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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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8-12 2.59 -6.16 2.73 31,316.79 81,110.49

002574.SZ

明牌珠宝

2014-8-13 23.50 -6.04 25.16 694.47 16,320.08

601727.SH

上海电气

2014-8-12 3.84 -4.95 4.01 4,161.45 15,979.96

601727.SH

上海电气

2014-8-14 3.81 -4.99 3.97 4,000.00 15,240.00

000878.SZ

云南铜业

2014-8-12 10.05 -5.01 10.56 1,500.00 15,075.00

002223.SZ

鱼跃医疗

2014-8-12 26.10 -10.00 28.75 500.00 13,050.00

002223.SZ

鱼跃医疗

2014-8-12 26.10 -10.00 28.75 500.00 13,050.00

600481.SH

双良节能

2014-8-11 9.53 -5.55 10.36 1,360.00 12,960.80

002342.SZ

巨力索具

2014-8-14 5.31 -9.85 5.96 2,390.00 12,690.90

600967.SH

北方创业

2014-8-15 14.10 -9.73 16.23 900.00 12,690.00

000902.SZ

新洋丰

2014-8-11 9.94 0.10 10.07 1,177.00 11,699.38

600481.SH

双良节能

2014-8-14 9.60 -5.88 10.23 1,200.00 11,520.00

000988.SZ

华工科技

2014-8-12 8.95 -4.99 9.68 1,200.00 10,739.99

002524.SZ

光正集团

2014-8-13 5.72 -10.06 7.00 1,824.00 10,433.28

000878.SZ

云南铜业

2014-8-14 9.97 -5.05 9.97 1,000.00 9,970.00

002174.SZ

游族网络

2014-8-14 44.79 -9.99 53.54 218.39 9,781.69

000732.SZ

泰禾集团

2014-8-12 9.00 -8.81 9.84 1,070.00 9,630.00

600759.SH

正和股份

2014-8-13 10.71 -5.72 11.16 890.00 9,531.90

002574.SZ

明牌珠宝

2014-8-13 23.50 -6.04 25.16 375.53 8,824.92

300125.SZ

易世达

2014-8-15 17.24 -9.97 19.05 500.00 8,620.00

002471.SZ

中超电缆

2014-8-15 8.34 -8.85 9.22 966.23 8,058.34

600100.SH

同方股份

2014-8-15 9.13 -3.49 9.54 850.00 7,760.50

002274.SZ

华昌化工

2014-8-14 7.63 -2.18 7.97 1,000.00 7,630.00

002575.SZ

群兴玩具

2014-8-12 12.28 -9.97 13.88 600.00 7,368.00

000988.SZ

华工科技

2014-8-14 9.08 -5.02 9.69 800.00 7,264.00

300347.SZ

泰格医药

2014-8-13 28.23 -8.37 30.03 250.00 7,057.50

600967.SH

北方创业

2014-8-15 14.10 -9.73 16.23 500.00 7,050.00

002223.SZ

鱼跃医疗

2014-8-12 26.10 -10.00 28.75 268.00 6,994.80

002340.SZ

格林美

2014-8-13 11.54 -9.98 13.26 600.00 6,924.00

002274.SZ

华昌化工

2014-8-14 7.63 -2.18 7.97 900.00 6,867.00

600307.SH

酒钢宏兴

2014-8-15 2.70 -1.10 2.73 2,526.42 6,821.33

000068.SZ

华控赛格

2014-8-12 6.80 -6.98 7.60 1,000.00 6,800.00

601010.SH

文峰股份

2014-8-15 6.90 -4.83 7.32 945.00 6,520.50

601888.SH

中国国旅

2014-8-11 33.00 -5.36 35.22 185.00 6,105.00

300080.SZ

新大新材

2014-8-13 8.40 -9.39 9.30 700.00 5,880.00

002340.SZ

格林美

2014-8-12 11.66 -10.03 12.82 500.00 5,830.00

600712.SH

南宁百货

2014-8-15 4.30 -4.23 4.47 1,350.00 5,805.00

600373.SH

中文传媒

2014-8-13 14.40 1.34 14.69 387.56 5,580.89

600614.SH

鼎立股份

2014-8-13 9.96 -10.03 11.22 560.00 5,577.60

600516.SH

方大炭素

2014-8-11 10.70 2.10 11.24 500.00 5,350.00

002263.SZ

大东南

2014-8-12 5.88 -2.33 6.06 900.00 5,292.00

300125.SZ

易世达

2014-8-13 17.26 -10.01 19.45 300.00 5,178.00

002342.SZ

巨力索具

2014-8-12 5.28 -9.59 6.05 980.00 5,174.40

002572.SZ

索菲亚

2014-8-13 17.05 -8.23 18.44 300.00 5,115.00

000750.SZ

国海证券

2014-8-12 9.94 0.00 9.91 505.00 5,019.70

002461.SZ

珠江啤酒

2014-8-13 15.20 0.00 15.30 328.78 4,997.50

000750.SZ

国海证券

2014-8-14 9.98 -0.30 9.86 500.00 4,990.00

002263.SZ

大东南

2014-8-13 5.83 -3.80 5.97 850.00 4,955.50

000661.SZ

长春高新

2014-8-15 85.22 -4.99 89.75 58.00 4,942.76

600888.SH

新疆众和

2014-8-12 5.73 -4.98 6.05 845.06 4,842.19

600499.SH

科达洁能

2014-8-11 19.25 1.91 19.74 250.00 4,812.50

002606.SZ

大连电瓷

2014-8-15 12.58 -10.01 14.00 375.00 4,717.50

600885.SH

宏发股份

2014-8-12 23.45 -1.26 24.18 200.00 4,690.00

000750.SZ

国海证券

2014-8-15 9.95 0.91 9.97 460.00 4,577.00

002274.SZ

华昌化工

2014-8-15 7.17 -10.04 7.98 630.00 4,517.10

002170.SZ

芭田股份

2014-8-12 5.34 -9.95 6.00 840.00 4,485.60

000750.SZ

国海证券

2014-8-11 8.87 -9.95 9.94 485.70 4,308.19

300347.SZ

泰格医药

2014-8-13 28.23 -8.37 30.03 150.00 4,234.50

002471.SZ

中超电缆

2014-8-11 8.06 -9.94 8.80 520.00 4,191.20

300115.SZ

长盈精密

2014-8-12 20.90 -4.57 21.68 200.00 4,180.00

600373.SH

中文传媒

2014-8-12 13.93 -1.49 14.21 300.00 4,179.00

600373.SH

中文传媒

2014-8-11 13.86 0.22 14.14 300.00 4,158.00

600759.SH

正和股份

2014-8-13 10.76 -5.28 11.16 381.74 4,107.52

002342.SZ

巨力索具

2014-8-12 5.28 -9.59 6.05 750.00 3,960.00

002223.SZ

鱼跃医疗

2014-8-12 26.10 -10.00 28.75 149.40 3,899.34

002538.SZ

司尔特

2014-8-15 9.53 -9.92 10.75 400.00 3,812.00

代码 名称 异动类型

异动

起始日

区间股票成

交额(万元)

区间

跌幅

区间

换手率

600157.SH

永泰能源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4-8-12 647638.6642 21.06 45.04

600158.SH

中体产业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4-8-11 416575.6812 28.40 51.41

600711.SH

盛屯矿业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4-8-11 408299.3441 25.75 85.52

000050.SZ

深天马

A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4-8-11 381940.0335 24.09 29.23

600157.SH

永泰能源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4-8-13 348524.2158 10.11 23.04

600490.SH

鹏欣资源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4-8-12 303248.5452 21.42 30.42

600157.SH

永泰能源 换手率达

20% 2014-8-12 299114.4484 9.95 22.01

600119.SH

长江投资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4-8-8 199896.4235 33.13 46.45

600480.SH

凌云股份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4-8-12 194514.7898 21.72 45.02

