股与航天军工股的关联度极高，此类个股前期受航天军工股的大涨而大涨，积累了较多获利盘。近期随着航天军工股的回落，通用航空股的获利盘蜂拥而出，使得此类个股的股价大幅下跌，通用航空指数上周随之下跌3.79%。

但是，从产业政策背景看，此次下跌给长线资金建仓提供了难得的契机。一是因为产业政策渐趋乐观。据报道，备受各方关注的《低空空域管理使用规定（试行）》征求意见稿已成型，正在内部征求军民航等方面意见。一旦低空空域管理使用规定进入实施，全国低空范围内的通信导航体系以及低空飞行服务站将大规模建设，并获得国家层面的投资。而且，据中航通飞官网消息显示，我国首条低空航线“珠海-阳江-罗定”航线已于6月26日正式通航，标志着我国低空空域改革进入实际阶段，有利于提振市场参与者对通用航空概念股产业前景的预期。

二是因为通用航空产业的发展空间的确值得期待。按照国家民航总局在2007年中国民航发展论坛上所描述的我国中远期通航发展规划，2020年预计实现年作业量70万小时，飞行总量超过140万小时。预计通用航空机队规模总数达到1万架；预计通用航空飞行员人数达到1.2万人，包括私用飞行驾照人员总数超过2万人。而且，从长期来看，私人公务飞行成为通航产业主力也是大势所趋。根据胡润百富发布的《中国高净值人群另类投资白皮书2013》显示，2013年中国约有亿万资产6万人，其中约15%的人群有购买公务机的意向。在这6万亿万资产人群中，80%是企业主，他们是公务机消费的主体。另外，随着公务机市场的成熟，公务机的使用将逐渐由拥有向租赁转移，私人公务飞行的客户也将扩大。所以，通用航空产业股的成长空间较为广阔，每一次调整都是低吸良机。（金百临咨询秦洪，执业证书编号A1210612020001）

逾四成创业板公司中报业绩增速回落

创业板风险或继续释放

□本报记者 徐伟平

截至7月20日，382家创业板

公司披露了中报业绩预告，预计

创业板公司2014年中报归属于

母公司净利润同比增长15.81%，

较2014年一季报增速继续回落。

其中，有171家业绩增速回落，占

比达到44.76%。 分析人士指出，

即便经过连续两周的回调，创业

板整体估值依旧在50倍市盈率

之上，在整体业绩回落下，估值

压力释放需求继续提升。 此外，

题材的迁徙和资金参与意愿的

降低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风

险释放的需求，建议投资者短期

谨慎对待创业板股票。

中报业绩增速回落

A股在2013年出现盈利拐点

以来，已经逐季回升达四个季度，

但2014年一季度的开局却严重

低于预期，A股整体一季报增速

为 8.2%（2013 年 报 增 速 为

14.2%），剔除金融的一季报增速

为 2.9%（2013 年 报 增 速 为

13%）， 相比去年年报均出现明

显下滑。 出于对上市公司业绩的

担忧，市场一度大幅下挫，估值处

在高位的创业板更是首当其冲，

下跌幅度较大。此后，短暂的数据

真空期内， 以创业板为代表的小

盘成长股再度觅得反弹良机，5月

19日至6月底，创业板指数累计上

涨14.53%，阶段表现抢眼。

不过好景不长，随着中报业

绩大幕的拉开，投资者再度陷入

对创业板业绩成色的担忧中，创

业板指数也再度大幅下挫。 截至

7月20日，382家创业板公司披露

了中报业绩预告。 其中，80家公

司预增，20家公司续盈，14家公

司扭亏，130家公司略增，31家公

司预减，7家公司续亏，20家公司

首亏，77家公司略减，3家不确

定。 中报预喜比例为63.87%。

虽然创业板业绩预喜的公

司占比较大，不过从业绩增速来

看，创业板中报业绩增速出现明

显回落。 根据业绩预告，创业板

公司2014年中报归属于母公司

净利润同比增长 15.81% ， 较

2014年一季报17.5%的同比增

速有所回落。 在382家披露中报

业绩预告的公司中， 有171家业

绩增速回落， 占比达到44.76%。

有211家公司中报业绩较一季报

业绩有所增加，不过如果以中报

预告业绩增速高于30%作为增

长较快的标准，那么创业板仅贡

献了88家公司，创业板业绩增速

居前的队伍出现明显的减员。 其

中，有来自电子、计算机、传媒等

新兴产业股票有37家，来自机械

设备、化工等周期行业的股票有

32家，来自医药生物、家电等消

费类板块的有19家。作为新兴成

长股扎堆的创业板，业绩增速较

快的新兴产业股在创业板中的

优势并不明显。

风险释放需求提升

以创业板为代表的成长军

团自5月下旬以来走出一波强势

上攻行情，期间部分投资者一度

认为成长盛宴将再度开启。 不过

从中报业绩预告来看，部分创业

板股票面临着业绩证伪的较大

压力，风险释放需求提升。 此外，

题材的迁徙和资金参与意愿的

降低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这

种风险释放的需求。

首先， 资金参与意愿降低。

经过5月下旬以来的反弹后，创

业板市盈率一度重新回到了60

倍以上的高位，在存量资金博弈

的大背景下，资金推动创业板继

续向上所面临的压力重重，7月

初创业板的成交额连续增加，一

度超过360亿元， 不过创业板涨

幅却明显放缓， 高位滞涨明显。

而本周创业板高位回调时，成交

额一度大幅放大，显示资金博弈

创业板股票的意愿开始降低。 此

外，从指数运行看，创业板指数

当前已经呈现出了一个典型的

头肩顶雏形，后续走势难以令人

乐观。

其次， 题材迁徙的压力开始

凸显。 6月以来，以IT国产化替代

为代表的主题投资是资金重要的

做多主线，随后带动计算机板块，

甚至整个新兴产业板块强势反

弹。而次新股、影子股以及新股相

关题材概念的炒作也在一定程度

上助推了“成长潮”的二度来袭，

此时热点题材主要集中在创业板

中。不过好景不长，热点概念开始

从创业板迁徙至主板，国资改革、

滨海新区、 新疆区域振兴为代表

的主题投资接棒， 为主板股票股

注入活力。热点迁徙后，资金调仓

换股从创业板流出， 无疑加大了

其后市调整的压力。

最后，小盘股业绩兑现压力

再度来袭。 此前创业板出现大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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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上市公司将陆续披

