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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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759.SH

正和股份

10.00 -1.86 10.08 1,200.00 12,000.00

002318.SZ

久立特材

16.85 -9.89 19.03 400.00 6,740.00

600882.SH

华联矿业

8.31 -2.46 8.85 800.00 6,648.00

600192.SH

长城电工

8.33 0.73 8.56 700.00 5,831.00

600157.SH

永泰能源

4.04 1.00 4.17 1,250.00 5,050.00

300189.SZ

神农大丰

5.92 -2.15 6.07 800.00 4,736.00

002274.SZ

华昌化工

7.89 -1.87 8.13 500.00 3,945.00

600759.SH

正和股份

10.00 -1.86 10.08 300.00 3,000.00

002603.SZ

以岭药业

26.94 -9.99 30.16 100.00 2,694.00

002461.SZ

珠江啤酒

13.21 0.76 13.21 200.00 2,642.00

000425.SZ

徐工机械

7.76 -3.00 7.98 300.00 2,328.00

603766.SH

隆鑫通用

11.44 -0.78 11.79 200.00 2,288.00

002316.SZ

键桥通讯

8.40 -2.89 8.75 200.00 1,680.00

300147.SZ

香雪制药

17.82 -10.00 19.67 70.00 1,247.40

002582.SZ

好想你

17.29 -5.83 18.95 50.00 864.50

000705.SZ

浙江震元

18.00 3.75 17.41 34.16 614.88

002590.SZ

万安科技

11.92 7.87 12.16 50.00 596.00

002373.SZ

千方科技

18.20 -9.99 20.40 25.00 455.00

300194.SZ

福安药业

17.97 -10.02 20.23 25.00 449.25

300194.SZ

福安药业

17.97 -10.02 20.23 25.00 449.25

002603.SZ

以岭药业

26.94 -9.99 30.16 12.63 340.19

002343.SZ

禾欣股份

8.21 -9.98 9.12 38.12 312.97

300214.SZ

日科化学

4.52 -9.96 5.11 66.00 298.32

002603.SZ

以岭药业

26.94 -9.99 30.16 8.00 215.52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涨跌幅

(%)

净流入资金

(万元)

金额流入

率(%)

资金流向

占比(%)