600711.SH

盛屯矿业 换手率达

20% 2014-8-13 153434.2938 9.55 30.36

000670.SZ

舜元实业 换手率达

20% 2014-8-15 153169.8794 2.27 27.53

300093.SZ

金刚玻璃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4-8-11 148964.2368 29.60 55.01

600711.SH

盛屯矿业 换手率达

20% 2014-8-12 148920.0551 4.32 31.35

000728.SZ

国元证券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4-8-15 146882.4297 10.01 5.59

000050.SZ

深天马

A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4-8-13 142290.5756 9.99 10.43

000670.SZ

舜元实业 换手率达

20% 2014-8-14 135226.8000 3.05 25.55

600490.SH

鹏欣资源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4-8-14 129970.4751 10.04 12.24

002655.SZ

共达电声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4-8-12 129100.1561 21.52 64.28

600711.SH

盛屯矿业 换手率达

20% 2014-8-15 128425.5544 2.73 23.88

002148.SZ

北纬通信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4-8-15 125828.5293 9.99 31.89

002148.SZ

北纬通信 换手率达

20% 2014-8-15 125828.5293 9.99 31.89

000670.SZ

舜元实业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4-8-13 114486.2397 9.98 23.10

000670.SZ

舜元实业 换手率达

20% 2014-8-13 114486.2397 9.98 23.10

002640.SZ

百圆裤业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4-8-11 113296.9808 27.63 104.45

600835.SH

上海机电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4-8-14 108157.8757 10.03 7.23

600711.SH

盛屯矿业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4-8-11 105944.9952 10.04 23.81

600711.SH

盛屯矿业 换手率达

20% 2014-8-11 105944.9952 10.04 23.81

002505.SZ

大康牧业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4-8-12 103858.1801 23.70 27.11

002057.SZ

中钢天源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4-8-8 100321.9378 25.10 47.38

002067.SZ

景兴纸业 换手率达

20% 2014-8-12 100037.5258 5.59 27.82

002095.SZ

生意宝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4-8-8 98474.5156 28.91 18.66

300384.SZ

三联虹普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4-8-12 95165.4857 -21.69 108.08

002535.SZ

林州重机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4-8-13 94336.7208 20.98 34.91

002535.SZ

林州重机 换手率达

20% 2014-8-15 92654.5019 3.32 31.23

000050.SZ

深天马

A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4-8-11 91178.8956 10.02 7.42

600119.SH

长江投资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4-8-15 89340.1402 10.03 17.67

002655.SZ

共达电声 换手率达

20% 2014-8-15 85438.4643 4.47 36.99

300093.SZ

金刚玻璃 换手率达

20% 2014-8-14 83985.3258 4.80 26.21

300093.SZ

金刚玻璃 换手率达

20% 2014-8-15 80825.4824 -1.04 25.53

600006.SH

东风汽车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4-8-13 80674.4384 20.81 11.11

603111.SH

康尼机电 换手率达

20% 2014-8-13 80090.3673 1.46 62.54

000100.SZ TCL

集团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4-8-15 79825.7765 9.88 3.75

000509.SZ

华塑控股 换手率达

20% 2014-8-13 79005.4100 10.00 26.75

000509.SZ

华塑控股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4-8-13 79005.4100 10.00 26.75

002369.SZ

卓翼科技 换手率达

20% 2014-8-14 77715.6170 4.38 21.18

600399.SH

抚顺特钢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4-8-14 77007.5932 -9.97 9.68

603126.SH

中材节能 换手率达

20% 2014-8-14 75960.6518 8.18 75.92

000799.SZ

酒鬼酒 换手率达

20% 2014-8-14 75938.7337 4.32 23.38

002728.SZ

台城制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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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8-12 75455.5623 0.84 73.78

002728.SZ

台城制药 换手率达

20% 2014-8-12 75455.5623 0.84 73.78

300093.SZ

金刚玻璃 换手率达

20% 2014-8-12 67755.5060 7.11 24.90

600382.SH

广东明珠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4-8-15 66062.6005 -9.22 16.21

603100.SH

川仪股份 换手率达

20% 2014-8-14 64552.8894 -3.06 47.79

000799.SZ

酒鬼酒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4-8-13 64187.1555 9.97 20.99

000799.SZ

酒鬼酒 换手率达

20% 2014-8-13 64187.1555 9.97 20.99

600119.SH

长江投资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4-8-11 63351.1622 10.04 15.22

600476.SH

湘邮科技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4-8-11 61656.1024 26.13 27.32

603111.SH

康尼机电 换手率达

20% 2014-8-12 57796.3309 1.20 43.23

000509.SZ

华塑控股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4-8-15 57795.2908 9.95 18.52

300093.SZ

金刚玻璃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4-8-13 57656.5892 10.01 20.60

002535.SZ

林州重机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4-8-13 54110.2297 10.00 20.84

002535.SZ

林州重机 换手率达

20% 2014-8-13 54110.2297 10.00 20.84

603609.SH

禾丰牧业 换手率达

20% 2014-8-15 53856.5556 -4.35 55.37

300388.SZ

国祯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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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8-12 52816.8797 -0.94 75.54

300389.SZ

艾比森 换手率达

20% 2014-8-14 52533.7085 10.00 55.66

300389.SZ

艾比森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4-8-14 52533.7085 10.00 55.66

代码 简称 解禁日期

解禁数量

(万股)

总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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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609.SZ

捷顺科技

2014-8-18 21,276.61 29,448.13 28,766.63 97.69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150.SZ

通润装备

2014-8-18 468.00 25,020.00 24,786.00 99.06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1886.SH

江河创建

2014-8-18 59,933.16 115,405.00 112,000.00 97.05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1789.SH

宁波建工

2014-8-18 30,066.00 48,804.00 43,807.98 89.76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1766.SH

中国南车

2014-8-18 30,000.00 1,380,300.00 1,041,689.63 75.47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0726.SZ

鲁泰

A 2014-8-18 416.10 95,580.05 56,114.89 58.71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000639.SZ

西王食品

2014-8-18 7,902.54 18,832.28 18,832.28 100.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0010.SZ

深华新

2014-8-18 8,698.21 58,806.98 35,815.74 60.90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000587.SZ

金叶珠宝

2014-8-18 16,686.19 55,713.47 53,178.07 95.45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300252.SZ

金信诺

2014-8-19 2,252.64 16,344.42 8,127.59 49.73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0079.SH

人福医药

2014-8-19 957.61 52,877.72 47,748.35 90.30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300257.SZ

开山股份

2014-8-19 26,940.00 42,900.00 42,812.63 99.8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256.SZ

星星科技

2014-8-19 6,665.25 22,582.57 14,817.49 65.61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254.SZ

仟源制药

2014-8-19 10,000.00 13,380.00 13,380.00 10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255.SZ

常山药业

2014-8-19 1,764.29 18,841.87 12,242.32 64.97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253.SZ

卫宁软件

2014-8-19 2,297.91 21,606.49 13,971.27 64.66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0688.SH

上海石化

2014-8-20 76,500.00 1,080,000.00 238,500.00 22.08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600871.SH *ST

仪化

2014-8-20 60,000.00 600,000.00 105,000.00 17.50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002137.SZ

实益达

2014-8-20 3,700.00 46,120.06 45,384.68 98.41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292.SZ

吴通通讯

2014-8-20 1,764.71 17,544.26 7,772.21 44.3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571.SZ

德力股份

2014-8-21 5,155.07 39,195.07 20,805.07 53.08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178.SZ

延华智能

2014-8-21 7,933.33 37,213.42 31,137.69 83.67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043.SZ

兔宝宝

2014-8-22 2,520.00 48,424.98 46,568.11 96.17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425.SZ

凯撒股份

2014-8-22 10,061.00 38,999.00 37,881.00 97.13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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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