露半年报，创业板股票的业绩增

速出现明显放缓，考虑到创业板

的整体估值依然在50倍之上，在

整体业绩回落下，创业板估值压

力释放的需求提升。 虽然创业板

的业绩预告已经披露，不过创业

板可能仍然存在较多业绩 “地

雷” ，业绩变脸、估值和股价“双

高” 品种可能再度遭遇资金的批

量甩卖，部分小盘成长股可能会

遭遇“戴维斯双杀” 。

多空趋于平衡 看好主板机会

□西南证券 张刚 刘浩

本周有11家券商发表了对

后市的看法，4家看多，5家看平，

2家看空。 本周市场综合情绪指

数为51.82%， 较上周继续回落

4.54个百分点至50多空平衡线

附近，表明短期看空的情绪有所

加重，多空双方趋于平衡。 与上

周相比， 共有5家机构改变了对

大盘走势的看法， 其中1家机构

对中线趋势做了修正：华泰证券

和太平洋证券对本周趋势由看

多调降为看平，但后者对中线趋

势由空翻多；国都证券和申银万

国证券对本周趋势由看平进一

步转为看空，但对中线趋势保持

看平不变；民生证券对本周趋势

由看平调升为看空，对中线保持

看多不变。

看空本周的机构主要论据

是第二批新股集中发行， 大盘

或再度考验2000点支撑。 多数

机构维持大盘震荡盘整的判

断， 同时指出市场风格的转化

也将延续。 少数看多的机构则

认为随着经济数据的持续利好

和中报披露节奏的加快， 资金

将持续流向周期性蓝筹股，在

新股发行的影响下， 大盘或在

后半周恢复升势。

空头国都证券和申银万国

证券均认为本周市场将面临较

大调整压力。前者指出首批新股

上市的“涨停秀” 将刺激打新热

情，预计第二批11只新股冻结资

金将超过6000亿元，资金面面临

严重考验；此外，上周存量资金

持续大规模流出，市场缺乏增量

资金支持，从技术上看沪指即将

选择方向，或迎来调整。 申银万

国证券的逻辑也如此，同时该机

构明确指出本周大盘能够维持

盘整就相当不容易，更大可能会

再度考验2000点支撑力度，建议

投资者保持谨慎，防御为主。

持看平观点的华泰证券、民

生证券和光大证券均指出短期

蓝筹股存在机会。 华泰证券分析

称场内资金或在等待某个契机

（政策点或经济数据）， 市场向

下有支撑，2000点已被多次验

证， 建议投资者不宜过分悲观，

估值低的周期股值得重点关注。

光大证券分析道， 随着中报披

露、成长证伪及创业板新股发行

的挤出效应，资金正从创业板逐

步流向主板，该机构认为结构性

方向的转化比指数的波动力度

更为重要，主板中成长性较明显

的二线蓝筹及传统产业向新兴

接轨的机会正在显现。

此外，多头西南证券分析认

为主板吸引力将增强，市场资金

将持续流向周期性蓝筹股，尽管

前半周有IPO形成套现压力，但

股指会在后半周恢复升势，高估

值小市值品种则将延续调整。五

矿证券也认为热点有望向主板

转移，主板中的非权重股可能受

市场青睐，国企改革股纷纷上涨

就是一个重要信号，但断定二八

转换即将到来为时尚早。

在推荐行业板块方面，周期

股和蓝筹股最受机构青睐，近期

成为市场热点的国企改革概念

以及中报业绩预增股也得到不

少机构推荐。

资金转向 创业板指数考验

1300

点

近期A股市场运行冲高受

阻。 其中，网宿科技、乐视网等曾

经的高成长股在近期相继走下

神坛，使得创业板指数的走势更

为疲弱， 已挑战1300点支撑；但

上证指数的走势仍然相对顽强，

有攻击2100点的可能。

市场风格有所改变， 也得到

了两则信息的佐证。 一是稳增长

与调结构的重心似乎更偏向于稳

增长。 因为今年GDP增长目标是

7.5%， 但今年上半年只有7.4%，

说明下半年的GDP增速要达到

7.6%以上，才能够实现全年目标。

所以，下半年降息、降准的概率大

增。 此时， 稳增长的舆论自然增

多。对应于证券市场，稳增长对应

的是地产等传统产业链条， 而调

结构则是对应着TMT等新兴产

业链条。所以，随着舆论重心的转

移，资金动向也随之转向，高成长

股渐渐退潮， 传统产业股渐渐得

到存量热钱的认可。

二是在半年报披露时间窗

口，市场对高成长股的高成长数

据较为关注。 但随着半年报的陆

续披露，市场普遍认可的高成长

产业内的龙头企业的成长数据

并不乐观，比如说华谊兄弟的半

年报业绩只是增长1%至7%。 如

此的数据自然会使得此类股票

的抛压渐趋增强。 与此同时，关

于加强对影视娱乐产业的监管

政策也有所增强，乐视网自然承

受压力。

由此可见，目前高成长股缺

乏持续炒作的产业氛围， 乐视

网、华谊兄弟等个股的总市值一

度超过200亿元， 是创业板指数

的权重股、指标股，此类个股调

整也就使得创业板指数跌跌不

休， 走向1300点支撑。 但是，改

革、稳增长的舆论氛围，使得央

企股、 大盘股得到了资金青睐，

股价走势反复活跃，牵引着上证

指数出现了抗跌形态。