市盈率

（TTM）

002190.SZ

成飞集成

5.80 18,407.83 7.26 0.86 793.52

000562.SZ

宏源证券

7.13 10,883.16 2.74 0.27 40.82

600489.SH

中金黄金

8.98 8,932.02 7.46 0.35 145.96

600601.SH

方正科技

9.97 8,780.34 41.91 1.04 129.30

601318.SH

中国平安

1.59 8,691.81 4.36 0.04 11.19

600705.SH

中航资本

5.33 8,651.93 12.02 0.65 35.42

002276.SZ

万马股份

9.99 7,019.18 15.18 1.02 37.03

603009.SH

北特科技

9.98 6,242.82 13.90 10.03 55.95

300208.SZ

恒顺电气

9.96 6,043.94 19.26 3.46 66.88

000800.SZ

一汽轿车

3.44 5,999.39 12.02 0.38 19.79

国海证券：2200点以上见好就收

□国海证券 李亚明 �

当前大盘蓝筹反弹主要是基于沪港通引发的

A/H股折价估值修复，除了沪港通外，在传统的中

期分析框架估值、盈利、流动性下，仍然难以看到显

著改善的可能。市场利用了这样一个确定性利好，同

时利用了当前政策效果与力度预期不可证伪的时间

差企图扩大战果。 但我们认为有3个方面可能会不

及预期，即：宽信用和宽货币将低于预期，利率难降；

房地产放松限购效果将低于预期； 出口反弹的持续

性不及预期，建议2200点以上见好就收。

第一，信用风险溢价从而利率回落的三种方式：

市场出清法、漫灌法和定向滴灌法。定向滴灌法即当

前采用的“定向微刺激” ，定向微刺激力度是介于方

法一和方法二之间的折中选择， 主方向是结构调整

化解过剩产能，但会缓解调整阵痛。 在这种方法下，

三季度利率难降。

中国当前处于庞氏融资后期， 固有的资源配置

模式没有真正打破前， 刚性兑付的打破如果只是限

于民企层面， 定向宽松改变不了资金配置的固有思

路， 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整体仍然处于加杠杆的状

态下，资金价格趋势性上升才是主流，这是我们为何

不敢轻易高看当前行情的重要原因。

同时，基础货币供应紧张，外占增长难以明显回

升（人民币存在继续贬值的压力），再贷款或PSL快

速扩围的时机并不成熟，问题在于，银行间的批发利

率仍然难以有效传导到实体经济。 银行外的问题没

有解决好， 银行内的低利率资金供给仍然难以降低

实体经济的利率。 不同于美国QE，当前的中国处于

庞氏泡沫的后期，融资需求强劲。

第二， 房地产销售和融资企稳可能要等到四季

度。 三季度第二个核心预期博弈在于房地产销量和

价格是否可以企稳。截至7月20日的销售数据表明，6

月以来的周度销量已经降低到2011年的低水平，一

二三线城市价格环比下降才开始， 对比2011年到

2012年的调整时长，价格环比短期很难正增长。目前

房地产确定性放松政策主要是放松限购； 首套房利

率打折可能只限于个别地方，并且会附加额外要求，

房贷利率打折并非商业银行主动行为， 短期内很难

全面铺开。 我们并不认为三季度信用宽松会超预期，

利率难以下降，房地产政策主要是放松限购，行业自

身调整节奏仍将是主导力量，销量和价格难言企稳。

第三， 美国经济非典型的增长模式已经过了其

所能达到的顶峰， 这点从美股盈利增速看是很明显

的。我们认为，中国的出口如同PMI一样都是低位反

弹，并不具有可持续性，出口增速和PMI可能在7、8

月份就要见顶。人民币可能还是需要贬值以稳出口。

8月看好的行业是航天军工，安防，铁路设备，新

能源汽车及配件，食品饮料，医药，轻工等。此时再买金

融地产可能又买到一个阶段性的顶部。对于创业板，如

果美股平稳上涨、美元回落、国内经济平稳、地产企稳，

那么创业板指数到1200附近调整就可能结束。

大宗交易表格资金流向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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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0点之上A股如何走（四）