2130-2200

新能源、新兴产业 平 多

2180-2250

新能源、央企改革

华泰证券 多 多

2170-2250

周期股 本周未发表观点

东吴证券 本周未发表观点 平 多

2150-2250

煤炭、有色

信达证券 多 平

2150-2220

地产股、银行股 多 多

2200-2260

地产、银行

国都证券 平 平

2130-2220

沪港通、国企改革 平 平

2160-2250

金融、资源股、国企改革

五矿证券 多 多

2190-2260

蓝宝石、清洁能源、与改革相关概念 多 多

2220-2300

蓝宝石、特斯拉、特高压

西南证券 空 多

2130-2180

小市值品种 空 空

2150-2230

小市值品种

太平洋证券 平 多

2150-2200

消息面 本周未发表观点

光大证券 多 多

2150-2300

混合所有制 本周未发表观点

财通证券 平 多

2150-2250

国企改革、铁路、军工 平 多

2150-2250

蓝筹、沪港通概念

申银万国证券 多 平

2170-2250

有题材支持的权重股 平 平

2170-2250

市场热度、政策面

民生证券 平 多

2150-2250

新兴产业 平 多

2150-2250

新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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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0 2300 -0.30% 3.29%

强烈看多

★★★ 75%

52.78%

信达证券 多 多

2200 2260 -1.20% 1.49%

微弱看多

★★ 60%

新时代证券 平 多

2180 2250 -2.10% 1.05%

看平

○ 50%

东吴证券 平 多

2150 2250 -3.45% 1.05%

看平

○ 50%

财通证券 平 多

2150 2250 -3.45% 1.05%

看平

○ 50%

民生证券 平 多

2150 2250 -3.45% 1.05%

看平

○ 50%

申银万国证券 平 平

2170 2250 -2.55% 1.05%

看平

○ 50%

国都证券 平 平

2160 2250 -3.00% 1.05%

看平

○ 50%

西南证券 空 空

2150 2230 -3.45% 0.15%

微弱看空

☆☆ 40%

券商名称 推荐券商 行业关注度

国企改革 新时代证券、国都证券

20%

金融行业 信达证券、国都证券

20%

资源股 东吴证券、国都证券

20%

蓝宝石、特斯拉、特高压 五矿证券

10%

地产行业 信达证券

10%

新能源 新时代证券

10%

蓝筹股、沪港通概念 财通证券

10%

小市值品种 西南证券

10%

今年以来月度净减持额（万元）

8月上半月各行业净减持额（万元）

8月部分个股净减持情况

一周牛熊数据

强势抗压沪综指上涨1.47%

7月经济数据并不是很乐观，比如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7月发电量为504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3%，而前值为增长5.7%。电力无库存，能更真切地反映宏观经济增速放缓的态势。更何况，7月金融数据也远远低于预期。7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为78.02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去年同期低0.6个和0.9个百分点。当月人民币贷款增加3852亿元，同比少增3145亿元。这些信息叠加让部分投资者开始感受到经济的寒意。

本轮A股市场的反弹逻辑主要有两个。一是较充沛的流动性。但是，贷款数据的跳水，会给市场参与者形成一个不佳预期，即货币流动性可能削弱。二是经济企稳回升。毕竟经济企稳就让银行、地产股的低估值基础得以改善，进而驱动着这些低估值品种大力反弹。经济企稳也给有色金属、煤炭股的反弹注入了强劲能量，这其实也是前期有色金属等品种大力反弹的核心驱动力。但是，随着相关不佳经济数据的出现，市场的确有理由担心经济回落，进而对有色金属、银行、地产、煤炭股的估值形成较大冲击。所以，在上周四，A股一度下跌。

不过，乐观的市场参与者则认为，越是经济放缓，越是意味着经济刺激力度政策会加大，后续的资金流动性预期也就越乐观。所以，不佳的经济数据反而增添了他们做多的底气。所以，在上周五，A股大力上涨，上证指数更是形成了阳包阴的K线组合，显示市场仍处于强势格局中。

政策预期转暖地产指数反弹2.3%

上周地产股出现了震荡中重心上移的态势，无论是一线地产股万科A、保利地产，还是二、三线地产股中弘股份、新湖中宝等品种，均有相对突出的表现，如此就驱动着房地产指数上涨2.3%。地产股的强势使得A股市场平稳渡过了期指结算日。

近期市场的确有实力资金开始关注地产股的投资机会。这主要是源于限购政策的放松预期。据媒体报道，不仅是温州、苏州等二、三线城市开始全面放松限购政策，部分一线城市也有调整地产限购政策的预期，如此就意味着潜在的房地产需求有望释放，进而提振已进入到“初冬期”的地产行业。与此同时，户籍制度改革也被分析人士视为积极乐观的政策，因为农业户籍的取消意味着更多的农村人口将进城，从而给城市地产提供新的需求。有观点认为，随着调控政策松绑以及户籍制度改革的渐次实施，地产行业有望迅速从“初冬”跨入“春天”。

不过，就地产行业的后续趋势来说，可能并不是特别乐观。毕竟目前城市化进程已进入到一个瓶颈期，即当前的城市环境能否为新进入城市居民提供更为乐观的就业机会尚需观察。因此，城市化进程的速率或将放缓，从而意味着对房地产行业的潜在需求不宜过于乐观。

新品受宠“全息手机”大涨6.95%

在近一年多的新兴产业行情中，只要是新产品、新应用，就会受到市场热钱的追捧，近期全息手机就成为资本市场热钱竞相追棒的对象。其中，深天马、金刚玻璃、水晶光电等个股更是持续冲击涨停，成为市场热门品种，全息手机概念股随之横空出世，大智慧的全息手机指数上周大涨6.95%。

所谓全息手机，是采用计算全息显示技术的一种创新型手持终端。它首先通过追踪人眼的视角位置，然后基于全息图像数据模型，根据人眼的视角位置计算出实际的全息图像，再通过特殊的指向性显示屏幕将左右眼的立体图像精准投射到人眼视网膜中，从而使人眼产生和实际环境完全感觉一样的视觉效果。就逻辑来看，该产品的确较为诱人，有望成为消费者追捧的新产品。

不过，市场也存在着一定的反对声音，认为目前全息手机的技术还未成熟，全息手机尚难以与苹果、三星等现有智能手机相抗衡。但不管怎样，一方面全息手机实质是基于裸眼3D显示技术的智能手机，随着4G时代的来临和网速的加快，基于裸眼3D应用的瓶颈已经不存在，消费电子或再迎一波产业热潮。全息手机也可以说是4G浪潮前的一个试探性产品，仍然具有较强的示范效应。另一方面，去年以来新产品、新应用的赚钱示范效应仍然刺激着敢于追涨杀跌的存量热钱，所以后续买盘仍有望不断涌入，驱动全息手机概念股成为近期A股市场的热点

品种。

沪港通驱动酿酒食品小涨1.09%

从半年报情况来看，以白酒为核心的酿酒食品股业绩趋势非常不好。一方面体现在主营业务收入与净利润增速回落的数据中，比如青青稞酒等公司的半年报业绩均说明市场需求不振。另一方面则是中高端酒持续低迷，茅台、五粮液、国窖1572等销售数据均不振，此前驱动白酒股持续涨升的消费升级逻辑已不复存在。

但奇怪的是，近期白酒股却不跌反涨，贵州茅台、泸州老窖等个股在今年以来一直运行在上升通道中，而且从最低点算起，已有30%以上的绝对涨幅。在上周，相关品种也是反复活跃，泸州老窖等个股均有不俗表现，从而驱动酿酒食品指数小涨1.09%。

其中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业绩低点预期。毕竟股价走势一直有领先于产业发展趋势的特征。所以，近年来去库存以及白酒行业结构调整，中低端酒发力以及产品价格下降，使得白酒行业低点出现的预期愈发强烈，使得白酒股近期持续有资金关注。二是价值重估。白酒股虽然业绩下滑，但现金流一直较为充沛，而海外市场投资者对现金流一直较为看重。近期关于沪港通政策的预期较为强烈，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国际资本将参与到A股市场中，因此白酒股现金流充沛的优势有望显现出来，进而驱动着其在近期反复强势。

