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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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

2280-2380

节能环保、新能源

华泰证券 平 多

2300-2380

结构性个股

东吴证券 空 平

2280-2400

酿酒食品

信达证券 本周未发表观点

国都证券 平 平

2290-2380

沪港通、券商、国企改革

五矿证券 平 平

2300-2380

并购重组、生物制药、高送转预期

西南证券 空 空

2280-2350

医药

太平洋证券 本周未发表观点

光大证券 本周未发表观点

财通证券 本周未发表观点

申银万国证券 平 平

2320-2400

价值型品种

民生证券 平 平

2300-2400

新股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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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泰证券 平 多

2300 2380 -1.76% 1.66%

谨慎看多

★ 55%

49.38%

新时代证券 平 多

2280 2380 -2.61% 1.66%

谨慎看多

★ 55%

申银万国证券 平 平

2320 2400 -0.90% 2.51%

看平

○ 50%

民生证券 平 平

2300 2400 -1.76% 2.51%

看平

○ 50%

国都证券 平 平

2290 2380 -2.19% 1.66%

看平

○ 50%

五矿证券 平 平

2300 2350 -1.76% 0.38%

看平

○ 50%

东吴证券 空 平

2280 2400 -2.61% 2.51%

谨慎看空

☆ 45%

西南证券 空 空

2280 2350 -2.61% 0.38%

微弱看空

☆☆ 40%

推荐关注行业 推荐券商 行业关注度

医药行业 五矿证券、西南证券

20%

节能环保、新能源 新时代证券

10%

价值型品种 申银万国证券

10%

新股发行 民生证券

10%

沪港通、券商、国企改革概念 国都证券

10%

并购重组、高送转预期概念 五矿证券

10%

酿酒食品 东吴证券

10%

结构性个股 华泰证券

10%

代码 简称 解禁日期

解禁

数量

(万股)

解禁后

总股本

(万股)

解禁后

流通A股

(万股)

占比

(%)

解禁股份类型

300006.SZ

莱美药业

2014-10-20 438.20 20179.38 13483.52 66.82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622.SZ

永大集团

2014-10-20 10772.00 15000.00 15000.00 10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1669.SH

中国电建

2014-10-20 29700.00 960000.00 330000.00 34.38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236.SZ

上海新阳

2014-10-20 904.57 11491.20 9422.57 82.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130.SZ

新国都

2014-10-20 3807.00 11430.00 10225.13 89.46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276.SZ

万马股份

2014-10-20 1188.00 93970.55 81906.48 87.16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367.SZ

康力电梯

2014-10-20 1432.20 73921.36 46145.93 62.43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000788.SZ

北大医药

2014-10-20 1320.26 59598.74 57197.69 95.97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331.SZ

皖通科技

2014-10-20 2001.71 24328.27 15554.99 63.94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518.SZ

科士达

2014-10-20 295.06 29717.66 27916.78 93.94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600077.SH

宋都股份

2014-10-22 60433.50 109096.44 109096.44 100.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859.SH

王府井

2014-10-27 4512.62 46276.81 46276.81 100.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271.SZ

华宇软件

2014-10-27 5569.92 14902.20 14893.84 99.94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273.SZ

和佳股份

2014-10-27 25525.50 57207.15 56035.57 97.95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0697.SH

欧亚集团

2014-10-27 393.21 15908.81 15908.81 100.00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601100.SH

恒立油缸

2014-10-28 47250.00 63000.00 63000.00 10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624.SZ

金磊股份

2014-10-28 11250.00 20000.00 19100.00 95.5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626.SZ

金达威

2014-10-28 10080.53 28800.00 28674.59 99.56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618.SZ

丹邦科技

2014-10-29 2264.00 18264.00 18264.00 100.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880.SH

博瑞传播

2014-10-29 7085.12 109333.21 73336.51 67.08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054.SZ

鼎龙股份

2014-10-29 435.00 44056.71 28600.07 64.92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090.SZ

盛运股份

2014-10-29 1440.99 52949.45 37541.27 70.9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066.SZ

三川股份

2014-10-30 144.01 24954.31 23276.43 93.28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692.SZ

远程电缆

2014-10-30 99.67 32643.00 10892.25 33.37

追加承诺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300157.SZ

恒泰艾普

2014-10-30 4371.16 59770.28 45833.96 76.68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168.SH

武汉控股

2014-10-31 12773.11 70956.97 56888.11 80.17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当前69只破净股行业分布

代码 名称 异动类型 异动起始日 异动截至日

区间

涨跌幅

区间

换手率

601669.SH

中国电建 换手率达

20% 2014-10-13 2014-10-13 4.12 25.80

000825.SZ

太钢不锈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4-10-13 2014-10-15 31.16 12.74

600120.SH

浙江东方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4-10-10 2014-10-14 28.91 34.69

600150.SH

中国船舶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4-10-15 2014-10-15 -6.59 4.64

600789.SH

鲁抗医药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4-10-13 2014-10-15 29.07 49.07

601766.SH

中国南车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4-10-16 2014-10-16 10.02 4.19

002190.SZ

成飞集成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4-10-14 2014-10-14 8.99 11.22

000768.SZ

中航飞机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4-10-17 2014-10-17 10.01 5.32

002474.SZ

榕基软件 换手率达

20% 2014-10-13 2014-10-13 2.48 35.52

600789.SH

鲁抗医药 换手率达

20% 2014-10-16 2014-10-16 8.11 30.79

600862.SH

南通科技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4-10-17 2014-10-17 -9.96 24.39

601106.SH

中国一重 振幅值达

15% 2014-10-13 2014-10-13 6.13 6.52

000158.SZ

常山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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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10-15 2014-10-16 -11.31 22.42

000518.SZ

四环生物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4-10-15 2014-10-16 20.99 24.01

002474.SZ

榕基软件 换手率达

20% 2014-10-14 2014-10-14 2.13 27.66

000518.SZ

四环生物 换手率达

20% 2014-10-17 2014-10-17 -4.11 22.38

000825.SZ

太钢不锈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4-10-15 2014-10-15 9.95 5.35

601608.SH

中信重工 换手率达

20% 2014-10-15 2014-10-15 2.06 27.75

600765.SH

中航重机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4-10-15 2014-10-15 -6.63 6.38

600789.SH

鲁抗医药 换手率达

20% 2014-10-14 2014-10-14 6.70 23.38

601099.SH

太平洋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4-10-15 2014-10-15 10.05 6.99

002474.SZ

榕基软件 换手率达

20% 2014-10-15 2014-10-15 -1.44 20.37

603456.SH

九洲药业 换手率达

20% 2014-10-17 2014-10-17 5.59 57.34

603456.SH

九洲药业 振幅值达

15% 2014-10-17 2014-10-17 5.59 57.34

000825.SZ

太钢不锈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4-10-14 2014-10-14 10.14 4.48

600862.SH

南通科技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4-10-15 2014-10-16 21.05 12.39

002166.SZ

莱茵生物 换手率达

20% 2014-10-16 2014-10-16 -0.52 29.87

300137.SZ

先河环保 换手率达

20% 2014-10-13 2014-10-13 0.84 20.22

600917.SH

重庆燃气 换手率达

20% 2014-10-17 2014-10-17 4.05 64.76

601588.SH

北辰实业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4-10-9 2014-10-13 22.04 10.32

000955.SZ

欣龙控股 换手率达

20% 2014-10-17 2014-10-17 -2.41 26.79

000958.SZ

东方能源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4-10-15 2014-10-17 20.10 28.55

002166.SZ

莱茵生物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4-10-15 2014-10-15 10.00 26.70

002166.SZ

莱茵生物 换手率达

20% 2014-10-15 2014-10-15 10.00 26.70

002306.SZ

中科云网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4-10-15 2014-10-17 -22.81 13.79

002163.SZ *ST

三鑫 连续三个交易日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12%

的

ST

证券、

*ST

证券和未完成股改证券

2014-10-13 2014-10-15 -13.29 15.67

代码 名称 交易日期 成交价

折价率

(%)