2014年创业板中报业绩增速回落的股票占比

逾四成创业板公司中报业绩增速回落

创业板风险或继续释放

□本报记者 徐伟平

截至7月20日，382家创业板

公司披露了中报业绩预告，预计

创业板公司2014年中报归属于

母公司净利润同比增长15.81%，

较2014年一季报增速继续回落。

其中，有171家业绩增速回落，占

比达到44.76%。 分析人士指出，

即便经过连续两周的回调，创业

板整体估值依旧在50倍市盈率

之上，在整体业绩回落下，估值

压力释放需求继续提升。 此外，

题材的迁徙和资金参与意愿的

降低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风

险释放的需求，建议投资者短期

谨慎对待创业板股票。

中报业绩增速回落

A股在2013年出现盈利拐点

以来，已经逐季回升达四个季度，

但2014年一季度的开局却严重

低于预期，A股整体一季报增速

为 8.2%（2013 年 报 增 速 为

14.2%），剔除金融的一季报增速

为 2.9%（2013 年 报 增 速 为

13%）， 相比去年年报均出现明

显下滑。 出于对上市公司业绩的

担忧，市场一度大幅下挫，估值处

在高位的创业板更是首当其冲，

下跌幅度较大。此后，短暂的数据

真空期内， 以创业板为代表的小

盘成长股再度觅得反弹良机，5月

19日至6月底，创业板指数累计上

涨14.53%，阶段表现抢眼。

不过好景不长，随着中报业

绩大幕的拉开，投资者再度陷入

对创业板业绩成色的担忧中，创

业板指数也再度大幅下挫。 截至

7月20日，382家创业板公司披露

了中报业绩预告。 其中，80家公

司预增，20家公司续盈，14家公

司扭亏，130家公司略增，31家公

司预减，7家公司续亏，20家公司

首亏，77家公司略减，3家不确

定。 中报预喜比例为63.87%。

虽然创业板业绩预喜的公

司占比较大，不过从业绩增速来

看，创业板中报业绩增速出现明

显回落。 根据业绩预告，创业板

公司2014年中报归属于母公司

净利润同比增长 15.81% ， 较

2014年一季报17.5%的同比增

速有所回落。 在382家披露中报

业绩预告的公司中， 有171家业

绩增速回落， 占比达到44.76%。

有211家公司中报业绩较一季报

业绩有所增加，不过如果以中报

预告业绩增速高于30%作为增

长较快的标准，那么创业板仅贡

献了88家公司，创业板业绩增速

居前的队伍出现明显的减员。 其

中，有来自电子、计算机、传媒等

新兴产业股票有37家，来自机械

设备、化工等周期行业的股票有

32家，来自医药生物、家电等消

费类板块的有19家。作为新兴成

长股扎堆的创业板，业绩增速较

快的新兴产业股在创业板中的

优势并不明显。

风险释放需求提升

以创业板为代表的成长军

团自5月下旬以来走出一波强势

上攻行情，期间部分投资者一度

认为成长盛宴将再度开启。 不过

从中报业绩预告来看，部分创业

板股票面临着业绩证伪的较大

压力，风险释放需求提升。 此外，

题材的迁徙和资金参与意愿的

降低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这

种风险释放的需求。

首先， 资金参与意愿降低。

经过5月下旬以来的反弹后，创

业板市盈率一度重新回到了60

倍以上的高位，在存量资金博弈

的大背景下，资金推动创业板继

续向上所面临的压力重重，7月

初创业板的成交额连续增加，一

度超过360亿元， 不过创业板涨

幅却明显放缓， 高位滞涨明显。

而本周创业板高位回调时，成交

额一度大幅放大，显示资金博弈

创业板股票的意愿开始降低。 此

外，从指数运行看，创业板指数

当前已经呈现出了一个典型的

头肩顶雏形，后续走势难以令人

乐观。

其次， 题材迁徙的压力开始

凸显。 6月以来，以IT国产化替代

为代表的主题投资是资金重要的

做多主线，随后带动计算机板块，

甚至整个新兴产业板块强势反

弹。而次新股、影子股以及新股相

关题材概念的炒作也在一定程度

上助推了“成长潮”的二度来袭，

此时热点题材主要集中在创业板

中。不过好景不长，热点概念开始

从创业板迁徙至主板，国资改革、

滨海新区、 新疆区域振兴为代表

的主题投资接棒， 为主板股票股

注入活力。热点迁徙后，资金调仓

换股从创业板流出， 无疑加大了

其后市调整的压力。

最后，小盘股业绩兑现压力

再度来袭。 此前创业板出现大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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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上市公司将陆续披