但是，就中期趋势来说，如果白酒股行业低点的逻辑被证伪，那么其股价上升趋势仍难以乐观。毕竟行业以及相关上市公司股价表现，最终仍需要以成长性为逻辑起点。（金百临咨询秦洪，执业证书编号A1210612020001）

减持压力骤增

8月以来大小非净减持逾87亿元

□本报记者 张怡

在经历快速反弹之后，高位

震荡或将成为8月A股主旋律。

在此期间，二级市场重要股东仅

在8月上半月的净减持额就达到

了87.33亿元， 直逼6月和7月全

月规模。 可见随着行情高位震荡

延续、市场分歧加大，大小非减

持冲动也越来越强烈。 当前，尽

管唱多声音仍是主流，但大小非

减持加速仍提示市场短期休整

或难以避免。

月度净减持额连续攀升

随着行情逐步企稳乃至强

势反弹，大小非净减持额逐月攀

升。 据Wind数据统计，8月仅仅

过半， 净减持额就达到了87.33

亿元，而6月和7月全月的净减持

额分别为88.29亿元和98.90亿

元。 可见，8月上半月的净减持额

已经直逼6月全月总额，与7月全

月的净减持额也相差不多。

从月度趋势上来看， 自4月

以来，A股市场的月度净减持额

呈逐月攀升状态。 今年以来，仅

有4月份一个月出现净增持，额

度为97.18亿元， 其余月份均遭

遇不同程度的大小非净减持。 6

月以来行情的乐观态势，激发了

更多的大小非减持冲动， 而8月

以来行情的裹足不前，使得这种

减持冲动进一步加重。

从市场板块的分布上看，中

小板和创业板依然是大小非减

持的主要区域。 在8月获得重要

股东二级市场增减持的127家公

司中， 仅有17家公司获得净增

持，其中包括6家沪市主板公司、

7家深市主板公司和4家中小板

公司。 而有105家公司遭遇了净

减持， 其中沪市主板公司有16

家，深市主板公司有11家，而创

业板和中小板的公司分别有24

家和54家。这种情况与7月相似，

7月沪市和深市主板市场分别有

40家和22家公司遭遇净减持。值

得关注的是， 创业板有69家，中

小板公司数目达到120家。

从行业角度来看，28个申万

一级行业中，仅有商业贸易一个

行业获得了净增持 ， 额度为

7028.69万元，钢铁行业持平；其

余行业则均遭遇不同程度的净

减持。 其中，房地产、医药生物行

业的净减持额分别为14.07亿元

和11.14亿元，机械设备、轻工制

造、化工和电气设备行业的净减

持额也均超过了5亿元。

不过，个股对行业总值的影

响较大，房地产行业的正和股份

的净减持额最高，达到9.39亿元，

医药生物行业的鱼跃医疗也遭

遇了7.33亿元的净减持。 这两家

公司分别在8月实现了16.87%和

6.21%的涨幅。

分歧加大 热点轮动加快

经过了6月的企稳蓄势、7月

的快速上涨， 当前A股市场迎来8

月的高位震荡整固。随着震荡时间

的延长，叠加经济数据低于预期带

来的冲击，市场中的分歧也渐渐由

暗转明。 尽管唱多依然占据主导，

但净减持额的攀升、市场资金面的

变动，均值得投资者警惕，整固期

间资金的调仓换股，既可能带来风

险，也可能产生布局机遇。

当前， 市场中的分歧声音逐

步加大。乐观者认为，短期数据不

改大势，考虑到沪港通持续推进、

蓝筹估值仍低， 当前上证综指的

休整是为了更好的出发， 后期周

期股的轮动仍将继续推动大盘上

涨。谨慎者认为，经济数据不及预

期对短期信心造成打击， 后市需

要密切关注经济走向， 市场虽然

短期下行风险不大，但受经济面、

资金面制约， 后市上行空间也有

限。而悲观者则认为，经济数据的

再次反复， 将使得市场对A股后

市行情继续存疑， 同时投资者对

刺激政策的预期可能无法达到，

沪港通推动下的第一轮的抢筹行

为或已经结束。

尽管当前多方依然占据主

导，但分析人士指出，分歧的加

剧体现出当前市场中多空双方

的博弈升温，数据的低于预期也

使得市场观望情绪渐浓，短期内

若无增量资金入场，市场需要通

过震荡逐步消化内部分歧，才能

形成一致预期。

从积极方面来看，震荡市中

热点开始加速轮动，并逐步辐射

向更大范围。 近期，大小非减持

的公司仍多集中在中小板和创

业板，但净减持额度较大的却是

周期性行业公司。 同时，从资金

流向上看，有色金属、医药生物、

银行等成为上周资金净流出额

最多的板块，而电子、公用事业

和农林牧渔呈现出净流入状态，

可见当前市场中的热点在逐步

切换， 做多动能有望逐步扩散，

辐射出更多的市场热点。

强势抗压 沪综指上涨

1.47%

7月经济数据并不是很乐

观，比如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

显示， 中国7月发电量为5048亿

千瓦时，同比增长3.3%，而前值

为增长5.7%。 电力无库存，能更

真切地反映宏观经济增速放缓

的态势。 更何况，7月金融数据也

远远低于预期。 7月末人民币贷

款余额为78.02万亿元， 同比增

长13.4%， 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

去年同期低0.6个和0.9个百分

点。当月人民币贷款增加3852亿

元，同比少增3145亿元。 这些信

息叠加让部分投资者开始感受

到经济的寒意。

本轮A股市场的反弹逻辑主

要有两个。一是较充沛的流动性。

但是，贷款数据的跳水，会给市场

参与者形成一个不佳预期， 即货

币流动性可能削弱。 二是经济企

稳回升。毕竟经济企稳就让银行、

地产股的低估值基础得以改善，

进而驱动着这些低估值品种大力

反弹。经济企稳也给有色金属、煤

炭股的反弹注入了强劲能量，这

其实也是前期有色金属等品种大

力反弹的核心驱动力。但是，随着

相关不佳经济数据的出现， 市场

的确有理由担心经济回落， 进而

对有色金属、银行、地产、煤炭股

的估值形成较大冲击。所以，在上

周四，A股一度下跌。

不过， 乐观的市场参与者则

认为，越是经济放缓，越是意味着

经济刺激力度政策会加大， 后续

的资金流动性预期也就越乐观。

所以， 不佳的经济数据反而增添

了他们做多的底气。所以，在上周

五，A股大力上涨，上证指数更是

形成了阳包阴的K线组合， 显示

市场仍处于强势格局中。

8月上半月各行业净减持额（万元）

减持压力骤增

8月以来大小非净减持逾87亿元

□本报记者 张怡

在经历快速反弹之后，高位

震荡或将成为8月A股主旋律。

在此期间，二级市场重要股东仅

在8月上半月的净减持额就达到

了87.33亿元， 直逼6月和7月全

月规模。 可见随着行情高位震荡

延续、市场分歧加大，大小非减

持冲动也越来越强烈。 当前，尽

管唱多声音仍是主流，但大小非

减持加速仍提示市场短期休整

或难以避免。

月度净减持额连续攀升

随着行情逐步企稳乃至强

势反弹，大小非净减持额逐月攀

升。 据Wind数据统计，8月仅仅

过半， 净减持额就达到了87.33

亿元，而6月和7月全月的净减持

额分别为88.29亿元和98.90亿

元。 可见，8月上半月的净减持额

已经直逼6月全月总额，与7月全

月的净减持额也相差不多。

从月度趋势上来看， 自4月

以来，A股市场的月度净减持额

呈逐月攀升状态。 今年以来，仅

有4月份一个月出现净增持，额

度为97.18亿元， 其余月份均遭

遇不同程度的大小非净减持。 6

月以来行情的乐观态势，激发了

更多的大小非减持冲动， 而8月

以来行情的裹足不前，使得这种

减持冲动进一步加重。

从市场板块的分布上看，中

小板和创业板依然是大小非减

持的主要区域。 在8月获得重要

股东二级市场增减持的127家公

司中， 仅有17家公司获得净增

持，其中包括6家沪市主板公司、

7家深市主板公司和4家中小板

公司。 而有105家公司遭遇了净

减持， 其中沪市主板公司有16

家，深市主板公司有11家，而创

业板和中小板的公司分别有24

家和54家。这种情况与7月相似，

7月沪市和深市主板市场分别有

40家和22家公司遭遇净减持。值

得关注的是， 创业板有69家，中

小板公司数目达到120家。

从行业角度来看，28个申万

一级行业中，仅有商业贸易一个