成交量

(万股\份\张)

成交额

(万元)

600255.SH

鑫科材料

2014-10-16 5.30 -8.30 7,500.00 39,750.00

600255.SH

鑫科材料

2014-10-15 5.50 -6.14 7,000.00 38,500.00

600255.SH

鑫科材料

2014-10-17 4.97 -9.31 4,400.00 21,868.00

600273.SH

华芳纺织

2014-10-13 9.20 -5.83 1,822.00 16,762.40

300266.SZ

兴源过滤

2014-10-14 33.17 -4.49 467.10 15,493.76

300132.SZ

青松股份

2014-10-17 7.88 -6.97 1,927.07 15,185.31

600737.SH

中粮屯河

2014-10-16 6.13 -9.99 2,300.00 14,099.00

601258.SH

庞大集团

2014-10-15 5.55 -9.90 2,400.00 13,320.00

002358.SZ

森源电气

2014-10-15 26.59 -7.22 500.00 13,295.00

000703.SZ

恒逸石化

2014-10-15 7.22 -9.98 1,800.00 12,996.00

002358.SZ

森源电气

2014-10-16 25.68 -8.22 500.00 12,840.00

600405.SH

动力源

2014-10-14 12.05 -2.19 1,050.00 12,652.50

601258.SH

庞大集团

2014-10-13 5.78 -9.97 2,100.00 12,138.00

000738.SZ

中航动控

2014-10-13 18.44 4.30 630.00 11,617.20

601567.SH

三星电气

2014-10-13 12.53 -9.99 802.00 10,049.06

600737.SH

中粮屯河

2014-10-13 6.17 -9.13 1,500.00 9,255.00

600737.SH

中粮屯河

2014-10-15 6.17 -9.26 1,500.00 9,255.00

600273.SH

华芳纺织

2014-10-13 9.20 -5.83 940.00 8,648.00

300266.SZ

兴源过滤

2014-10-14 33.17 -4.49 254.94 8,456.24

601258.SH

庞大集团

2014-10-16 5.66 -9.87 1,457.50 8,249.45

300201.SZ

海伦哲

2014-10-14 8.00 -2.44 1,000.00 8,000.00

600767.SH

运盛实业

2014-10-13 8.95 -9.96 850.00 7,607.50

000793.SZ

华闻传媒

2014-10-13 12.70 -0.31 593.56 7,538.21

601258.SH

庞大集团

2014-10-16 5.66 -9.87 1,300.00 7,358.00

601258.SH

庞大集团

2014-10-15 5.55 -9.90 1,300.00 7,215.00

002358.SZ

森源电气

2014-10-17 24.03 -10.00 300.00 7,209.00

002650.SZ

加加食品

2014-10-13 12.00 -4.76 600.00 7,200.00

000666.SZ

经纬纺机

2014-10-14 13.00 -7.60 550.00 7,150.00

601208.SH

东材科技

2014-10-16 8.48 -9.98 836.00 7,089.28

300203.SZ

聚光科技

2014-10-15 17.45 -10.01 393.31 6,863.26

000738.SZ

中航动控

2014-10-13 18.44 4.30 370.00 6,822.80

000021.SZ

长城开发

2014-10-16 6.77 0.30 1,000.00 6,770.00

000778.SZ

新兴铸管

2014-10-14 4.50 0.00 1,500.00 6,750.00

000021.SZ

长城开发

2014-10-14 6.72 -2.75 1,000.00 6,720.00

600133.SH

东湖高新

2014-10-15 8.00 8.55 800.00 6,400.00

600273.SH

华芳纺织

2014-10-13 9.20 -5.83 650.00 5,980.00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所属行业

最新

市净率

7月22日

市净率

自由流

通市值

（亿元）

7月22日

以来

涨跌幅%

市盈率

(PE,

TTM)