露半年报，创业板股票的业绩增

速出现明显放缓，考虑到创业板

的整体估值依然在50倍之上，在

整体业绩回落下，创业板估值压

力释放的需求提升。 虽然创业板

的业绩预告已经披露，不过创业

板可能仍然存在较多业绩 “地

雷” ，业绩变脸、估值和股价“双

高” 品种可能再度遭遇资金的批

量甩卖，部分小盘成长股可能会

遭遇“戴维斯双杀” 。

多空趋于平衡 看好主板机会

□西南证券 张刚 刘浩

本周有11家券商发表了对

后市的看法，4家看多，5家看平，

2家看空。 本周市场综合情绪指

数为51.82%， 较上周继续回落

4.54个百分点至50多空平衡线

附近，表明短期看空的情绪有所

加重，多空双方趋于平衡。 与上

周相比， 共有5家机构改变了对

大盘走势的看法， 其中1家机构

对中线趋势做了修正：华泰证券

和太平洋证券对本周趋势由看

多调降为看平，但后者对中线趋

势由空翻多；国都证券和申银万

国证券对本周趋势由看平进一

步转为看空，但对中线趋势保持

看平不变；民生证券对本周趋势

由看平调升为看空，对中线保持

看多不变。

看空本周的机构主要论据

是第二批新股集中发行， 大盘

或再度考验2000点支撑。 多数

机构维持大盘震荡盘整的判

断， 同时指出市场风格的转化

也将延续。 少数看多的机构则

认为随着经济数据的持续利好

和中报披露节奏的加快， 资金

将持续流向周期性蓝筹股，在

新股发行的影响下， 大盘或在

后半周恢复升势。

空头国都证券和申银万国

证券均认为本周市场将面临较

大调整压力。前者指出首批新股

上市的“涨停秀” 将刺激打新热

情，预计第二批11只新股冻结资

金将超过6000亿元，资金面面临

严重考验；此外，上周存量资金

持续大规模流出，市场缺乏增量

资金支持，从技术上看沪指即将

选择方向，或迎来调整。 申银万

国证券的逻辑也如此，同时该机

构明确指出本周大盘能够维持

盘整就相当不容易，更大可能会

再度考验2000点支撑力度，建议

投资者保持谨慎，防御为主。

持看平观点的华泰证券、民

生证券和光大证券均指出短期

蓝筹股存在机会。 华泰证券分析

称场内资金或在等待某个契机

（政策点或经济数据）， 市场向

下有支撑，2000点已被多次验

证， 建议投资者不宜过分悲观，

估值低的周期股值得重点关注。

光大证券分析道， 随着中报披

露、成长证伪及创业板新股发行

的挤出效应，资金正从创业板逐

步流向主板，该机构认为结构性

方向的转化比指数的波动力度

更为重要，主板中成长性较明显

的二线蓝筹及传统产业向新兴

接轨的机会正在显现。

此外，多头西南证券分析认

为主板吸引力将增强，市场资金

将持续流向周期性蓝筹股，尽管

前半周有IPO形成套现压力，但

股指会在后半周恢复升势，高估

值小市值品种则将延续调整。五

矿证券也认为热点有望向主板

转移，主板中的非权重股可能受

市场青睐，国企改革股纷纷上涨

就是一个重要信号，但断定二八

转换即将到来为时尚早。

在推荐行业板块方面，周期

股和蓝筹股最受机构青睐，近期

成为市场热点的国企改革概念

以及中报业绩预增股也得到不

少机构推荐。

资金转向 创业板指数考验

1300

点

近期A股市场运行冲高受

阻。 其中，网宿科技、乐视网等曾

经的高成长股在近期相继走下

神坛，使得创业板指数的走势更

为疲弱， 已挑战1300点支撑；但

上证指数的走势仍然相对顽强，

有攻击2100点的可能。

市场风格有所改变， 也得到

了两则信息的佐证。 一是稳增长

与调结构的重心似乎更偏向于稳

增长。 因为今年GDP增长目标是

7.5%， 但今年上半年只有7.4%，

说明下半年的GDP增速要达到

7.6%以上，才能够实现全年目标。

所以，下半年降息、降准的概率大

增。 此时， 稳增长的舆论自然增

多。对应于证券市场，稳增长对应

的是地产等传统产业链条， 而调

结构则是对应着TMT等新兴产

业链条。所以，随着舆论重心的转

移，资金动向也随之转向，高成长

股渐渐退潮， 传统产业股渐渐得

到存量热钱的认可。

二是在半年报披露时间窗

口，市场对高成长股的高成长数

据较为关注。 但随着半年报的陆

续披露，市场普遍认可的高成长

产业内的龙头企业的成长数据

并不乐观，比如说华谊兄弟的半

年报业绩只是增长1%至7%。 如

此的数据自然会使得此类股票

的抛压渐趋增强。 与此同时，关

于加强对影视娱乐产业的监管

政策也有所增强，乐视网自然承

受压力。

由此可见，目前高成长股缺

乏持续炒作的产业氛围， 乐视

网、华谊兄弟等个股的总市值一

度超过200亿元， 是创业板指数

的权重股、指标股，此类个股调

整也就使得创业板指数跌跌不

休， 走向1300点支撑。 但是，改

革、稳增长的舆论氛围，使得央

企股、 大盘股得到了资金青睐，

股价走势反复活跃，牵引着上证

指数出现了抗跌形态。

创业板2014年中报业绩变动幅度(部分)