行业获得了净增持 ， 额度为

7028.69万元，钢铁行业持平；其

余行业则均遭遇不同程度的净

减持。 其中，房地产、医药生物行

业的净减持额分别为14.07亿元

和11.14亿元，机械设备、轻工制

造、化工和电气设备行业的净减

持额也均超过了5亿元。

不过，个股对行业总值的影

响较大，房地产行业的正和股份

的净减持额最高，达到9.39亿元，

医药生物行业的鱼跃医疗也遭

遇了7.33亿元的净减持。 这两家

公司分别在8月实现了16.87%和

6.21%的涨幅。

分歧加大 热点轮动加快

经过了6月的企稳蓄势、7月

的快速上涨， 当前A股市场迎来8

月的高位震荡整固。随着震荡时间

的延长，叠加经济数据低于预期带

来的冲击，市场中的分歧也渐渐由

暗转明。 尽管唱多依然占据主导，

但净减持额的攀升、市场资金面的

变动，均值得投资者警惕，整固期

间资金的调仓换股，既可能带来风

险，也可能产生布局机遇。

当前， 市场中的分歧声音逐

步加大。乐观者认为，短期数据不

改大势，考虑到沪港通持续推进、

蓝筹估值仍低， 当前上证综指的

休整是为了更好的出发， 后期周

期股的轮动仍将继续推动大盘上

涨。谨慎者认为，经济数据不及预

期对短期信心造成打击， 后市需

要密切关注经济走向， 市场虽然

短期下行风险不大，但受经济面、

资金面制约， 后市上行空间也有

限。而悲观者则认为，经济数据的

再次反复， 将使得市场对A股后

市行情继续存疑， 同时投资者对

刺激政策的预期可能无法达到，

沪港通推动下的第一轮的抢筹行

为或已经结束。

尽管当前多方依然占据主

导，但分析人士指出，分歧的加

剧体现出当前市场中多空双方

的博弈升温，数据的低于预期也

使得市场观望情绪渐浓，短期内

若无增量资金入场，市场需要通

过震荡逐步消化内部分歧，才能

形成一致预期。

从积极方面来看，震荡市中

热点开始加速轮动，并逐步辐射

向更大范围。 近期，大小非减持

的公司仍多集中在中小板和创

业板，但净减持额度较大的却是

周期性行业公司。 同时，从资金

流向上看，有色金属、医药生物、

银行等成为上周资金净流出额

最多的板块，而电子、公用事业

和农林牧渔呈现出净流入状态，

可见当前市场中的热点在逐步

切换， 做多动能有望逐步扩散，

辐射出更多的市场热点。

强势抗压 沪综指上涨

1.47%

7月经济数据并不是很乐

观，比如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

显示， 中国7月发电量为5048亿

千瓦时，同比增长3.3%，而前值

为增长5.7%。 电力无库存，能更

真切地反映宏观经济增速放缓

的态势。 更何况，7月金融数据也

远远低于预期。 7月末人民币贷

款余额为78.02万亿元， 同比增

长13.4%， 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

去年同期低0.6个和0.9个百分

点。当月人民币贷款增加3852亿

元，同比少增3145亿元。 这些信

息叠加让部分投资者开始感受

到经济的寒意。

本轮A股市场的反弹逻辑主

要有两个。一是较充沛的流动性。

但是，贷款数据的跳水，会给市场

参与者形成一个不佳预期， 即货

币流动性可能削弱。 二是经济企

稳回升。毕竟经济企稳就让银行、

地产股的低估值基础得以改善，

进而驱动着这些低估值品种大力

反弹。经济企稳也给有色金属、煤

炭股的反弹注入了强劲能量，这

其实也是前期有色金属等品种大

力反弹的核心驱动力。但是，随着

相关不佳经济数据的出现， 市场

的确有理由担心经济回落， 进而

对有色金属、银行、地产、煤炭股

的估值形成较大冲击。所以，在上

周四，A股一度下跌。

不过， 乐观的市场参与者则

认为，越是经济放缓，越是意味着

经济刺激力度政策会加大， 后续

的资金流动性预期也就越乐观。

所以， 不佳的经济数据反而增添

了他们做多的底气。所以，在上周

五，A股大力上涨，上证指数更是

形成了阳包阴的K线组合， 显示

市场仍处于强势格局中。

8月部分个股净减持情况

减持压力骤增

8月以来大小非净减持逾87亿元

□本报记者 张怡

在经历快速反弹之后，高位

震荡或将成为8月A股主旋律。

在此期间，二级市场重要股东仅

在8月上半月的净减持额就达到

了87.33亿元， 直逼6月和7月全

月规模。 可见随着行情高位震荡

延续、市场分歧加大，大小非减

持冲动也越来越强烈。 当前，尽

管唱多声音仍是主流，但大小非

减持加速仍提示市场短期休整

或难以避免。

月度净减持额连续攀升

随着行情逐步企稳乃至强

势反弹，大小非净减持额逐月攀

升。 据Wind数据统计，8月仅仅

过半， 净减持额就达到了87.33

亿元，而6月和7月全月的净减持

额分别为88.29亿元和98.90亿

元。 可见，8月上半月的净减持额

已经直逼6月全月总额，与7月全

月的净减持额也相差不多。

从月度趋势上来看， 自4月

以来，A股市场的月度净减持额

呈逐月攀升状态。 今年以来，仅

有4月份一个月出现净增持，额

度为97.18亿元， 其余月份均遭

遇不同程度的大小非净减持。 6

月以来行情的乐观态势，激发了

更多的大小非减持冲动， 而8月

以来行情的裹足不前，使得这种

减持冲动进一步加重。

从市场板块的分布上看，中

小板和创业板依然是大小非减

持的主要区域。 在8月获得重要

股东二级市场增减持的127家公

司中， 仅有17家公司获得净增

持，其中包括6家沪市主板公司、

7家深市主板公司和4家中小板

公司。 而有105家公司遭遇了净

减持， 其中沪市主板公司有16

家，深市主板公司有11家，而创

业板和中小板的公司分别有24

家和54家。这种情况与7月相似，

7月沪市和深市主板市场分别有

40家和22家公司遭遇净减持。值

得关注的是， 创业板有69家，中

小板公司数目达到120家。

从行业角度来看，28个申万

一级行业中，仅有商业贸易一个

行业获得了净增持 ， 额度为

7028.69万元，钢铁行业持平；其

余行业则均遭遇不同程度的净

减持。 其中，房地产、医药生物行

业的净减持额分别为14.07亿元

和11.14亿元，机械设备、轻工制

造、化工和电气设备行业的净减

持额也均超过了5亿元。

不过，个股对行业总值的影

响较大，房地产行业的正和股份

的净减持额最高，达到9.39亿元，

医药生物行业的鱼跃医疗也遭

遇了7.33亿元的净减持。 这两家

公司分别在8月实现了16.87%和

6.21%的涨幅。

分歧加大 热点轮动加快

经过了6月的企稳蓄势、7月

的快速上涨， 当前A股市场迎来8

月的高位震荡整固。随着震荡时间

的延长，叠加经济数据低于预期带

来的冲击，市场中的分歧也渐渐由

暗转明。 尽管唱多依然占据主导，

但净减持额的攀升、市场资金面的

变动，均值得投资者警惕，整固期

间资金的调仓换股，既可能带来风

险，也可能产生布局机遇。

当前， 市场中的分歧声音逐

步加大。乐观者认为，短期数据不

改大势，考虑到沪港通持续推进、

蓝筹估值仍低， 当前上证综指的

休整是为了更好的出发， 后期周

期股的轮动仍将继续推动大盘上

涨。谨慎者认为，经济数据不及预

期对短期信心造成打击， 后市需

要密切关注经济走向， 市场虽然

短期下行风险不大，但受经济面、

资金面制约， 后市上行空间也有

限。而悲观者则认为，经济数据的

再次反复， 将使得市场对A股后

市行情继续存疑， 同时投资者对

刺激政策的预期可能无法达到，

沪港通推动下的第一轮的抢筹行

为或已经结束。

尽管当前多方依然占据主

导，但分析人士指出，分歧的加

剧体现出当前市场中多空双方

的博弈升温，数据的低于预期也

使得市场观望情绪渐浓，短期内

若无增量资金入场，市场需要通

过震荡逐步消化内部分歧，才能

形成一致预期。

从积极方面来看，震荡市中

热点开始加速轮动，并逐步辐射

向更大范围。 近期，大小非减持

的公司仍多集中在中小板和创

业板，但净减持额度较大的却是

周期性行业公司。 同时，从资金

流向上看，有色金属、医药生物、

银行等成为上周资金净流出额