000709.SZ

河北钢铁 钢铁

0.58 0.47 86.16 23.81 66.70

000898.SZ

鞍钢股份 钢铁

0.59 0.49 47.90 20.69 43.18

600019.SH

宝钢股份 钢铁

0.64 0.63 143.35 4.32 13.60

600005.SH

武钢股份 钢铁

0.66 0.58 78.50 16.67 60.89

600269.SH

赣粤高速 交通运输

0.67 0.56 37.21 21.45 12.26

000488.SZ

晨鸣纸业 轻工制造

0.68 0.60 39.14 17.27 15.06

600782.SH

新钢股份 钢铁

0.69 0.53 11.12 31.71 16.61

601898.SH

中煤能源 采掘

0.70 0.62 71.62 15.75 40.38

600808.SH

马钢股份 钢铁

0.70 0.55 42.67 28.93 -65.72

600308.SH

华泰股份 轻工制造

0.71 0.53 29.26 35.46 74.10

601328.SH

交通银行 银行

0.71 0.65 845.82 14.09 4.87

000932.SZ

华菱钢铁 钢铁

0.71 0.61 21.71 17.65 14.24

600219.SH

南山铝业 有色金属

0.74 0.67 72.53 24.02 16.03

000926.SZ

福星股份 房地产

0.76 0.70 38.43 10.38 8.42

601818.SH

光大银行 银行

0.76 0.72 431.31 12.03 4.56

601800.SH

中国交建 建筑装饰

0.77 0.65 61.43 24.86 5.93

600569.SH

安阳钢铁 钢铁

0.77 0.63 22.15 24.06 7.95

601988.SH

中国银行 银行

0.77 0.94 179.80 3.89 4.50

601390.SH

中国中铁 建筑装饰

0.77 0.65 166.62 22.91 6.94

601186.SH

中国铁建 建筑装饰

0.79 0.72 144.99 13.17 6.23

600823.SH

世茂股份 房地产

0.80 0.78 30.59 8.32 7.19

601333.SH

广深铁路 交通运输

0.80 0.69 90.38 19.04 22.21

600227.SH

赤天化 化工

0.81 0.80 19.27 0.00 -16.66

601668.SH

中国建筑 建筑装饰

0.81 0.76 440.96 13.00 4.34

600015.SH

华夏银行 银行

0.83 0.81 313.71 8.85 4.48

600231.SH

凌钢股份 钢铁

0.84 0.62 13.58 32.37 -12.85

600000.SH

浦发银行 银行

0.84 0.83 1025.61 9.69 4.16

000528.SZ

柳工 机械设备

0.85 0.76 50.69 12.68 33.29

600350.SH

山东高速 交通运输

0.85 0.74 21.49 19.79 7.26

000608.SZ

阳光股份 房地产

0.85 0.75 19.85 15.23 18.97

600026.SH

中海发展 交通运输

0.86 0.72 28.31 21.64 -13.91

000402.SZ

金融街 房地产

0.86 0.86 133.45 0.81 7.50

000959.SZ

首钢股份 钢铁

0.87 0.68 37.19 28.20 366.52

600020.SH

中原高速 交通运输

0.87 0.72 21.73 25.91 12.06

600657.SH

信达地产 房地产

0.88 0.73 22.18 25.60 9.08

000425.SZ

徐工机械 机械设备

0.88 0.83 85.36 6.75 12.12

601166.SH

兴业银行 银行

0.88 0.89 1017.90 6.96 4.28

601288.SH

农业银行 银行

0.88 0.91 638.86 4.24 4.49

600963.SH

岳阳林纸 轻工制造

0.89 0.64 29.07 38.39 87.74

000900.SZ

现代投资 交通运输

0.89 0.78 35.77 16.38 12.21

600376.SH

首开股份 房地产

0.89 0.84 50.55 12.75 7.31

600508.SH

上海能源 采掘

0.89 0.74 26.94 24.00 -2068.30

000422.SZ

湖北宜化 化工

0.89 0.75 45.59 20.04 -52.12

600029.SH

南方航空 交通运输

0.89 0.69 83.86 29.41 50.88

000877.SZ

天山股份 建筑材料

0.90 0.82 38.03 12.98 33.14

601998.SH

中信银行 银行

0.91 0.84 137.93 15.96 5.33

000157.SZ

中联重科 机械设备

0.91 0.82 191.95 13.14 20.56

601398.SH

工商银行 银行

0.91 0.95 607.04 2.92 4.54

600036.SH

招商银行 银行

0.91 0.94 1502.72 5.71 4.68

601107.SH

四川成渝 交通运输

0.93 0.76 18.00 25.09 9.67

601009.SH

南京银行 银行

0.94 0.84 169.13 21.14 5.51

600997.SH

开滦股份 采掘

0.95 0.80 29.01 23.41 37.21

000001.SZ

平安银行 银行

0.96 0.96 474.67 5.97 6.51

601666.SH

平煤股份 采掘

0.96 0.83 48.59 18.73 36.73

601169.SH

北京银行 银行

0.96 0.87 471.89 16.10 5.67

601939.SH

建设银行 银行

0.96 0.92 368.13 4.62 4.52

600016.SH

民生银行 银行

0.96 0.99 1702.26 5.55 4.76

000825.SZ

太钢不锈 钢铁

0.97 0.65 86.16 49.47 35.38

600971.SH

恒源煤电 采掘

0.97 0.82 27.43 24.32 26.30

000089.SZ

深圳机场 交通运输

0.97 0.83 29.52 17.45 24.96

600033.SH

福建高速 交通运输

0.98 0.85 34.15 21.08 12.94

600322.SH

天房发展 房地产

0.98 0.85 32.96 15.36 34.80

600221.SH

海南航空 交通运输

0.99 0.83 133.83 22.94 13.11

600050.SH

中国联通 通信

0.99 0.95 277.71 5.97 19.31

600325.SH

华发股份 房地产

0.99 0.83 46.78 20.38 11.80

600642.SH

申能股份 公用事业

0.99 0.93 103.22 10.77 9.02

000778.SZ

新兴铸管 钢铁

1.00 0.94 87.71 5.76 14.23

601233.SH

桐昆股份 化工

1.00 0.93 18.15 12.50 -1171.87

600035.SH

楚天高速 交通运输

1.00 0.81 13.04 26.72 14.50

最新破净股一览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所属行业

最新

市净率

7月22日

市净率

自由流

通市值

（亿元）

区间

涨跌幅

%

市盈率

(PE,

TTM)

601106.SH

中国一重 机械设备

1.74 0.80 105.78 113.50 -104.85

600157.SH

永泰能源 采掘

1.72 0.91 101.98 106.78 33.19

000059.SZ

华锦股份 化工

1.63 0.77 48.10 90.70 -15.99

000950.SZ

建峰化工 化工

1.63 0.99 13.26 58.03 -17.14

600310.SH

桂东电力 公用事业

1.53 0.96 20.59 58.80 145.54

600361.SH

华联综超 商业贸易

1.51 1.00 20.83 55.31 37.92

600126.SH

杭钢股份 钢铁

1.38 0.90 15.91 55.59 45.06

000667.SZ

美好集团 房地产

1.34 0.83 46.70 61.71 273.68

600533.SH

栖霞建设 房地产

1.31 0.95 23.86 41.85 44.45

600239.SH

云南城投 房地产

1.31 0.97 33.23 35.67 10.42

600820.SH

隧道股份 建筑装饰

1.25 1.00 75.50 27.52 13.26

000708.SZ

大冶特钢 钢铁

1.24 0.93 16.36 40.80 17.78

002110.SZ

三钢闽光 钢铁

1.23 0.94 10.20 33.26 81.04

000725.SZ

京东方

A

电子

1.22 0.65 295.70 17.89 35.77

600117.SH

西宁特钢 钢铁

1.22 0.91 16.46 33.03 -12.39

600881.SH

亚泰集团 建筑材料

1.22 0.88 82.22 40.35 65.18

600307.SH

酒钢宏兴 钢铁

1.21 0.92 88.24 32.91 -6.72

601699.SH

潞安环能 采掘

1.21 1.00 80.05 25.87 20.35

000933.SZ

神火股份 采掘

1.19 0.98 42.82 26.29 -18.27

000680.SZ

山推股份 机械设备

1.17 0.89 36.36 31.92 -15.98

002092.SZ

中泰化学 化工

1.16 1.00 67.83 19.93 37.87

601717.SH

郑煤机 机械设备

1.16 0.85 58.01 37.60 18.96

601880.SH

大连港 交通运输

1.14 0.91 33.22 28.53 26.57

600581.SH

八一钢铁 钢铁

1.14 0.82 15.47 18.48 -4.48

601588.SH

北辰实业 房地产

1.13 0.82 48.49 41.27 21.93

000429.SZ

粤高速

A

交通运输

1.12 0.95 14.07 21.38 19.54

000780.SZ

平庄能源 采掘

1.12 0.93 20.27 24.52 -127.74

000572.SZ

海马汽车 汽车

1.11 0.97 41.38 17.98 26.11

600966.SH

博汇纸业 轻工制造

1.10 0.98 33.24 10.75 -72.15

601618.SH

中国中冶 建筑装饰

1.10 0.75 102.13 48.55 14.84

002386.SZ

天原集团 化工

1.09 0.98 19.34 11.06 -101.47

000027.SZ

深圳能源 公用事业

1.08 1.00 48.47 15.40 9.74

600166.SH

福田汽车 汽车

1.07 0.99 95.41 11.03 25.06

600282.SH *ST

南钢 钢铁

1.07 0.77 14.53 42.33 -21.18

600022.SH

山东钢铁 钢铁

1.07 0.81 31.11 27.67 -29.18

601669.SH

中国电建 建筑装饰

1.07 0.76 110.45 43.77 8.20

600362.SH

江西铜业 有色金属

1.07 0.99 109.49 12.66 13.37

600017.SH

日照港 交通运输

1.06 0.88 48.69 24.07 12.96

000830.SZ

鲁西化工 化工

1.06 0.93 40.52 16.48 24.88

002142.SZ

宁波银行 银行

1.05 0.97 92.20 14.61 6.13

000698.SZ

沈阳化工 化工

1.05 0.82 20.97 29.33 27.27

600548.SH

深高速 交通运输

1.05 0.85 19.93 41.41 5.83

601111.SH

中国国航 交通运输

1.04 0.82 75.42 27.00 20.94

600188.SH

兖州煤业 采掘

1.04 0.83 31.28 30.09 9.49

601992.SH

金隅股份 建筑材料

1.04 0.98 66.86 11.86 9.45

600215.SH

长春经开 房地产

1.03 0.77 16.98 32.32 -118.05

600428.SH

中远航运 交通运输

1.03 0.83 33.71 29.94 25.81

600123.SH

兰花科创 采掘

1.03 0.91 53.68 16.57 51.50

600449.SH

宁夏建材 建筑材料

1.02 0.93 22.87 21.44 11.70

000937.SZ

冀中能源 采掘

1.01 0.86 46.14 20.70 41.97

000401.SZ

冀东水泥 建筑材料

1.01 0.94 36.93 10.72 34.92

7月22日以来51只破净“重圆”股表现

整体市场统计数据头条表格

69只个股仍破净 周期股是主力

市场上涨助力51股“破净重圆”