逾四成创业板公司中报业绩增速回落

创业板风险或继续释放

□本报记者 徐伟平

截至7月20日，382家创业板

公司披露了中报业绩预告，预计

创业板公司2014年中报归属于

母公司净利润同比增长15.81%，

较2014年一季报增速继续回落。

其中，有171家业绩增速回落，占

比达到44.76%。 分析人士指出，

即便经过连续两周的回调，创业

板整体估值依旧在50倍市盈率

之上，在整体业绩回落下，估值

压力释放需求继续提升。 此外，

题材的迁徙和资金参与意愿的

降低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风

险释放的需求，建议投资者短期

谨慎对待创业板股票。

中报业绩增速回落

A股在2013年出现盈利拐点

以来，已经逐季回升达四个季度，

但2014年一季度的开局却严重

低于预期，A股整体一季报增速

为 8.2%（2013 年 报 增 速 为

14.2%），剔除金融的一季报增速

为 2.9%（2013 年 报 增 速 为

13%）， 相比去年年报均出现明

显下滑。 出于对上市公司业绩的

担忧，市场一度大幅下挫，估值处

在高位的创业板更是首当其冲，

下跌幅度较大。此后，短暂的数据

真空期内， 以创业板为代表的小

盘成长股再度觅得反弹良机，5月

19日至6月底，创业板指数累计上

涨14.53%，阶段表现抢眼。

不过好景不长，随着中报业

绩大幕的拉开，投资者再度陷入

对创业板业绩成色的担忧中，创

业板指数也再度大幅下挫。 截至

7月20日，382家创业板公司披露

了中报业绩预告。 其中，80家公

司预增，20家公司续盈，14家公

司扭亏，130家公司略增，31家公

司预减，7家公司续亏，20家公司

首亏，77家公司略减，3家不确

定。 中报预喜比例为63.87%。

虽然创业板业绩预喜的公

司占比较大，不过从业绩增速来

看，创业板中报业绩增速出现明

显回落。 根据业绩预告，创业板

公司2014年中报归属于母公司

净利润同比增长 15.81% ， 较

2014年一季报17.5%的同比增

速有所回落。 在382家披露中报

业绩预告的公司中， 有171家业

绩增速回落， 占比达到44.76%。

有211家公司中报业绩较一季报

业绩有所增加，不过如果以中报

预告业绩增速高于30%作为增

长较快的标准，那么创业板仅贡

献了88家公司，创业板业绩增速

居前的队伍出现明显的减员。 其

中，有来自电子、计算机、传媒等

新兴产业股票有37家，来自机械

设备、化工等周期行业的股票有

32家，来自医药生物、家电等消

费类板块的有19家。作为新兴成

长股扎堆的创业板，业绩增速较

快的新兴产业股在创业板中的

优势并不明显。

风险释放需求提升

以创业板为代表的成长军

团自5月下旬以来走出一波强势

上攻行情，期间部分投资者一度

认为成长盛宴将再度开启。 不过

从中报业绩预告来看，部分创业

板股票面临着业绩证伪的较大

压力，风险释放需求提升。 此外，

题材的迁徙和资金参与意愿的

降低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这

种风险释放的需求。

首先， 资金参与意愿降低。

经过5月下旬以来的反弹后，创

业板市盈率一度重新回到了60

倍以上的高位，在存量资金博弈

的大背景下，资金推动创业板继

续向上所面临的压力重重，7月

初创业板的成交额连续增加，一

度超过360亿元， 不过创业板涨

幅却明显放缓， 高位滞涨明显。

而本周创业板高位回调时，成交

额一度大幅放大，显示资金博弈

创业板股票的意愿开始降低。 此

外，从指数运行看，创业板指数

当前已经呈现出了一个典型的

头肩顶雏形，后续走势难以令人

乐观。

其次， 题材迁徙的压力开始

凸显。 6月以来，以IT国产化替代

为代表的主题投资是资金重要的

做多主线，随后带动计算机板块，

甚至整个新兴产业板块强势反

弹。而次新股、影子股以及新股相

关题材概念的炒作也在一定程度

上助推了“成长潮”的二度来袭，

此时热点题材主要集中在创业板

中。不过好景不长，热点概念开始

从创业板迁徙至主板，国资改革、

滨海新区、 新疆区域振兴为代表

的主题投资接棒， 为主板股票股

注入活力。热点迁徙后，资金调仓

换股从创业板流出， 无疑加大了

其后市调整的压力。

最后，小盘股业绩兑现压力

再度来袭。 此前创业板出现大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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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上市公司将陆续披