沪深300指数稳步攀升

□本报记者 徐伟平

短暂休整了两个交易日后， 沪深

300

指

数昨日重拾升势，继续稳步攀升。 权重股再

度发力， 成为了沪深

300

现指反弹的重要功

臣。 后市如果量价有效配合，该指数仍有望

延续升势。

沪深

300

指数昨日小幅低开后， 维持窄

幅震荡格局，午后成交量有所放大，指数震

荡攀升，尾盘报收于

2350.25

点，上涨

1.22%

。

值得注意的是， 昨日沪深

300

指数的成交额

为

931.36

亿元，降至千亿元之下，量价未能完

全配合。

个股方面，中国平安、交通银行和伊利股

份昨日对沪深

300

现指构成显著支撑，指数贡

献度分别为

1.40%

、

1.37%

和

1.26%

；与之相比，

比亚迪、 杰瑞股份和华东医药昨日则明显拖

累沪深

300

现指市场表现， 指数贡献度分别

为

-0.14%

、

-0.13%

和

-0.10%

。 股指期货方面，

四大主力合约悉数上涨，涨幅均高于现指。其

中

IF1409

合约涨幅最大，为

1.74%

。

分析人士指出，虽然昨日反弹的“带头

人”主要以有色金属、煤炭等强周期板块为

主，不过权重股亦表现优异，申万银行和房

地产指数分别上涨

1.39%

和

1.37%

，短暂休整

后，权重股重拾升势，为沪深

300

指数反弹提

供了强劲动能。 不过昨日沪深

300

指数的成

交额有所下降，降至千亿元之下，后市如果

量价能有效配合，该指数则有望继续向上拓

展空间。

■ 两融看台

融券余额急升

震荡概率加大

□本报记者 龙跃

伴随市场反弹延续， 投资者对后市的多空

分歧也明显加大。 7月29日和30日，两市融券余

额持续处于48亿元以上的高位，提示短期市场

震荡可能性增大。

7月30日 ， 沪深股市融资融券余额报

4405.97亿元， 较前一交易日的4351.11亿元小

幅提升，创出历史新高。 具体来看，当日融资余

额报收4357.82亿元，创历史新高；融券余额报

收48.15亿元，接近历史高位。

值得注意的是， 融券余额已经连续三个交

易日处于40亿元上方。从历史统计看，每当融券

余额上升到40亿元关口之上， 整体市场运行发

生震荡调整的概率就会明显增加。 从历史统计

看，融券余额仅有三个时间段高于目前水平，分

别发生在2013年7月10日、8月12日和9月12日，

而从当时的行情走势看， 市场都在之后出现了

比较明显的震荡，有的甚至转化为了调整行情。

此外，在具体个股方面，7月30日融资净买

入居于前四位的股票分别为保利地产、万科A、

悦达投资和浦发银行， 当日融资净买入额分别

为2.09亿元、1.49亿元、1.37亿元和1.35亿元。 与

之相比，中国平安、中国人寿、中国联通和中国

石油30日融券净卖出额居前，具体数据分别为

1924.39万元、605.96万元、524.62万元和505.32

万元。

创业板反弹渐显乏力

□本报记者 龙跃

尽管7月25日以来， 创业板指数出现了反

弹“五连阳” ，但从近三个交易日的走势看，指

数阳线实体逐步缩小，量能也出现了持续萎缩，

透露出反弹乏力的迹象。

创业板指数本周四以1342.73点小幅低开，

开盘后一度出现跳水走势， 盘中最低下探至

1334.26点；后市在主板大盘企稳反弹的带动下，

创业板指数也逐渐收复当日失地，盘中最高上探

至1346.22点， 尾市以1344.54点报收， 上涨1.80

点，涨幅为0.13%。 从成交量看，创业板指数昨日

成交96.88亿元，量能较前一交易日有所萎缩。

在个股方面， 在昨日正常交易的334只创

业板股票中，189只个股实现上涨。 其中，银邦

股份、 和顺电气、 恒顺电气和东方日升收报涨

停。 与之对比，有136只个股出现下跌，雪浪环

境、开能环保、网宿科技跌幅较大，分别下跌了

3.33%、3.19%和3.08%。

分析人士指出， 近期创业板在主板带动下

出现反弹， 但从本周量能逐渐萎缩以及涨幅逐

渐缩小的情况看，反弹出现一定乏力迹象，考虑

到主板大盘后市出现震荡的概率较大， 提示投

资者防范创业板重新出现调整的风险。

黄金股集体“脉冲”

□本报记者 徐伟平

短暂休整后，沪深两市大盘昨日重拾升势，

场内的题材热点也再度活跃起来。 其中黄金珠

宝概念午后突然脉冲，成为投资者关注的焦点。

黄金珠宝指数昨日小幅低开后， 维持窄幅

震荡格局，下午2点左右突然大幅脉冲，最高上

探至1039.26点， 随后有所回落， 尾盘报收于

1031.42点，上涨2.30%。 昨日正常交易的22只

指数成分股中，有18只实现上涨，9只股票涨幅

超过3%。中金黄金、恒邦股份盘中一度涨停，不

过随后跟随指数回落， 昨日分别上涨8.98%和

7.20%。

分析人士指出， 黄金股昨日出现脉冲式上

涨主要是由于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山东黄金

午后停牌， 并发布了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

公告， 公司承诺争取停牌不超过30个自然日，

即承诺在8月29日前披露符合 《公开发行证券

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标准第26号-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要求的重大资产