□本报记者 张怡

A股市场自7月22日以来发

动了两波强势逼空行情，极大激

发了乐观情绪。 水涨船高，近三

个月时间，A股市场的破净股数

目也从此前的120只大幅缩减至

目前的69只，51只个股得以破净

“重圆” 。 这些“重圆”股大多以

中小盘股为主，由于具备较为强

烈的改革转型预期而备受资金

青睐，平均涨幅超过了34%。 而

仍旧处于破净泥潭的个股则盘

子相对较大、行业传统且改革预

期不强，难以获得资金青睐。

51只个股脱离破净泥潭

自7月22日以来，沪深两市各

主要指数均表现喜人，连续上演新

高秀。 其中，上证综指从2054点开

始逐步上涨，最高于10月9日触及

2391.35点，幅度超过了16%。创业

板指则从阶段低点1255.69点最高

触及了1569.06点，涨幅近25%。

市场的连续上涨使得几乎全

部个股都出现不同程度的走强，

受益于此，不少破净股得以“重

圆” 。 据统计，7月22日沪深两市

的破净股数目（剔除负值和停牌

个股）共有120只，其中有51只个

股摆脱了破净状态， 因此截至目

前破净股的数目变为69只。

这51只“重圆” 股自7月22

日以来的平均涨幅超过了34%，

这些个股目前的市净率与期间

的涨幅也密切相关。 其中，中国

一重和永泰能源的涨幅最大，分

别为113.5%和108.78%； 由此，

这两只个股目前的市净率分别

为1.74和1.72，在“重圆” 股中也

位居前两位；此外，华锦股份、美

好集团的涨幅也分别达到了

90.70%和61.71%， 还有桂东电

力、建峰化工、杭钢股份和华联

综超的涨幅均超过了50%。 上述

个股目前的市净率均超过了1.3。

当然，其中也有部分个股目

前仍濒临破净的边缘。 51只个股

中，仍有23只个股的市净率未超

过1.1。 其中，冀东水泥、冀中能

源、宁夏建材和兰花科创当前的

市净率分别为 1.0115、1.0144、

1.0249和1.0280，随时可能再度

回到破净股阵营。 银行股中唯一

的“重圆” 股—宁波银行目前的

市净率也仅为1.0482。

由于此前的破净股大多分布

于传统周期性行业，因此“重圆”

股也属于该范围之内。其中，钢铁、

采掘、化工、交运和房地产行业个

股数目分别有8、7、6、6和5只。但这

些个股普遍盘子较小，51只破净

“重圆”的个股的平均自由流通市

值仅为51.83亿元， 属于资金偏爱

的弹性良好的中小盘股。

分析人士指出， 今年以来，

改革预期强烈的中小盘股均获

得了资金的热烈追捧。 上述破净

股得以“重圆” ，一方面受益于

市场连续上涨的带动，以及低价

股炒作热潮的发酵； 另一方面，

这些个股大多涉及到热门概念，

诸如大热的国企改革、国防军工

和油气改革概念，以及房地产领

域政策面的积极变化。

传统大盘周期股是破净主力

相对而言，还有更多的个股

依然在破净泥潭之中挣扎。 这些

个股具备一些共同的特征：大多

来自于传统周期性行业，由于盘

子较大而股价弹性较低，且多与

热门题材的关联度较低，难以获

得资金青睐。 短期来看，这些行

业的安全边际较高，且在上周挺

身维稳市场成为护盘侠，但料依

然难以具备持续吸引力。

首先， 传统周期股是破净股

中的主力品种和独特风景线，但业

绩弹性较低。 7月22日的120只破

净股中，有83只来自于沪市主板，

33只来自于深市主板，其余4只来

自于中小板，并无创业板个股。 这

些破净股分布于16个申万一级行

业之中，几乎全部为传统周期性行

业。 其中，钢铁和交通运输行业个

股分别有20只和18只； 同时，银

行、房地产和采掘行业的个股数目

也分别有16、13和12只。 值得关注

的是，银行业的个股全线破净。

由于部分破净股 “重圆” ，

目前的破净股仅分布于13个行

业中。 其中，银行、钢铁和交通运

输行业依然占据了大部分，银行

业除了宁波银行外，其余15只个

股依然处于破净状态；而钢铁和

交通运输行业个股数目均为12

只。 较此前减少了的是电子、商

业贸易和汽车行业的个股。

其次， 破净股普遍盘子较

大，但股价弹性较差。 据统计，截

至上周五，剩余的69只破净股全

部是主板个股，其中沪市主板和

深市主板个股分别有51只和18

只，中小板个股消失不见；目前

全部A股的平均自由流通市值为

44.20亿元， 而69只破净股的平

均自由流通市值超过了195亿

元。 在自由流通市值排行榜中，

前9位全部为银行股， 民生、招

商、浦发和兴业四家银行的自由

流通市值均超过了千亿元。 这些

个股自7月22日以来的平均涨幅

为17.21%，大约仅为“重圆” 股

的一半，可见股价弹性较低。

最后， 在题材炒作为主流的

行情中， 这些个股因缺乏题材而

与市场的热闹绝缘。 分析人士指

出，从本质上来看，股价跌破净资

产是股票价值低估的一种表现，

而当前这更体现为市场对公司改

革预期乃至股价上涨前景的不看

好。 总体来看， 目前A股高位震

荡，谨慎情绪升温，上周金融、钢

铁、 交运等破净股集中的行业轮

番表现，但维稳意味较浓，短期或

为资金避风港， 但股价的突破依

然需要更加美好预期的支撑。

短期调整格局确立

□西南证券 张刚 刘浩

上周有8家券商发表了对后

市的看法：6家看平，2家看空，无

一看多（本系列报告发布以来首

次出现该情况）； 市场综合情绪

指数为49.38%，较前一周继续回

落5.62个百分点，低于50多空平

衡线，显示短期做多情绪继续收

敛，做空情绪稍占上风。 与此前

一周相比， 共有3家机构改变了

对大盘短期走势的看法， 其中1

家对中线趋势作了修正。 新时代

证券对本周趋势由看空调升为

看平， 对中线趋势保持看多不

变；华泰证券和五矿证券对本周

趋势由看多调降为看平，其中五

矿证券对中线趋势也转为看平。

与前一周相比，短线看多的

机构数量降至0，多数转为看平，

其中少数机构对中线趋势仍保

持乐观，认为短期调整有利于后

市行情的开展。但多数看平的机

构相对谨慎，建议投资者逢高减

仓。 部分机构看空短期行情，认

为短期调整将加剧。

华泰证券和新时代证券对中

线趋势较为乐观。 前者分析认为

密集发布的低迷经济数据、IPO

资金面冲击等多重因素接踵而

至，市场观望情绪开始上升，短期

将陷入波动。但是，影响A股中长

期走势的内外环境并未发生大的

变化， 支撑股指上涨的因素尚未

消失， 因此股指的短期波动反而

更有利于后市行情的展开。 新时

代证券表示， 大盘短期见顶迹象

明显，后市有继续调整的要求，但

由于改革政策红利依然存在，加

之降息降准预期升温， 因此空间

有限，预计2250-2300点区域有

较强支撑。 目前的调整是为明年

的行情做准备， 操作上建议暂时

谨慎观望。

申银万国证券认为短期应

以防御为主，指出海外市场暴跌

是影响上周A股的主要因素。 在

时间上，市场进入密集的政策观

望期，本周将有多个重大预期兑

现。 从技术上分析，大盘一旦再

次冲高失败则将失守短期均线，

从而进入后3浪调整， 其空间和

时间难以立即消化，因此建议投

资者不要激进持仓，应该向防御

性品种靠拢。

五矿证券表示后市行情走

向还要看政策“脸色” ，该机构

指出外围市场大跌的负面影响

已传导至A股，且外围的情况不

大可能在短期有明显好转。 从国

内PPI和CPI的走势来看，产能过

剩不是需求不足引发，更可能是

改革滞后的结果，因此在扩大内

需上还要看政策的进一步落实。

国都证券分析称这是7月行情启

动以来首次回踩30日均线，基本

面挫伤市场信心，盘面呈放量滞

涨格局，筹码明显松动，短线获

利回吐压力进一步加大，因此调

整格局基本确立。

空头东吴证券分析认为，获

利盘过大和技术指标顶背离是

市场调整的两大内因，且将是短

线的主基调，建议投资者继续防

守反击，择机逢高减仓。 西南证

券强调宏观经济数据将继续释

放利空效应，并影响强周期性行

业，同时新股发行将造成资金分

流，预计大盘会失守2300点整数

关口。

一周牛熊数据

卖压沉重上证指数下跌1.4%

近期A股市场出现了冲高受阻的走势，尤其是上证指数在逼近2400点之际，未能一鼓作气突破。股票市场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空头利用多头的犹豫，借助于外围市场不振持续打压指数，使得上证指数上周下跌1.4%。