露半年报，创业板股票的业绩增

速出现明显放缓，考虑到创业板

的整体估值依然在50倍之上，在

整体业绩回落下，创业板估值压

力释放的需求提升。 虽然创业板

的业绩预告已经披露，不过创业

板可能仍然存在较多业绩 “地

雷” ，业绩变脸、估值和股价“双

高” 品种可能再度遭遇资金的批

量甩卖，部分小盘成长股可能会

遭遇“戴维斯双杀” 。

多空趋于平衡 看好主板机会

□西南证券 张刚 刘浩

本周有11家券商发表了对

后市的看法，4家看多，5家看平，

2家看空。 本周市场综合情绪指

数为51.82%， 较上周继续回落

4.54个百分点至50多空平衡线

附近，表明短期看空的情绪有所

加重，多空双方趋于平衡。 与上

周相比， 共有5家机构改变了对

大盘走势的看法， 其中1家机构

对中线趋势做了修正：华泰证券

和太平洋证券对本周趋势由看

多调降为看平，但后者对中线趋

势由空翻多；国都证券和申银万

国证券对本周趋势由看平进一

步转为看空，但对中线趋势保持

看平不变；民生证券对本周趋势

由看平调升为看空，对中线保持

看多不变。

看空本周的机构主要论据

是第二批新股集中发行， 大盘

或再度考验2000点支撑。 多数

机构维持大盘震荡盘整的判

断， 同时指出市场风格的转化

也将延续。 少数看多的机构则

认为随着经济数据的持续利好

和中报披露节奏的加快， 资金

将持续流向周期性蓝筹股，在

新股发行的影响下， 大盘或在

后半周恢复升势。

空头国都证券和申银万国

证券均认为本周市场将面临较

大调整压力。前者指出首批新股

上市的“涨停秀” 将刺激打新热

情，预计第二批11只新股冻结资

金将超过6000亿元，资金面面临

严重考验；此外，上周存量资金

持续大规模流出，市场缺乏增量

资金支持，从技术上看沪指即将

选择方向，或迎来调整。 申银万

国证券的逻辑也如此，同时该机

构明确指出本周大盘能够维持

盘整就相当不容易，更大可能会

再度考验2000点支撑力度，建议

投资者保持谨慎，防御为主。

持看平观点的华泰证券、民

生证券和光大证券均指出短期

蓝筹股存在机会。 华泰证券分析

称场内资金或在等待某个契机

（政策点或经济数据）， 市场向

下有支撑，2000点已被多次验

证， 建议投资者不宜过分悲观，

估值低的周期股值得重点关注。

光大证券分析道， 随着中报披

露、成长证伪及创业板新股发行

的挤出效应，资金正从创业板逐

步流向主板，该机构认为结构性

方向的转化比指数的波动力度

更为重要，主板中成长性较明显

的二线蓝筹及传统产业向新兴

接轨的机会正在显现。

此外，多头西南证券分析认

为主板吸引力将增强，市场资金

将持续流向周期性蓝筹股，尽管

前半周有IPO形成套现压力，但

股指会在后半周恢复升势，高估

值小市值品种则将延续调整。五

矿证券也认为热点有望向主板

转移，主板中的非权重股可能受

市场青睐，国企改革股纷纷上涨

就是一个重要信号，但断定二八

转换即将到来为时尚早。

在推荐行业板块方面，周期

股和蓝筹股最受机构青睐，近期

成为市场热点的国企改革概念

以及中报业绩预增股也得到不

少机构推荐。

资金转向 创业板指数考验

1300

点

近期A股市场运行冲高受

阻。 其中，网宿科技、乐视网等曾

经的高成长股在近期相继走下

神坛，使得创业板指数的走势更

为疲弱， 已挑战1300点支撑；但

上证指数的走势仍然相对顽强，

有攻击2100点的可能。

市场风格有所改变， 也得到

了两则信息的佐证。 一是稳增长

与调结构的重心似乎更偏向于稳

增长。 因为今年GDP增长目标是

7.5%， 但今年上半年只有7.4%，

说明下半年的GDP增速要达到

7.6%以上，才能够实现全年目标。

所以，下半年降息、降准的概率大

增。 此时， 稳增长的舆论自然增

多。对应于证券市场，稳增长对应

的是地产等传统产业链条， 而调

结构则是对应着TMT等新兴产

业链条。所以，随着舆论重心的转

移，资金动向也随之转向，高成长

股渐渐退潮， 传统产业股渐渐得

到存量热钱的认可。

二是在半年报披露时间窗

口，市场对高成长股的高成长数

据较为关注。 但随着半年报的陆

续披露，市场普遍认可的高成长

产业内的龙头企业的成长数据

并不乐观，比如说华谊兄弟的半

年报业绩只是增长1%至7%。 如

此的数据自然会使得此类股票

的抛压渐趋增强。 与此同时，关

于加强对影视娱乐产业的监管

政策也有所增强，乐视网自然承

受压力。

由此可见，目前高成长股缺

乏持续炒作的产业氛围， 乐视

网、华谊兄弟等个股的总市值一

度超过200亿元， 是创业板指数

的权重股、指标股，此类个股调

整也就使得创业板指数跌跌不

休， 走向1300点支撑。 但是，改

革、稳增长的舆论氛围，使得央

企股、 大盘股得到了资金青睐，

股价走势反复活跃，牵引着上证

指数出现了抗跌形态。