重组预案，这无疑给了投资者无限遐想，激发了

资金追击其他黄金股的意愿。另一方面，近期沪

深两市大盘保持强势，题材热点较为活跃，市场

出现系统性风险的概率较低，在此背景下，资金

也敢于放开手脚， 追逐黄金股内潜在的题材概

念。 不过昨日黄金股的集体反弹更多源于投资

者亢奋情绪， 后市黄金股可能有震荡整理的需

要， 山东黄金重组预案的进展值得投资者重点

关注。

7月31日个股大宗交易情况

三角度化解2200点选股难题

□本报记者 龙跃

7月下旬以来，沪深股市明显回暖，如今沪

综指已经重新站上2200点关口。 但是，在主板

大盘高歌猛进的时候，投资者的困惑却一点不

少———面对强势格局逐渐夯实的市场，“选股

难” 问题日益凸显。分析人士指出，在金融等深

蓝品种单兵突进之后， 赚钱效应有望扩散，更

多的投资机会将逐渐出现，投资者与其面对已

经大幅上涨的板块持续纠结， 不如从资金动

向、业绩增长预期以及中长期确定性主题等三

大角度从容布局后市行情。

2200点之上凸显“选股难”

自7月22日启动以来， 沪深主板大盘呈现

单边向上的走势。 本周四， 沪综指再度上涨

0.93%，收报2201.56点，时隔7个多月后重新站

上2200点整数关口。 但是，在市场大幅反弹的

时候，投资者的困惑仍然挥之不去。 困惑的原

因主要在于，在对整体市场看好情绪提升的背

景下，很多投资者在个股层面感到无从下手。

一方面， 整体市场阶段强势格局已经确

立。首先，在5至7月一系列经济数据的支撑下，

国内经济阶段企稳并温和复苏的轨迹已经比

较清晰，此前持续制约市场的宏观压力得到阶

段性大幅减轻。 其次，在沪综指突破2200点之

后，大盘实际上已经摆脱上半年低波动率的困

境，场内资金风险偏好大幅提升，近期沪市单

日持续1000亿元以上的成交量也说明投资者

参与行情的意愿明显高涨，这使得强势格局延

续拥有了必备的“人气” 基础。最后，新股有序

供应，而市场资金利率保持相对低位，这使得

股市的阶段供需关系保持稳定偏积极的状态，

同样利于市场保持强势格局。

但另一方面， 在大盘持续大幅反弹的时

候，热点主线却相对单一。 统计显示，7月22日

以来，沪综指累计上涨了7.16%，但从行业板块

的整体表现看，只有有色金属、非银行金融、采

掘、银行和国防军工五个板块实现了相对大盘

的超额收益， 有近六成的行业整体涨幅小于

5%。 这种行情特征显著增加了投资者的选股

难度：其一，大部分行业板块按兵不动，本身就

增加了投资者在反弹行情中的获利难度；其

二，有色金属、煤炭等行业与经济运行高度相

关，在经济结构调整并未结束的背景下，追涨

相关股票风险较大；其三，银行等深蓝品种是

本轮反弹截至目前的主力， 但考虑到股本规

模，此类股票带来显著绝对收益的可能性并不

大， 特别是相关个股当前已经实现了明显反

弹，令投资者追涨情绪进一步向淡。

也就是说，在看好整体市场未来一段时间

表现的时候，众多投资者其实并未找到参与反

弹行情的切入点。

三角度布局强势行情

对于投资者的困惑， 有分析人士指出，只

要市场强势格局能够延续，就没有必要短期纠

结于热点抓不到的问题。 实际上，在任何一轮

中级反弹中，赚钱效应扩散都是一件大概率的

事情。 因此，与其看着大盘权重股起舞而不断

纠结，不如耐心布局后市分化行情。总体来看，

以下三个视角有望帮助投资者捕捉到后续市

场的超额收益：

首先， 关注反弹初期最受资金青睐的品