如此的态势似乎表明A股短线走势仍有望下探，2300点将面临着较大压力。但是，细细品味近期的A股市场走势，不难发现本轮A股的反弹逻辑并未有实质性变化，反而在进一步增强。

众所周知，本轮A股弹升行情的驱动力量并不是经济复苏，而是深化改革、经济转型所带来的投资者信心回升。而A股市场多年来的发展史告诉我们，A股的牛熊周期与政策周期、投资者信心有着极大关联。在经济趋势不乐观之际，只要政策预期乐观，照样会产生力度较大的行情，1999年那轮由网络股暴涨引发的牛市周期就是如此。所以，目前经济环境虽然欠佳，但是政策面环境却较佳，相关各方为了A股市场开源各出奇招，比如说新股的赚钱示范效应让打新资金迅速增多，交易结算余额从年初的2000亿元-3000亿元迅速上升至目前的1万亿元以上。再比如说沪港通，海外市场的利率接近于零，但A股所背靠的利率却高达3%以上，所以套利的资金会源源不断涌入，大河有水，小河自然不会干枯。也就是说，不排除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沪市的成交量突破2000亿元，站上2500亿元的可能。与此相对应，上证指数的重心也有望从2300点上行至2400

点。

炒作含权题材次新股指数上涨6.48%

时间已进入10月中下旬，A股以往经验表明含权股炒作将渐渐拉开序幕。今年以来上市的新股数量较多，小盘高价次新股的队伍迅速膨胀，因此有分析人士指出，今年的小盘次新高含权股的炒作力度可能会强于往年。近期明显有实力资金缓缓加仓小盘高价次新股，进而使得瑞迪医疗、众信旅游、腾信股份等小盘高价次新股纷纷逞强，驱动着次新股指数上周上涨6.48%。

不过，A股炒作高含权的浪潮屡屡被嘲笑，因为高含权其实相当于成熟资本市场的拆细，并不会改变股东价值。但是，A股是一个特色市场，资金对题材的炒作趋之若鹭，而高含权的炒作则拥有高含权题材的公布、实施、填权等多个步骤，可以让各路资金从容炒作，所以经久不衰。与此同时，小盘高价次新股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小盘高价次新股，尤其是创业板的小盘高价次新股，往往拥有行业的独特性，比如说腾信股份是我国目前为数不多的互联网广告营销商，博腾股份则是我国专利药定制的龙头企业，具有行业的独特性，筹码的稀缺性，所以此类个股也成为热钱关注的焦点。

可以推测，随着时间进一步推移，小盘高价次新股的行情有望升温，强势行情有望延续。因此，小盘高价次新股的机会在增强。其中，既有高含权预期，也有业绩高成长趋势的品种更宜跟踪。

业绩超预期券商板块大涨2.7%

近期A股市场出现了宽幅震荡的态势，券商股的股价也随之大起大落。不过，部分业绩出众的券商股在宽幅震荡中仍然出现了构筑上升通道的苗头，比如说国金证券、太平洋等，从而驱动着券商指数上周大涨2.7%，成为A股的护盘先锋。

近期盘面显示券商股有实力资金在建仓。一方面是因为券商股在近期的题材较多，比如说沪港通推出，意味着券商股的盈利空间将从A股走向港股，这进一步拓展了A股券商股的成长空间，也拓展了券商股的估值溢价区间。另一方面则是券商股的业绩超预期。由于今年以来A股市场成交量持续放大，券商的佣金收入也随之增长。以沪市为例，在2014年初，日均成交金额只有600亿元，但在2014年7、8月份，日均成交金额达到1000亿元左右。而到了近期，更是达到日均成交金额2000亿元，如此态势支持券商股业绩持续成长。

相关数据也佐证了这一点。9月份，17家已公布数据的上市券商母公司口径共实现营业收入101.65亿元，同比增长43%，环比更是增长49%；共实现净利润42.78亿元，同比增长50%，环比增长58%。9月净利润率42%，同比提升2个百分点。考虑到去年同期非常高的基数等因素，可以看出今年券商股的业绩成长势头非常强劲。

相对应的是，股价走势则未能够完全体现出券商股业绩的大幅增长趋势。因为在9月份，申万二级行业证券指数仅上涨8.2%，自2012年以来，沪深300指数距离近三年最高点仅有3%的距离，而券商股距离近三年的最高点还有13%的距离。这就说明了券商股的股价走势有着强劲的补涨能量，从而驱动着券商股在近期的活跃走势。

新兴产业降温影视动漫大跌3.89%

近期文化传媒、影视动漫产业的利好政策多多，但是存量热钱似乎“不解风情”，加大了对影视动漫等产业股的减持力度，从而使得影视动漫指数上周大跌3.89%。

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当前以影视动漫产业为核心的新兴产业全线降温。随着全球股市的降温，尤其是纳斯达克指数的暴跌，全球新兴产业面临着发展瓶颈，关于半导体产业进入衰退期的舆论声音更是让市场参与者对新兴产业的发展前景产生了忧虑。影视动漫产业也是新兴产业的一个核心构成部分，全球股市降温也使得影视动漫产业股的持股心态发生了较大变化，在近期更是出现了加速套现的态势。

这一趋势可能会延续。一是因为影视动漫产业的成长性并不是很乐观。比如说在前些年，由于某部电影、电视剧热卖，相关上市公司的业绩就会突飞猛进。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院线、影视职员的力量迅速增强，从而使得电影、电视剧的分成比例发生较大变化，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也随之降低。所以，影视动漫产业的相关上市公司的业绩成长性与近两年来的影视动漫产业的发展并不匹配。二是因为影视动漫产业虽然在近年来有了一定的良性发展势头，但较海外市场的同类产品来说，仍然缺乏强有力的竞争实力。三是整个新兴产业股的降温趋势较为清晰，在此背景下，影视动漫产业的估值溢价预期也在迅速降温，从而有可能会使得部分影视动漫产业股产生业绩与估值双杀的可能性。所以，对于影视动漫产业股来说，调整趋势预计仍将延续。（金百临咨询秦洪）