最多的板块，而电子、公用事业

和农林牧渔呈现出净流入状态，

可见当前市场中的热点在逐步

切换， 做多动能有望逐步扩散，

辐射出更多的市场热点。

强势抗压 沪综指上涨

1.47%

7月经济数据并不是很乐

观，比如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

显示， 中国7月发电量为5048亿

千瓦时，同比增长3.3%，而前值

为增长5.7%。 电力无库存，能更

真切地反映宏观经济增速放缓

的态势。 更何况，7月金融数据也

远远低于预期。 7月末人民币贷

款余额为78.02万亿元， 同比增

长13.4%， 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

去年同期低0.6个和0.9个百分

点。当月人民币贷款增加3852亿

元，同比少增3145亿元。 这些信

息叠加让部分投资者开始感受

到经济的寒意。

本轮A股市场的反弹逻辑主

要有两个。一是较充沛的流动性。

但是，贷款数据的跳水，会给市场

参与者形成一个不佳预期， 即货

币流动性可能削弱。 二是经济企

稳回升。毕竟经济企稳就让银行、

地产股的低估值基础得以改善，

进而驱动着这些低估值品种大力

反弹。经济企稳也给有色金属、煤

炭股的反弹注入了强劲能量，这

其实也是前期有色金属等品种大

力反弹的核心驱动力。但是，随着

相关不佳经济数据的出现， 市场

的确有理由担心经济回落， 进而

对有色金属、银行、地产、煤炭股

的估值形成较大冲击。所以，在上

周四，A股一度下跌。

不过， 乐观的市场参与者则

认为，越是经济放缓，越是意味着

经济刺激力度政策会加大， 后续

的资金流动性预期也就越乐观。

所以， 不佳的经济数据反而增添

了他们做多的底气。所以，在上周

五，A股大力上涨，上证指数更是

形成了阳包阴的K线组合， 显示

市场仍处于强势格局中。

今年以来月度净减持额（万元）

减持压力骤增

8月以来大小非净减持逾87亿元

□本报记者 张怡

在经历快速反弹之后，高位

震荡或将成为8月A股主旋律。

在此期间，二级市场重要股东仅

在8月上半月的净减持额就达到

了87.33亿元， 直逼6月和7月全

月规模。 可见随着行情高位震荡

延续、市场分歧加大，大小非减

持冲动也越来越强烈。 当前，尽

管唱多声音仍是主流，但大小非

减持加速仍提示市场短期休整

或难以避免。

月度净减持额连续攀升

随着行情逐步企稳乃至强

势反弹，大小非净减持额逐月攀

升。 据Wind数据统计，8月仅仅

过半， 净减持额就达到了87.33

亿元，而6月和7月全月的净减持

额分别为88.29亿元和98.90亿

元。 可见，8月上半月的净减持额

已经直逼6月全月总额，与7月全

月的净减持额也相差不多。

从月度趋势上来看， 自4月

以来，A股市场的月度净减持额

呈逐月攀升状态。 今年以来，仅

有4月份一个月出现净增持，额

度为97.18亿元， 其余月份均遭

遇不同程度的大小非净减持。 6

月以来行情的乐观态势，激发了

更多的大小非减持冲动， 而8月

以来行情的裹足不前，使得这种

减持冲动进一步加重。

从市场板块的分布上看，中

小板和创业板依然是大小非减

持的主要区域。 在8月获得重要

股东二级市场增减持的127家公

司中， 仅有17家公司获得净增

持，其中包括6家沪市主板公司、

7家深市主板公司和4家中小板

公司。 而有105家公司遭遇了净

减持， 其中沪市主板公司有16

家，深市主板公司有11家，而创

业板和中小板的公司分别有24

家和54家。这种情况与7月相似，

7月沪市和深市主板市场分别有

40家和22家公司遭遇净减持。值

得关注的是， 创业板有69家，中

小板公司数目达到120家。

从行业角度来看，28个申万

一级行业中，仅有商业贸易一个

行业获得了净增持 ， 额度为

7028.69万元，钢铁行业持平；其

余行业则均遭遇不同程度的净

减持。 其中，房地产、医药生物行

业的净减持额分别为14.07亿元

和11.14亿元，机械设备、轻工制

造、化工和电气设备行业的净减

持额也均超过了5亿元。

不过，个股对行业总值的影

响较大，房地产行业的正和股份

的净减持额最高，达到9.39亿元，

医药生物行业的鱼跃医疗也遭

遇了7.33亿元的净减持。 这两家

公司分别在8月实现了16.87%和

6.21%的涨幅。

分歧加大 热点轮动加快

经过了6月的企稳蓄势、7月

的快速上涨， 当前A股市场迎来8

月的高位震荡整固。随着震荡时间

的延长，叠加经济数据低于预期带

来的冲击，市场中的分歧也渐渐由

暗转明。 尽管唱多依然占据主导，

但净减持额的攀升、市场资金面的

变动，均值得投资者警惕，整固期

间资金的调仓换股，既可能带来风

险，也可能产生布局机遇。

当前， 市场中的分歧声音逐

步加大。乐观者认为，短期数据不

改大势，考虑到沪港通持续推进、

蓝筹估值仍低， 当前上证综指的

休整是为了更好的出发， 后期周

期股的轮动仍将继续推动大盘上

涨。谨慎者认为，经济数据不及预

期对短期信心造成打击， 后市需

要密切关注经济走向， 市场虽然

短期下行风险不大，但受经济面、

资金面制约， 后市上行空间也有

限。而悲观者则认为，经济数据的

再次反复， 将使得市场对A股后

市行情继续存疑， 同时投资者对

刺激政策的预期可能无法达到，

沪港通推动下的第一轮的抢筹行

为或已经结束。

尽管当前多方依然占据主

导，但分析人士指出，分歧的加

剧体现出当前市场中多空双方

的博弈升温，数据的低于预期也

使得市场观望情绪渐浓，短期内

若无增量资金入场，市场需要通

过震荡逐步消化内部分歧，才能

形成一致预期。

从积极方面来看，震荡市中

热点开始加速轮动，并逐步辐射

向更大范围。 近期，大小非减持

的公司仍多集中在中小板和创

业板，但净减持额度较大的却是

周期性行业公司。 同时，从资金

流向上看，有色金属、医药生物、

银行等成为上周资金净流出额

最多的板块，而电子、公用事业

和农林牧渔呈现出净流入状态，

可见当前市场中的热点在逐步

切换， 做多动能有望逐步扩散，

辐射出更多的市场热点。

强势抗压 沪综指上涨

1.47%

7月经济数据并不是很乐

观，比如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

显示， 中国7月发电量为5048亿

千瓦时，同比增长3.3%，而前值

为增长5.7%。 电力无库存，能更

真切地反映宏观经济增速放缓

的态势。 更何况，7月金融数据也

远远低于预期。 7月末人民币贷

款余额为78.02万亿元， 同比增

长13.4%， 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

去年同期低0.6个和0.9个百分

点。当月人民币贷款增加3852亿

元，同比少增3145亿元。 这些信

息叠加让部分投资者开始感受

到经济的寒意。

本轮A股市场的反弹逻辑主

要有两个。一是较充沛的流动性。

但是，贷款数据的跳水，会给市场

参与者形成一个不佳预期， 即货

币流动性可能削弱。 二是经济企

稳回升。毕竟经济企稳就让银行、

地产股的低估值基础得以改善，

进而驱动着这些低估值品种大力

反弹。经济企稳也给有色金属、煤

炭股的反弹注入了强劲能量，这

其实也是前期有色金属等品种大

力反弹的核心驱动力。但是，随着

相关不佳经济数据的出现， 市场

的确有理由担心经济回落， 进而

对有色金属、银行、地产、煤炭股

的估值形成较大冲击。所以，在上

周四，A股一度下跌。

不过， 乐观的市场参与者则

认为，越是经济放缓，越是意味着

经济刺激力度政策会加大， 后续

的资金流动性预期也就越乐观。

所以， 不佳的经济数据反而增添

了他们做多的底气。所以，在上周

五，A股大力上涨，上证指数更是

形成了阳包阴的K线组合， 显示

市场仍处于强势格局中。

代码 名称 所属行业

8月

涨跌幅

（%）

变动

次数

涉及

股东数

总变动

方向

净买入股

份数合计

(万股)

增减仓

参考市值

(万元)