创业板中报预告业绩增速高于30%股票行业分布

逾四成创业板公司中报业绩增速回落

创业板风险或继续释放

□本报记者 徐伟平

截至7月20日，382家创业板

公司披露了中报业绩预告，预计

创业板公司2014年中报归属于

母公司净利润同比增长15.81%，

较2014年一季报增速继续回落。

其中，有171家业绩增速回落，占

比达到44.76%。 分析人士指出，

即便经过连续两周的回调，创业

板整体估值依旧在50倍市盈率

之上，在整体业绩回落下，估值

压力释放需求继续提升。 此外，

题材的迁徙和资金参与意愿的

降低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风

险释放的需求，建议投资者短期

谨慎对待创业板股票。

中报业绩增速回落

A股在2013年出现盈利拐点

以来，已经逐季回升达四个季度，

但2014年一季度的开局却严重

低于预期，A股整体一季报增速

为 8.2%（2013 年 报 增 速 为

14.2%），剔除金融的一季报增速

为 2.9%（2013 年 报 增 速 为

13%）， 相比去年年报均出现明

显下滑。 出于对上市公司业绩的

担忧，市场一度大幅下挫，估值处

在高位的创业板更是首当其冲，

下跌幅度较大。此后，短暂的数据

真空期内， 以创业板为代表的小

盘成长股再度觅得反弹良机，5月

19日至6月底，创业板指数累计上

涨14.53%，阶段表现抢眼。

不过好景不长，随着中报业

绩大幕的拉开，投资者再度陷入

对创业板业绩成色的担忧中，创

业板指数也再度大幅下挫。 截至

7月20日，382家创业板公司披露

了中报业绩预告。 其中，80家公

司预增，20家公司续盈，14家公

司扭亏，130家公司略增，31家公

司预减，7家公司续亏，20家公司

首亏，77家公司略减，3家不确

定。 中报预喜比例为63.87%。

虽然创业板业绩预喜的公

司占比较大，不过从业绩增速来

看，创业板中报业绩增速出现明

显回落。 根据业绩预告，创业板

公司2014年中报归属于母公司

净利润同比增长 15.81% ， 较

2014年一季报17.5%的同比增

速有所回落。 在382家披露中报

业绩预告的公司中， 有171家业

绩增速回落， 占比达到44.76%。

有211家公司中报业绩较一季报

业绩有所增加，不过如果以中报

预告业绩增速高于30%作为增

长较快的标准，那么创业板仅贡

献了88家公司，创业板业绩增速

居前的队伍出现明显的减员。 其

中，有来自电子、计算机、传媒等

新兴产业股票有37家，来自机械

设备、化工等周期行业的股票有

32家，来自医药生物、家电等消

费类板块的有19家。作为新兴成

长股扎堆的创业板，业绩增速较

快的新兴产业股在创业板中的

优势并不明显。

风险释放需求提升

以创业板为代表的成长军

团自5月下旬以来走出一波强势

上攻行情，期间部分投资者一度

认为成长盛宴将再度开启。 不过

从中报业绩预告来看，部分创业

板股票面临着业绩证伪的较大

压力，风险释放需求提升。 此外，

题材的迁徙和资金参与意愿的

降低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这

种风险释放的需求。

首先， 资金参与意愿降低。

经过5月下旬以来的反弹后，创

业板市盈率一度重新回到了60

倍以上的高位，在存量资金博弈

的大背景下，资金推动创业板继

续向上所面临的压力重重，7月

初创业板的成交额连续增加，一

度超过360亿元， 不过创业板涨

幅却明显放缓， 高位滞涨明显。

而本周创业板高位回调时，成交

额一度大幅放大，显示资金博弈

创业板股票的意愿开始降低。 此

外，从指数运行看，创业板指数

当前已经呈现出了一个典型的

头肩顶雏形，后续走势难以令人

乐观。

其次， 题材迁徙的压力开始

凸显。 6月以来，以IT国产化替代

为代表的主题投资是资金重要的

做多主线，随后带动计算机板块，

甚至整个新兴产业板块强势反

弹。而次新股、影子股以及新股相

关题材概念的炒作也在一定程度

上助推了“成长潮”的二度来袭，

此时热点题材主要集中在创业板

中。不过好景不长，热点概念开始

从创业板迁徙至主板，国资改革、

滨海新区、 新疆区域振兴为代表

的主题投资接棒， 为主板股票股

注入活力。热点迁徙后，资金调仓

换股从创业板流出， 无疑加大了

其后市调整的压力。

最后，小盘股业绩兑现压力

再度来袭。 此前创业板出现大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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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上市公司将陆续披