卖压沉重 上证指数下跌

1.4%

近期A股市场出现了冲高受

阻的走势， 尤其是上证指数在逼

近2400点之际，未能一鼓作气突

破。股票市场犹如逆水行舟，不进

则退。空头利用多头的犹豫，借助

于外围市场不振持续打压指数，

使得上证指数上周下跌1.4%。

如此的态势似乎表明A股短

线走势仍有望下探，2300点将面

临着较大压力。 但是，细细品味

近期的A股市场走势，不难发现

本轮A股的反弹逻辑并未有实质

性变化，反而在进一步增强。

众所周知，本轮A股弹升行

情的驱动力量并不是经济复苏，

而是深化改革、经济转型所带来

的投资者信心回升。 而A股市场

多年来的发展史告诉我们，A股

的牛熊周期与政策周期、投资者

信心有着极大关联。 在经济趋势

不乐观之际， 只要政策预期乐

观， 照样会产生力度较大的行

情，1999年那轮由网络股暴涨引

发的牛市周期就是如此。 所以，

目前经济环境虽然欠佳，但是政

策面环境却较佳，相关各方为了

A股市场开源各出奇招，比如说

新股的赚钱示范效应让打新资

金迅速增多，交易结算余额从年

初的2000亿元-3000亿元迅速

上升至目前的1万亿元以上。 再

比如说沪港通，海外市场的利率

接近于零， 但A股所背靠的利率

却高达3%以上， 所以套利的资

金会源源不断涌入， 大河有水，

小河自然不会干枯。 也就是说，

不排除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沪市

的成交量突破2000亿元， 站上

2500亿元的可能。 与此相对应，

上证指数的重心也有望从2300

点上行至2400点。

炒作含权题材 次新股指数上涨

6.48%

时间已进入10月中下旬，A

股以往经验表明含权股炒作将

渐渐拉开序幕。 今年以来上市的

新股数量较多，小盘高价次新股

的队伍迅速膨胀，因此有分析人

士指出，今年的小盘次新高含权

股的炒作力度可能会强于往年。

近期明显有实力资金缓缓加仓

小盘高价次新股，进而使得瑞迪

医疗、众信旅游、腾信股份等小

盘高价次新股纷纷逞强，驱动着

次新股指数上周上涨6.48%。

不过，A股炒作高含权的浪潮

屡屡被嘲笑，因为高含权其实相当

于成熟资本市场的拆细，并不会改

变股东价值。 但是，A股是一个特

色市场，资金对题材的炒作趋之若

鹜，而高含权的炒作则拥有高含权

题材的公布、实施、填权等多个步

骤， 可以让各路资金从容炒作，所

以经久不衰。 与此同时，小盘高价

次新股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小盘高

价次新股，尤其是创业板的小盘高

价次新股， 往往拥有行业的独特

性，比如说腾信股份是我国目前为

数不多的互联网广告营销商，博腾

股份则是我国专利药定制的龙头

企业，具有行业的独特性，筹码的

稀缺性，所以此类个股也成为热钱

关注的焦点。

可以推测， 随着时间进一步

推移，小盘高价次新股的行情有望

升温，强势行情有望延续。因此，小

盘高价次新股的机会在增强。 其

中，既有高含权预期，也有业绩高

成长趋势的品种更宜跟踪。

业绩超预期 券商板块大涨

2.7%

近期A股市场出现了宽幅震

荡的态势，券商股的股价也随之

大起大落。 不过，部分业绩出众

的券商股在宽幅震荡中仍然出

现了构筑上升通道的苗头，比如

说国金证券、太平洋等，从而驱

动着券商指数上周大涨2.7%，成

为A股的护盘先锋。

近期盘面显示券商股有实

力资金在建仓。 一方面是因为券

商股在近期的题材较多，比如说

沪港通推出，意味着券商股的盈

利空间将从A股走向港股，这进

一步拓展了A股券商股的成长空

间，也拓展了券商股的估值溢价

区间。 另一方面则是券商股的业

绩超预期。 由于今年以来A股市

场成交量持续放大，券商的佣金

收入也随之增长。 以沪市为例，

在2014年初，日均成交金额只有

600亿元，但在2014年7、8月份，

日均成交金额达到1000亿元左

右。 而到了近期，更是达到日均

成交金额2000亿元，如此态势支

持券商股业绩持续成长。

相关数据也佐证了这一点。 9

月份，17家已公布数据的上市券

商母公司口径共实现营业收入

101.65亿元，同比增长43%，环比

更是增长49%； 共实现净利润

42.78亿元，同比增长50%，环比增

长58%。 9月净利润率42%，同比提

升2个百分点。 考虑到去年同期非

常高的基数等因素，可以看出今年

券商股的业绩成长势头非常强劲。

相对应的是，股价走势则未

能够完全体现出券商股业绩的

大幅增长趋势。 因为在9月份，申

万二级行业证券指数仅上涨

8.2%，自2012年以来，沪深300

指数距离近三年最高点仅有3%

的距离，而券商股距离近三年的

最高点还有13%的距离。 这就说

明了券商股的股价走势有着强

劲的补涨能量，从而驱动着券商

股在近期的活跃走势。

新兴产业降温 影视动漫大跌

3.89%

近期文化传媒、影视动漫产

业的利好政策多多，但是存量热

钱似乎“不解风情” ，加大了对

影视动漫等产业股的减持力度，

从而使得影视动漫指数上周大

跌3.89%。

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当

前以影视动漫产业为核心的新

兴产业全线降温。 随着全球股市

的降温，尤其是纳斯达克指数的

暴跌，全球新兴产业面临着发展

瓶颈，关于半导体产业进入衰退

期的舆论声音更是让市场参与

者对新兴产业的发展前景产生

了忧虑。 影视动漫产业也是新兴

产业的一个核心构成部分，全球

股市降温也使得影视动漫产业

股的持股心态发生了较大变化，

在近期更是出现了加速套现的

态势。

这一趋势可能会延续。 一是

因为影视动漫产业的成长性并

不是很乐观。 比如说在前些年，

由于某部电影、 电视剧热卖，相

关上市公司的业绩就会突飞猛

进。 但是， 随着时间的推移，院

线、 影视职员的力量迅速增强，

从而使得电影、电视剧的分成比

例发生较大变化，上市公司的盈

利能力也随之降低。 所以，影视

动漫产业的相关上市公司的业

绩成长性与近两年来的影视动

漫产业的发展并不匹配。 二是因

为影视动漫产业虽然在近年来

有了一定的良性发展势头，但较

海外市场的同类产品来说，仍然

缺乏强有力的竞争实力。 三是整

个新兴产业股的降温趋势较为

清晰，在此背景下，影视动漫产

业的估值溢价预期也在迅速降

温，从而有可能会使得部分影视

动漫产业股产生业绩与估值双

杀的可能性。 所以，对于影视动

漫产业股来说，调整趋势预计仍

将延续。 （金百临咨询 秦洪 执

业证书编号

A1210208090028

）

牛牛牛熊熊熊数数数字字字化化化

当前69只破净股行业分布

69只个股仍破净 周期股是主力

市场上涨助力51股“破净重圆”

□本报记者 张怡

A股市场自7月22日以来发

动了两波强势逼空行情，极大激

发了乐观情绪。 水涨船高，近三

个月时间，A股市场的破净股数

目也从此前的120只大幅缩减至

目前的69只，51只个股得以破净

“重圆” 。 这些“重圆”股大多以

中小盘股为主，由于具备较为强

烈的改革转型预期而备受资金

青睐，平均涨幅超过了34%。 而

仍旧处于破净泥潭的个股则盘

子相对较大、行业传统且改革预

期不强，难以获得资金青睐。

51只个股脱离破净泥潭

自7月22日以来，沪深两市各

主要指数均表现喜人，连续上演新

高秀。 其中，上证综指从2054点开

始逐步上涨，最高于10月9日触及

2391.35点，幅度超过了16%。创业

板指则从阶段低点1255.69点最高

触及了1569.06点，涨幅近25%。

市场的连续上涨使得几乎全

部个股都出现不同程度的走强，

受益于此，不少破净股得以“重

圆” 。 据统计，7月22日沪深两市

的破净股数目（剔除负值和停牌

个股）共有120只，其中有51只个

股摆脱了破净状态， 因此截至目

前破净股的数目变为69只。

这51只“重圆” 股自7月22

日以来的平均涨幅超过了34%，

这些个股目前的市净率与期间

的涨幅也密切相关。 其中，中国

一重和永泰能源的涨幅最大，分

别为113.5%和108.78%； 由此，

这两只个股目前的市净率分别

为1.74和1.72，在“重圆” 股中也

位居前两位；此外，华锦股份、美

好集团的涨幅也分别达到了

90.70%和61.71%， 还有桂东电

力、建峰化工、杭钢股份和华联

综超的涨幅均超过了50%。 上述

个股目前的市净率均超过了1.3。

当然，其中也有部分个股目

前仍濒临破净的边缘。 51只个股

中，仍有23只个股的市净率未超

过1.1。 其中，冀东水泥、冀中能

源、宁夏建材和兰花科创当前的

市净率分别为 1.0115、1.0144、

1.0249和1.0280，随时可能再度

回到破净股阵营。 银行股中唯一

的“重圆” 股—宁波银行目前的

市净率也仅为1.0482。

由于此前的破净股大多分布

于传统周期性行业，因此“重圆”