600759.SH

正和股份 房地产

16.87 7 2

减持

-8901.13 -93876.2

002223.SZ

鱼跃医疗 医药生物

6.21 3 3

减持

-2542.05 -73333.8

002574.SZ

明牌珠宝 轻工制造

-6.34 2 2

减持

-1894.47 -48679.4

000732.SZ

泰禾集团 房地产

-5.65 5 3

减持

-5152.97 -45869.9

002342.SZ

巨力索具 机械设备

1.89 6 3

减持

-6870 -40977.4

002274.SZ

华昌化工 化工

-1.85 6 2

减持

-4889 -38578.5

600481.SH

双良节能 机械设备

-1.07 3 1

减持

-3489 -36683.7

002463.SZ

沪电股份 电子

2.70 44 2

减持

-7220.75 -30599.3

000902.SZ

新洋丰 纺织服装

2.78 4 2

减持

-2697.2 -27557

002524.SZ

光正集团 建筑装饰

8.81 2 2

减持

-3632.58 -25420.5

600873.SH

梅花生物 食品饮料

3.07 1 1

减持

-4800 -24984.5

300105.SZ

龙源技术 电气设备

-3.15 8 1

减持

-1680 -22522.7

002471.SZ

中超电缆 电气设备

5.37 3 1

减持

-2530 -22305

600119.SH

长江投资 交通运输

45.93 4 1

减持

-1462.66 -22193.6

002502.SZ

骅威股份 轻工制造

11.14 4 1

减持

-1597.25 -22069.8

002251.SZ

步步高 商业贸易

6.38 4 2

减持

-1560.75 -21221.4

603167.SH

渤海轮渡 交通运输

7.17 1 1

减持

-2407 -21214.5

300347.SZ

泰格医药 医药生物

-3.26 1 1

减持

-647 -19487.9

000078.SZ

海王生物 医药生物

0.00 2 1

减持

-1909.35 -16826.6

000750.SZ

国海证券 非银金融

-0.70 3 1

减持

-1560 -15497.6

601678.SH

滨化股份 化工

3.18 2 2

减持

-1767.84 -14359.7

002340.SZ

格林美 有色金属

1.71 2 1

减持

-1100 -14287.2

601311.SH

骆驼股份 汽车

3.27 7 6

减持

-1160 -13942.5

000068.SZ

华控赛格 综合

5.07 2 1

减持

-1800 -13360.7

002192.SZ

路翔股份 化工

-3.34 2 1

减持

-450 -11900.5

002363.SZ

隆基机械 汽车

15.61 9 1

减持

-1400.37 -11038.5

002225.SZ

濮耐股份 建筑材料

4.28 3 3

减持

-1583.74 -10656.8

002263.SZ

大东南 轻工制造

-2.80 2 1

减持

-1750 -10539.8

002508.SZ

老板电器 家用电器

2.76 9 9

减持

-331.5 -10223.9

300247.SZ

桑乐金 家用电器

18.13 2 2

减持

-633.75 -10083.4

002685.SZ

华东重机 机械设备

0.00 14 1

减持

-967.22 -9467.59

002050.SZ

三花股份 家用电器

9.87 1 1

减持

-772.41 -9202.19

000981.SZ

银亿股份 房地产

2.78 1 1

减持

-961.59 -8159.48

002450.SZ

康得新 化工

8.41 1 1

减持

-295.97 -7344.45

600281.SH

太化股份 化工

3.41 1 1

减持

-1364.47 -7048.12

300080.SZ

新大新材 机械设备

3.67 1 1

减持

-700 -6555.06

600882.SH

华联矿业 采掘

-1.69 2 2

减持

-742.19 -6464.59

600614.SH

鼎立股份 综合

0.65 1 1

减持

-560 -6267.87

002486.SZ

嘉麟杰 纺织服装

14.91 4 1

减持

-1664.5 -5978.52

300125.SZ

易世达 公用事业

5.13 2 2

减持

-301.24 -5778.32

002476.SZ

宝莫股份 化工

11.67 3 2

减持

-642.5 -5603.37

002084.SZ

海鸥卫浴 轻工制造

5.69 1 1

减持

-1000 -5539.64

002376.SZ

新北洋 计算机

6.37 2 1

减持

-437.11 -4948.31

002366.SZ

丹甫股份 家用电器

-13.67 16 1

减持

-189.74 -4602.69

300325.SZ

德威新材 化工

13.04 2 1

减持

-470 -3940.61

600256.SH

广汇能源 化工

2.56 2 1

持平

0 -3929.4

600485.SH

中创信测 通信

15.33 2 1

减持

-159.97 -2879.43

002218.SZ

拓日新能 电气设备

3.02 4 1

减持

-249.88 -2648.68

002353.SZ

杰瑞股份 机械设备

-1.99 1 1

减持

-57.68 -2218.09

002139.SZ

拓邦股份 电子

22.54 3 3

减持

-186.43 -2194.28

002186.SZ

全聚德 休闲服务

2.85 1 1

减持

-100 -1963.36

600179.SH

黑化股份 采掘

1.73 1 1

减持

-399 -1959.32

002603.SZ

以岭药业 医药生物

1.13 2 2

减持

-56.42 -1751.11

300095.SZ

华伍股份 机械设备

7.58 1 1

减持

-204.59 -1690.41

300017.SZ

网宿科技 通信

0.41 1 1

减持

-30 -1659.57

000971.SZ

蓝鼎控股 纺织服装

4.83 8 1

减持

-201.71 -1570.8

牛牛牛熊熊熊数数数字字字化化化

政策预期转暖 地产指数反弹

2.3%

上周地产股出现了震荡中

重心上移的态势，无论是一线地

产股万科A、保利地产，还是二、

三线地产股中弘股份、新湖中宝

等品种， 均有相对突出的表现，

如此就驱动着房地产指数上涨

2.3%。 地产股的强势使得A股市

场平稳度过了期指结算日。

近期市场的确有实力资金

开始关注地产股的投资机会。

这主要是源于限购政策的放松

预期。 据媒体报道， 不仅是温

州、苏州等二、三线城市开始全

面放松限购政策， 部分一线城

市也有调整地产限购政策的预

期， 如此就意味着潜在的房地

产需求有望释放， 进而提振已