种，此类股票的热度有望贯穿上涨行情。 从资

金流向的角度看， 尽管7月22日以来资金流动

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流入了银行等权重板块，但

仍有交通运输、农林牧渔等行业实现了资金净

流入，值得后续进一步关注；与此同时，在融资

方面，有色金属、房地产、机械设备、非银金融、

化工行业7月22日以来的融资净买入额居前，

显示出融资客布局后市行情的思路。

其次，跟踪业绩增长预期确定的股票。从一

季报看，造纸、景点、化学原料、餐饮、种植等子

行业实现了100%以上的净利润同比增长，这为

相关行业板块今年业绩增长奠定了很好的基

础，使得相关个股业绩增长预期更加确定。

最后，布局中长期主题投资。 在当前的A

股市场中，部分主题机会具备中长期特征，这

赋予了相关个股长期活跃的潜质。 比如，从政

策投资的角度看，高铁、特高压、核电未来一

段时间行业投资规模增长确定性很高， 相关

行业内的公司具备确定性的景气度。 又比如，

在改革方面， 国企改革仅仅开始进入到央企

试点阶段，后续地方国资整合的大戏随时可能

上演。（本系列完）

长江证券：“风格转换”持续时间不会太长

□长江证券 程锋

我们预见到了7月白马股和小盘股的

杀跌风险， 但对主板的向上突破则预期不

足， 核心在于我们中期以来的思路重配置

（做资产比较）而轻择时（做信息处理）。对

于7月行情，我们认为沪港通是名目，核心

是刺激政策超预期。 后续预测的关键是：主

板行情能否走向深入？小盘抽血补充大盘会

否发生？

行情的持续性从根本上取决于经济和

盈利走势， 而本次小周期波动系于地产一

身。 我们不做主观预测，而是分析了地产今

年见底所需的条件和对应的后果。 结果表

明，由于地产核心需求的走弱和短期库存压

力的剧增， 如果政策要让其在年内见底反

弹，将需要极强的信贷刺激，随后将面临需

求再次回落和利率迅速回升的挑战。 反之，

第二种情境下，如果市场预期的强刺激并未

出现，则企稳会延后，企业盈利难在年内见

底，很难期待市场会如此理性的让股价提前

半年于基本面见底。 总之，若展望季度级别

的行情，牛市还没那么快展露尖尖角。

短期市场走势更多受流动性、 政策、

博弈等因素影响。展望8月，我们认为有两

个焦点问题值得关注，一是风格转换的持

续性，二是白马股的当前应对。 首先，大盘

涨小盘跌这种组合极难持续，盈利驱动的

大盘上涨同样会惠及小盘，否则行情只是

资金运动主导。 此外，被称为“白马” 的

“中盘成长股” 只有在过于不切实际的增

长预期被清洗掉甚至转向过度悲观，而公

司增长的持续性没有发生破坏时，新的机

会才会出现。 尽管我们认为下半年这个群

体依旧难言整体性机会， 但7月杀跌后局

部机会将逐步出现，个别品种到了人弃我

取的时刻。

因此，我们建议周期逢高减持，成长人

弃我取，蓝筹贯穿全年。 我们认为“风格转

换” 持续时间不会太长，观测点是8月初市

场对7月数据的反应，8月地产销量的高频

数据，利率抬升的速度及“漫灌” 预期的刹

车。蓝筹方面，对于家电汽车等地产链、高铁

新能源、 银行非银等行业中的低估值/高股

息寡头公司建议回调介入，预计全年性价比

均最优，但无需期待大牛市启动。

资金撤离风格转 大盘蓝筹“七翻身”

40.51亿资金昨日离场

□本报记者 王威

随着昨日收盘，A股市场打出一场“翻身”