股也属于该范围之内。其中，钢铁、

采掘、化工、交运和房地产行业个

股数目分别有8、7、6、6和5只。但这

些个股普遍盘子较小，51只破净

“重圆”的个股的平均自由流通市

值仅为51.83亿元， 属于资金偏爱

的弹性良好的中小盘股。

分析人士指出， 今年以来，

改革预期强烈的中小盘股均获

得了资金的热烈追捧。 上述破净

股得以“重圆” ，一方面受益于

市场连续上涨的带动，以及低价

股炒作热潮的发酵； 另一方面，

这些个股大多涉及到热门概念，

诸如大热的国企改革、国防军工

和油气改革概念，以及房地产领

域政策面的积极变化。

传统大盘周期股是破净主力

相对而言，还有更多的个股

依然在破净泥潭之中挣扎。 这些

个股具备一些共同的特征：大多

来自于传统周期性行业，由于盘

子较大而股价弹性较低，且多与

热门题材的关联度较低，难以获

得资金青睐。 短期来看，这些行

业的安全边际较高，且在上周挺

身维稳市场成为护盘侠，但料依

然难以具备持续吸引力。

首先， 传统周期股是破净股

中的主力品种和独特风景线，但业

绩弹性较低。 7月22日的120只破

净股中，有83只来自于沪市主板，

33只来自于深市主板，其余4只来

自于中小板，并无创业板个股。 这

些破净股分布于16个申万一级行

业之中，几乎全部为传统周期性行

业。 其中，钢铁和交通运输行业个

股分别有20只和18只； 同时，银

行、房地产和采掘行业的个股数目

也分别有16、13和12只。 值得关注

的是，银行业的个股全线破净。

由于部分破净股 “重圆” ，

目前的破净股仅分布于13个行

业中。 其中，银行、钢铁和交通运

输行业依然占据了大部分，银行

业除了宁波银行外，其余15只个

股依然处于破净状态；而钢铁和

交通运输行业个股数目均为12

只。 较此前减少了的是电子、商

业贸易和汽车行业的个股。

其次， 破净股普遍盘子较

大，但股价弹性较差。 据统计，截

至上周五，剩余的69只破净股全

部是主板个股，其中沪市主板和

深市主板个股分别有51只和18

只，中小板个股消失不见；目前

全部A股的平均自由流通市值为

44.20亿元， 而69只破净股的平

均自由流通市值超过了195亿

元。 在自由流通市值排行榜中，

前9位全部为银行股， 民生、招

商、浦发和兴业四家银行的自由

流通市值均超过了千亿元。 这些

个股自7月22日以来的平均涨幅

为17.21%，大约仅为“重圆” 股

的一半，可见股价弹性较低。

最后， 在题材炒作为主流的

行情中， 这些个股因缺乏题材而

与市场的热闹绝缘。 分析人士指

出，从本质上来看，股价跌破净资

产是股票价值低估的一种表现，

而当前这更体现为市场对公司改

革预期乃至股价上涨前景的不看

好。 总体来看， 目前A股高位震

荡，谨慎情绪升温，上周金融、钢

铁、 交运等破净股集中的行业轮

番表现，但维稳意味较浓，短期或

为资金避风港， 但股价的突破依

然需要更加美好预期的支撑。

短期调整格局确立

□西南证券 张刚 刘浩

上周有8家券商发表了对后

市的看法：6家看平，2家看空，无

一看多（本系列报告发布以来首

次出现该情况）； 市场综合情绪

指数为49.38%，较前一周继续回

落5.62个百分点，低于50多空平

衡线，显示短期做多情绪继续收

敛，做空情绪稍占上风。 与此前

一周相比， 共有3家机构改变了

对大盘短期走势的看法， 其中1

家对中线趋势作了修正。 新时代

证券对本周趋势由看空调升为

看平， 对中线趋势保持看多不

变；华泰证券和五矿证券对本周

趋势由看多调降为看平，其中五

矿证券对中线趋势也转为看平。

与前一周相比，短线看多的

机构数量降至0，多数转为看平，

其中少数机构对中线趋势仍保

持乐观，认为短期调整有利于后

市行情的开展。但多数看平的机

构相对谨慎，建议投资者逢高减

仓。 部分机构看空短期行情，认

为短期调整将加剧。

华泰证券和新时代证券对中

线趋势较为乐观。 前者分析认为

密集发布的低迷经济数据、IPO

资金面冲击等多重因素接踵而

至，市场观望情绪开始上升，短期

将陷入波动。但是，影响A股中长

期走势的内外环境并未发生大的

变化， 支撑股指上涨的因素尚未

消失， 因此股指的短期波动反而

更有利于后市行情的展开。 新时

代证券表示， 大盘短期见顶迹象

明显，后市有继续调整的要求，但

由于改革政策红利依然存在，加

之降息降准预期升温， 因此空间

有限，预计2250-2300点区域有

较强支撑。 目前的调整是为明年

的行情做准备， 操作上建议暂时

谨慎观望。

申银万国证券认为短期应

以防御为主，指出海外市场暴跌

是影响上周A股的主要因素。 在

时间上，市场进入密集的政策观

望期，本周将有多个重大预期兑

现。 从技术上分析，大盘一旦再

次冲高失败则将失守短期均线，

从而进入后3浪调整， 其空间和

时间难以立即消化，因此建议投

资者不要激进持仓，应该向防御

性品种靠拢。

五矿证券表示后市行情走

向还要看政策“脸色” ，该机构

指出外围市场大跌的负面影响

已传导至A股，且外围的情况不

大可能在短期有明显好转。 从国

内PPI和CPI的走势来看，产能过

剩不是需求不足引发，更可能是

改革滞后的结果，因此在扩大内

需上还要看政策的进一步落实。

国都证券分析称这是7月行情启

动以来首次回踩30日均线，基本

面挫伤市场信心，盘面呈放量滞

涨格局，筹码明显松动，短线获

利回吐压力进一步加大，因此调

整格局基本确立。

空头东吴证券分析认为，获

利盘过大和技术指标顶背离是

市场调整的两大内因，且将是短

线的主基调，建议投资者继续防

守反击，择机逢高减仓。 西南证

券强调宏观经济数据将继续释

放利空效应，并影响强周期性行

业，同时新股发行将造成资金分

流，预计大盘会失守2300点整数

关口。

最新破净股一览

69只个股仍破净 周期股是主力

市场上涨助力51股“破净重圆”

□本报记者 张怡

A股市场自7月22日以来发

动了两波强势逼空行情，极大激

发了乐观情绪。 水涨船高，近三

个月时间，A股市场的破净股数

目也从此前的120只大幅缩减至

目前的69只，51只个股得以破净

“重圆” 。 这些“重圆”股大多以

中小盘股为主，由于具备较为强

烈的改革转型预期而备受资金

青睐，平均涨幅超过了34%。 而

仍旧处于破净泥潭的个股则盘

子相对较大、行业传统且改革预

期不强，难以获得资金青睐。

51只个股脱离破净泥潭

自7月22日以来，沪深两市各

主要指数均表现喜人，连续上演新

高秀。 其中，上证综指从2054点开

始逐步上涨，最高于10月9日触及

2391.35点，幅度超过了16%。创业

板指则从阶段低点1255.69点最高

触及了1569.06点，涨幅近25%。

市场的连续上涨使得几乎全

部个股都出现不同程度的走强，

受益于此，不少破净股得以“重

圆” 。 据统计，7月22日沪深两市

的破净股数目（剔除负值和停牌

个股）共有120只，其中有51只个

股摆脱了破净状态， 因此截至目

前破净股的数目变为69只。

这51只“重圆” 股自7月22

日以来的平均涨幅超过了34%，

这些个股目前的市净率与期间

的涨幅也密切相关。 其中，中国

一重和永泰能源的涨幅最大，分

别为113.5%和108.78%； 由此，

这两只个股目前的市净率分别

为1.74和1.72，在“重圆” 股中也

位居前两位；此外，华锦股份、美

好集团的涨幅也分别达到了

90.70%和61.71%， 还有桂东电

力、建峰化工、杭钢股份和华联

综超的涨幅均超过了50%。 上述

个股目前的市净率均超过了1.3。

当然，其中也有部分个股目

前仍濒临破净的边缘。 51只个股

中，仍有23只个股的市净率未超

过1.1。 其中，冀东水泥、冀中能

源、宁夏建材和兰花科创当前的

市净率分别为 1.0115、1.0144、

1.0249和1.0280，随时可能再度

回到破净股阵营。 银行股中唯一

的“重圆” 股—宁波银行目前的

市净率也仅为1.0482。

由于此前的破净股大多分布

于传统周期性行业，因此“重圆”