进入到“初冬期” 的地产行业。

与此同时， 户籍制度改革也被

分析人士视为积极乐观的政

策， 因为农业户籍的取消意味

着更多的农村人口将进城，从

而给城市地产提供新的需求。

有观点认为， 随着调控政策松

绑以及户籍制度改革的渐次实

施， 地产行业有望迅速从 “初

冬” 跨入“春天” 。

不过，就地产行业的后续趋

势来说， 可能并不是特别乐观。

毕竟目前城市化进程已进入到

一个瓶颈期，即当前的城市环境

能否为新进入城市居民提供更

为乐观的就业机会尚需观察。 因

此， 城市化进程的速率或将放

缓，从而意味着对房地产行业的

潜在需求不宜过于乐观。

新品受宠 “全息手机” 大涨

6.95%

在近一年多的新兴产业行

情中，只要是新产品、新应用，就

会受到市场热钱的追捧，近期全

息手机就成为资本市场热钱竞

相追捧的对象。 其中，深天马、金

刚玻璃、水晶光电等个股更是持

续冲击涨停， 成为市场热门品

种，全息手机概念股随之横空出

世，大智慧的全息手机指数上周

大涨6.95%。

所谓全息手机， 是采用计

算全息显示技术的一种创新型

手持终端。 它首先通过追踪人

眼的视角位置， 然后基于全息

图像数据模型， 根据人眼的视

角位置计算出实际的全息图

像， 再通过特殊的指向性显示

屏幕将左右眼的立体图像精准

投射到人眼视网膜中， 从而使

人眼产生和实际环境完全感觉

一样的视觉效果。 就逻辑来看，

该产品的确较为诱人， 有望成

为消费者追捧的新产品。

不过，市场也存在着一定的

反对声音，认为目前全息手机的

技术还未成熟，全息手机尚难以

与苹果、三星等现有智能手机相

抗衡。 但不管怎样，一方面全息

手机实质是基于裸眼3D显示技

术的智能手机，随着4G时代的来

临和网速的加快，基于裸眼3D应

用的瓶颈已经不存在，消费电子

或再迎一波产业热潮。 全息手机

也可以说是4G浪潮前的一个试

探性产品，仍然具有较强的示范

效应。 另一方面，去年以来新产

品、新应用的赚钱示范效应仍然

刺激着敢于追涨杀跌的存量热

钱，所以后续买盘仍有望不断涌

入，驱动全息手机概念股成为近

期A股市场的热点品种。

沪港通驱动 酿酒食品小涨

1.09%

从半年报情况来看， 以白酒

为核心的酿酒食品股业绩趋势非

常不好。一方面体现在主营业务收

入与净利润增速回落的数据中，比

如青青稞酒等公司的半年报业绩

均说明市场需求不振。另一方面则

是中高端酒持续低迷，茅台、五粮

液、国窖1572等销售数据均不振，

此前驱动白酒股持续涨升的消费

升级逻辑已不复存在。

但奇怪的是， 近期白酒股却

不跌反涨，贵州茅台、泸州老窖等

个股在今年以来一直运行在上升

通道中，而且从最低点算起，已有

30%以上的绝对涨幅。在上周，相

关品种也是反复活跃， 泸州老窖

等个股均有不俗表现， 从而驱动

酿酒食品指数小涨1.09%。

其中的原因主要有二。 一是

业绩低点预期。毕竟股价走势一直

有领先于产业发展趋势的特征。所

以，近年来去库存以及白酒行业结

构调整，中低端酒发力以及产品价

格下降，使得白酒行业低点出现的

预期愈发强烈，使得白酒股近期持

续有资金关注。二是价值重估。白

酒股虽然业绩下滑，但现金流一直

较为充沛，而海外市场投资者对现

金流一直较为看重。近期关于沪港

通政策的预期较为强烈，意味着越

来越多的国际资本将参与到A股

市场中，因此白酒股现金流充沛的

优势有望显现出来，进而驱动着其

在近期反复强势。

但是，就中期趋势来说，如果

白酒股行业低点的逻辑被证伪，

那么其股价上升趋势仍难以乐

观。 毕竟行业以及相关上市公司

股价表现， 最终仍需要以成长性

为逻辑起点。（金百临咨询 秦洪，

执业证书编号

A1210612020001

）

短期分歧开始加大

□西南证券 张刚 刘浩

上周末有9家券商发表了对

后市的看法，2家看多，6家看平，

1家看空。 本周市场综合情绪指

数为52.78%，较上周回落4.49个

百分点。近期该指数在50多空平

衡线上方波动，表明市场总体上

仍处于多头氛围，但坚定做多的

信心有所反复。 与上周相比，共

有3家机构改变了对大盘短期走

势的看法， 其中2家修正了对中

线趋势的观点：信达证券对中线

趋势由看平调升为看多，对短线

保持看多不变；西南证券对中线

趋势由多翻空，对短线趋势维持

看空不变；申银万国证券对本周

趋势由看多调降为看平，对中线

维持看平不变。

4家机构认为大盘仍处于强

势格局，短期震荡之后有望继续

向上拓展空间。 2家机构则相对

乐观，指出大盘短期行情仍将向

上，重心将逐步上移。 2家机构相

对谨慎，虽然也认为大盘短期维

持震荡，但并未对后市走向做出

判断。 1家机构认为大盘高位震

荡后将出现下跌走势。

对于上周市场的剧烈波动，

机构普遍认为是经济数据不及

预期所致。持看空观点的西南证

券称，多项数据显示经济增速放

缓，微刺激效应开始减弱；由于

目前大盘处于年内高点，获利盘

较多， 因此对于空方更为有利，

预计高位震荡后将下跌。持看平

观点的国都证券指出，7月金融

数据显示实体经济下行压力较

大， 机构对后市行情分歧加剧，

引发市场大幅震荡。从资金流向

看，上周场外增量资金净流入规

模不大，目前量能水平只能维持

震荡格局，无力推动指数再上一

个台阶。

财通证券认为经济数据短

期不及预期并不代表三、四季度

经济增速逆转，其短期波动仍然

可控，宏观环境“托底” 仍有后

手。因此，市场反弹格局将延续，

但短期震荡是大概率事件，投资

者在顺势而为的同时需注意短

期超买压力。 东吴证券分析称，

经济数据回落或预示未来经济

复苏可能反复，但造成其回落的

深层次原因主要是基数效应、季

节性波动和银行贷款风险偏好

降低的影响。 可以预期未来会有

更多稳增长的组合拳推出，而政

策面的偏暖也有利于市场反弹

延续，该机构预计短线震荡休整

不改中线反弹趋势。

民生证券分析认为在货币

宽松预期的引领下， 蓝筹股盈

利能力会随之提高， 估值优势

会支持其走强， 从而推动大盘

突 破 盘 局 ， 但 短 期 需 消 化

2228-2231点缺口压力。申银万

国证券分析称， 支持本轮行情

的逻辑尚未发生根本转变，目

前沪指正逼近2240点更大级别

箱体的上轨， 本身存在整固要

求， 且市场当前的活跃度具有

一定可操作性， 建议投资者以

波段操作为主。

五矿证券和信达证券则均

认为短期市场仍将向上，前者指

出要以淡定的心态应对上涨行

情才能真正抓住机会；后者认为

沪指有望突破2230点，并挑战前

期高点22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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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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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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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