仗， 不过依然伴随着40.51亿元的资金净流出。

回顾整个7月，市场经历了由小盘成长股至大盘

蓝筹股的明显风格切换，大盘蓝筹股实现“七翻

身” 。 虽然在大盘蓝筹的带领下，沪深主板市场

实现强势上攻，但7月A股整体依旧遭遇了资金

的不断撤离。

40.51亿元资金昨日净流出

在大盘连续原地踏步两日之后， 市场对后

市走向存在疑问，部分资金开始观望的时候，昨

日午后在蓝筹股的集体发力拉升下， 沪综指延

续上攻步伐，一举突破2200点压力位，但成交量

却继续延续回落态势。

截至昨日收盘，上证综指上涨20.32点，涨幅

为0.93%， 报收2201.56点， 再次突破年内新高

值；深成指全日也上涨103.68点，涨幅为1.32%，

报收7956.91点。与此同时，创业板昨日也继续报

收红盘， 全日微涨1.80点， 涨幅为0.13%， 报收

1344.54点。继周一成交量急剧放大之后，两市成

交额持续回落。 昨日沪市单日成交额进一步回

落至1324.38亿元，深市也回落至1424.08亿元。

从资金流向来看， 受到近来两市涨势明显

放缓的影响， 沪深两市近来重回资金净流出状

态。 据Wind资讯数据，昨日全部A股合计净流

出资金为40.51亿元。

从行业板块表现上看， 昨日申万一级行业

指数再度呈现普涨格局， 且涨势居前的位置重

回蓝筹板块。 仅申万计算机行业指数昨日报收

绿盘，跌幅为0.11%；其余行业指数均实现不同

程度的上涨，其中有色金属、食品饮料、采掘和

非银金融涨幅居前， 具体涨幅分别为2.42%、

2.03%、1.54%和1.48%。

从行业资金流向上看，据Wind数据，昨日

资金净流入板块较周三明显增多， 申万有色金

属、非银金融、商品贸易、食品饮料、农林牧渔和

国防军工昨日均获得了不同程度的资金净流

入。 其中有色金属、非银金融、商业贸易和食品

饮料资金净流入额都在亿元以上， 具体流入金

额分别为3.32亿元、2.28亿元、1.92亿元和1.66

亿元。

风格切换 大盘蓝筹“七翻身”

昨日是7月的最后一天，A股市场也用超乎

意料的市场表现打出一场“翻身” 仗，从而为7

月画上了较为圆满的句号。

具体来看，7月份A股的市场特征较今年上

半年出现了明显的变化， 先后出现了白马股和

小盘股的大幅杀跌， 而后迅速转换为主板的节

节走高， 盘面上出现了由小盘成长股至大盘蓝

筹股的明显风格切换。 特别是7月下旬以来，沪

深大盘一改此前持续低迷的走势特征， 在整体

估值处于历史地位以及宏观经济企稳复苏的潜

在支撑下，出现了持续的快速上攻。

首先，从指数表现上看，截至昨日收盘，7月

整月， 上证综指涨幅为7.48%， 深成指涨幅为

8.06%，而创业板则以4.28%的跌幅报收。 行业

表现上看，7月申万一级行业呈现普涨格局，其

中涨幅居前的有色金属、非银金融、房地产、汽

车和钢铁等板块均为大盘蓝筹股； 除了传媒板

块收跌外，涨幅居后的计算机、电子等也均属于

成长股较为集中的板块。

其次，从资金流向上看，虽然A股市场曾于

7月22日、25日和28日分别出现了难得的资金净

流入格局，但7月全部A股依旧维持了上半年的

资金净流出格局，净流出金额为960.18亿元。 从

行业上看，7月仅申万非银金融和银行获得资金

净流入，且净流入金额均在23亿元以上，资金净

流出的重灾区则集中在此前受资金热捧的成长

板块。其中，计算机、电子、传媒和医药生物资金

额居前。

最后， 从热点题材表现上看，7月各类题材

依旧表现活跃，与主板关联度较高、涉及更多蓝

筹股、覆盖面广的国企改革、沪港通等题材7月

表现活跃，也成为了主板行情的重要诱因之一。

此外，从每日涨停家数来看，多数交易日保持在

30只左右，也基本具备强势市场的特征。

分析人士指出，在政策“呵护” 下，经济继

续企稳回暖的概率较大； 地方限购政策相继放

松， 市场担忧的房地产市场风险爆发可能性明

显下降， 再加上当前沪港通与国资改革这两大

利好催化因素长期仍将保持效果， 因此大盘短

期有望延续强势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