露半年报，创业板股票的业绩增

速出现明显放缓，考虑到创业板

的整体估值依然在50倍之上，在

整体业绩回落下，创业板估值压

力释放的需求提升。 虽然创业板

的业绩预告已经披露，不过创业

板可能仍然存在较多业绩 “地

雷” ，业绩变脸、估值和股价“双

高” 品种可能再度遭遇资金的批

量甩卖，部分小盘成长股可能会

遭遇“戴维斯双杀” 。

多空趋于平衡 看好主板机会

□西南证券 张刚 刘浩

本周有11家券商发表了对

后市的看法，4家看多，5家看平，

2家看空。 本周市场综合情绪指

数为51.82%， 较上周继续回落

4.54个百分点至50多空平衡线

附近，表明短期看空的情绪有所

加重，多空双方趋于平衡。 与上

周相比， 共有5家机构改变了对

大盘走势的看法， 其中1家机构

对中线趋势做了修正：华泰证券

和太平洋证券对本周趋势由看

多调降为看平，但后者对中线趋

势由空翻多；国都证券和申银万

国证券对本周趋势由看平进一

步转为看空，但对中线趋势保持

看平不变；民生证券对本周趋势

由看平调升为看空，对中线保持

看多不变。

看空本周的机构主要论据

是第二批新股集中发行， 大盘

或再度考验2000点支撑。 多数

机构维持大盘震荡盘整的判

断， 同时指出市场风格的转化

也将延续。 少数看多的机构则

认为随着经济数据的持续利好

和中报披露节奏的加快， 资金

将持续流向周期性蓝筹股，在

新股发行的影响下， 大盘或在

后半周恢复升势。

空头国都证券和申银万国

证券均认为本周市场将面临较

大调整压力。前者指出首批新股

上市的“涨停秀” 将刺激打新热

情，预计第二批11只新股冻结资

金将超过6000亿元，资金面面临

严重考验；此外，上周存量资金

持续大规模流出，市场缺乏增量

资金支持，从技术上看沪指即将

选择方向，或迎来调整。 申银万

国证券的逻辑也如此，同时该机

构明确指出本周大盘能够维持

盘整就相当不容易，更大可能会

再度考验2000点支撑力度，建议

投资者保持谨慎，防御为主。

持看平观点的华泰证券、民

生证券和光大证券均指出短期

蓝筹股存在机会。 华泰证券分析

称场内资金或在等待某个契机

（政策点或经济数据）， 市场向

下有支撑，2000点已被多次验

证， 建议投资者不宜过分悲观，

估值低的周期股值得重点关注。

光大证券分析道， 随着中报披

露、成长证伪及创业板新股发行

的挤出效应，资金正从创业板逐

步流向主板，该机构认为结构性

方向的转化比指数的波动力度

更为重要，主板中成长性较明显

的二线蓝筹及传统产业向新兴

接轨的机会正在显现。

此外，多头西南证券分析认

为主板吸引力将增强，市场资金

将持续流向周期性蓝筹股，尽管

前半周有IPO形成套现压力，但

股指会在后半周恢复升势，高估

值小市值品种则将延续调整。五

矿证券也认为热点有望向主板

转移，主板中的非权重股可能受

市场青睐，国企改革股纷纷上涨

就是一个重要信号，但断定二八

转换即将到来为时尚早。

在推荐行业板块方面，周期

股和蓝筹股最受机构青睐，近期

成为市场热点的国企改革概念

以及中报业绩预增股也得到不

少机构推荐。

牛牛牛熊熊熊数数数字字字化化化

改革题材刺激 新疆振兴指数上涨

2.33%

近期新疆板块出现了逆势

走强的K线形态， 尤其是青松建

化等半年报业绩不振的品种也

出现了逆势上涨，驱动着新疆振

兴指数上涨。

这一走势可能得益于媒体

关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将进行

深化改革的报道。 据称，兵团国

企改革投融资平台的中国新建

集团不久将进行正式注册，由此

意味着新疆兵团国企改革破冰。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目前国内

唯一的农垦系统，本次国企改革

既是兵团农垦系统去行政化的

过程， 同时也是国企改革的过

程，这种双重性质的改革注定将

给兵团国有企业带来翻天覆地

的变化。 受此影响，兵团旗下的

青松建化等个股涨幅居前。 这就

意味着新疆板块拥有了新的做

多动能，有望成为相关个股继续

活跃的题材催化剂。

更何况，新疆固定资产投资

力度一直处于涨升趋势中。2014

年，《自治区全面深化改革重大

举措分工方案》明确了未来以改

革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等八

项工作重点， 表明新疆未来铁

路、电力等基础设施将迎来飞速

增长，这必然会对相关上市公司

的业绩产生积极影响力。

近期新疆板块迎来了积极

的做多政策预期，不仅仅是生产

建设兵团的改革，而且还有新疆

固定资产建设的高潮。 因此，新

疆板块的股价走势值得期待。

行业整顿 影视动漫大跌

4.02%

日前广电总局出台规定称，

商业网站与牌照商合作开设的

“视频专区” 是坚决不允许的。

而乐视与CNTV的合作在CNTV

的平台嵌入了 “乐视网TV版”

的专区，当中有乐视网提供的独

家内容资源。 爱奇艺、优酷等视

频网站也有类似问题。 如此就使

得市场参与者对影视动漫产业

的发展前景产生了担忧，行业龙

头上市公司乐视网持续跳空下

跌，驱动着影视动漫指数大跌。

不过，乐视网相关人士表示，

若不进视频专区， 公司依然有其

他内容合作方式， 商业模式和盈

利模式不会改变。目前，公司正在

研究相应措施来满足广电总局的

监管要求。 优酷和爱奇艺方面也

表示，该政策对自己影响并不大，

目前不便回应。 如此的信息表明

对行业整顿给行业内优秀企业带

来的影响不宜过于担忧。

但是， 如此的信息也说明对

影视动漫产业类的上市公司的二

级市场估值不宜过于乐观。市场参

与者一度给予影视动漫产业类上

市公司较高估值， 达到50倍甚至

70倍、80倍市盈率，主要是寄希望

于影视动漫产业的无边界扩张所

带来的高成长预期。 但是，从广电

总局的相关规定来看，影视动漫产

业的扩张是有政策边界的，所以无

边界扩张的高成长预期缺乏土壤。

而且，影视动漫产业类的企业借壳

上市太多，意味着挟资本力量的竞

争也随之激烈起来，行业内的企业

成长环境随之剧变。 既如此，高估

值所依靠的环境已改变，股价重心

的回落也在所难免。 因此，对影视

动漫产业股的二级市场股价走势

还是应该持有谨慎态度。

获利抛售 通用航空下跌

3.79%

通用航空概念股中， 中信海

直、 四创电子等个股与航天军工股

的关联度极高， 此类个股前期受航

天军工股的大涨而大涨， 积累了较

多获利盘。 近期随着航天军工股的

回落， 通用航空股的获利盘蜂拥而

出，使得此类个股的股价大幅下跌，

通用航空指数上周随之下跌3.79%。

但是， 从产业政策背景看，

此次下跌给长线资金建仓提供

了难得的契机。 一是因为产业政

策渐趋乐观。 据报道，备受各方

关注的《低空空域管理使用规定

（试行）》征求意见稿已成型，正

在内部征求军民航等方面意见。

一旦低空空域管理使用规定进

入实施，全国低空范围内的通信

导航体系以及低空飞行服务站

将大规模建设，并获得国家层面

的投资。 而且，据中航通飞官网

消息显示， 我国首条低空航线

“珠海-阳江-罗定” 航线已于6

月26日正式通航，标志着我国低

空空域改革进入实际阶段，有利

于提振市场参与者对通用航空

概念股产业前景的预期。

二是因为通用航空产业的发

展空间的确值得期待。按照国家民

航总局在2007年中国民航发展论

坛上所描述的我国中远期通航发

展规划，2020年预计实现年作业

量70万小时，飞行总量超过140万

小时。预计通用航空机队规模总数

达到1万架； 预计通用航空飞行员

人数达到1.2万人， 包括私用飞行

驾照人员总数超过2万人。而且，从

长期来看，私人公务飞行成为通航

产业主力也是大势所趋。根据胡润

百富发布的《中国高净值人群另

类投资白皮书2013》 显示，2013

年中国约有亿万资产6万人， 其中

约15%的人群有购买公务机的意

向。在这6万亿元资产人群中，80%

是企业主，他们是公务机消费的主

体。另外，随着公务机市场的成熟，

公务机的使用将逐渐由拥有向租

赁转移，私人公务飞行的客户也将

扩大。 所以，通用航空产业股的成

长空间较为广阔，每一次调整都是

低吸良机。 （金百临咨询 秦洪，执

业证书编号

A1210612020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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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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