股也属于该范围之内。其中，钢铁、

采掘、化工、交运和房地产行业个

股数目分别有8、7、6、6和5只。但这

些个股普遍盘子较小，51只破净

“重圆”的个股的平均自由流通市

值仅为51.83亿元， 属于资金偏爱

的弹性良好的中小盘股。

分析人士指出， 今年以来，

改革预期强烈的中小盘股均获

得了资金的热烈追捧。 上述破净

股得以“重圆” ，一方面受益于

市场连续上涨的带动，以及低价

股炒作热潮的发酵； 另一方面，

这些个股大多涉及到热门概念，

诸如大热的国企改革、国防军工

和油气改革概念，以及房地产领

域政策面的积极变化。

传统大盘周期股是破净主力

相对而言，还有更多的个股

依然在破净泥潭之中挣扎。 这些

个股具备一些共同的特征：大多

来自于传统周期性行业，由于盘

子较大而股价弹性较低，且多与

热门题材的关联度较低，难以获

得资金青睐。 短期来看，这些行

业的安全边际较高，且在上周挺

身维稳市场成为护盘侠，但料依

然难以具备持续吸引力。

首先， 传统周期股是破净股

中的主力品种和独特风景线，但业

绩弹性较低。 7月22日的120只破

净股中，有83只来自于沪市主板，

33只来自于深市主板，其余4只来

自于中小板，并无创业板个股。 这

些破净股分布于16个申万一级行

业之中，几乎全部为传统周期性行

业。 其中，钢铁和交通运输行业个

股分别有20只和18只； 同时，银

行、房地产和采掘行业的个股数目

也分别有16、13和12只。 值得关注

的是，银行业的个股全线破净。

由于部分破净股 “重圆” ，

目前的破净股仅分布于13个行

业中。 其中，银行、钢铁和交通运

输行业依然占据了大部分，银行

业除了宁波银行外，其余15只个

股依然处于破净状态；而钢铁和

交通运输行业个股数目均为12

只。 较此前减少了的是电子、商

业贸易和汽车行业的个股。

其次， 破净股普遍盘子较

大，但股价弹性较差。 据统计，截

至上周五，剩余的69只破净股全

部是主板个股，其中沪市主板和

深市主板个股分别有51只和18

只，中小板个股消失不见；目前

全部A股的平均自由流通市值为

44.20亿元， 而69只破净股的平

均自由流通市值超过了195亿

元。 在自由流通市值排行榜中，

前9位全部为银行股， 民生、招

商、浦发和兴业四家银行的自由

流通市值均超过了千亿元。 这些

个股自7月22日以来的平均涨幅

为17.21%，大约仅为“重圆” 股

的一半，可见股价弹性较低。

最后， 在题材炒作为主流的

行情中， 这些个股因缺乏题材而

与市场的热闹绝缘。 分析人士指

出，从本质上来看，股价跌破净资

产是股票价值低估的一种表现，

而当前这更体现为市场对公司改

革预期乃至股价上涨前景的不看

好。 总体来看， 目前A股高位震

荡，谨慎情绪升温，上周金融、钢

铁、 交运等破净股集中的行业轮

番表现，但维稳意味较浓，短期或

为资金避风港， 但股价的突破依

然需要更加美好预期的支撑。

短期调整格局确立

□西南证券 张刚 刘浩

上周有8家券商发表了对后

市的看法：6家看平，2家看空，无

一看多（本系列报告发布以来首

次出现该情况）； 市场综合情绪

指数为49.38%，较前一周继续回

落5.62个百分点，低于50多空平

衡线，显示短期做多情绪继续收

敛，做空情绪稍占上风。 与此前

一周相比， 共有3家机构改变了

对大盘短期走势的看法， 其中1

家对中线趋势作了修正。 新时代

证券对本周趋势由看空调升为

看平， 对中线趋势保持看多不

变；华泰证券和五矿证券对本周

趋势由看多调降为看平，其中五

矿证券对中线趋势也转为看平。

与前一周相比，短线看多的

机构数量降至0，多数转为看平，

其中少数机构对中线趋势仍保

持乐观，认为短期调整有利于后

市行情的开展。但多数看平的机

构相对谨慎，建议投资者逢高减

仓。 部分机构看空短期行情，认

为短期调整将加剧。

华泰证券和新时代证券对中

线趋势较为乐观。 前者分析认为

密集发布的低迷经济数据、IPO

资金面冲击等多重因素接踵而

至，市场观望情绪开始上升，短期

将陷入波动。但是，影响A股中长

期走势的内外环境并未发生大的

变化， 支撑股指上涨的因素尚未

消失， 因此股指的短期波动反而

更有利于后市行情的展开。 新时

代证券表示， 大盘短期见顶迹象

明显，后市有继续调整的要求，但

由于改革政策红利依然存在，加

之降息降准预期升温， 因此空间

有限，预计2250-2300点区域有

较强支撑。 目前的调整是为明年

的行情做准备， 操作上建议暂时

谨慎观望。

申银万国证券认为短期应

以防御为主，指出海外市场暴跌

是影响上周A股的主要因素。 在

时间上，市场进入密集的政策观

望期，本周将有多个重大预期兑

现。 从技术上分析，大盘一旦再

次冲高失败则将失守短期均线，

从而进入后3浪调整， 其空间和

时间难以立即消化，因此建议投

资者不要激进持仓，应该向防御

性品种靠拢。

五矿证券表示后市行情走

向还要看政策“脸色” ，该机构

指出外围市场大跌的负面影响

已传导至A股，且外围的情况不

大可能在短期有明显好转。 从国

内PPI和CPI的走势来看，产能过

剩不是需求不足引发，更可能是

改革滞后的结果，因此在扩大内

需上还要看政策的进一步落实。

国都证券分析称这是7月行情启

动以来首次回踩30日均线，基本

面挫伤市场信心，盘面呈放量滞

涨格局，筹码明显松动，短线获

利回吐压力进一步加大，因此调

整格局基本确立。

空头东吴证券分析认为，获

利盘过大和技术指标顶背离是

市场调整的两大内因，且将是短

线的主基调，建议投资者继续防

守反击，择机逢高减仓。 西南证

券强调宏观经济数据将继续释

放利空效应，并影响强周期性行

业，同时新股发行将造成资金分

流，预计大盘会失守2300点整数

关口。

7月22日以来51只破净“重圆”股表现

69只个股仍破净 周期股是主力

市场上涨助力51股“破净重圆”

□本报记者 张怡

A股市场自7月22日以来发

动了两波强势逼空行情，极大激

发了乐观情绪。 水涨船高，近三

个月时间，A股市场的破净股数

目也从此前的120只大幅缩减至

目前的69只，51只个股得以破净

“重圆” 。 这些“重圆”股大多以

中小盘股为主，由于具备较为强

烈的改革转型预期而备受资金

青睐，平均涨幅超过了34%。 而

仍旧处于破净泥潭的个股则盘

子相对较大、行业传统且改革预

期不强，难以获得资金青睐。

51只个股脱离破净泥潭

自7月22日以来，沪深两市各

主要指数均表现喜人，连续上演新

高秀。 其中，上证综指从2054点开

始逐步上涨，最高于10月9日触及

2391.35点，幅度超过了16%。创业

板指则从阶段低点1255.69点最高

触及了1569.06点，涨幅近25%。

市场的连续上涨使得几乎全

部个股都出现不同程度的走强，

受益于此，不少破净股得以“重

圆” 。 据统计，7月22日沪深两市

的破净股数目（剔除负值和停牌

个股）共有120只，其中有51只个

股摆脱了破净状态， 因此截至目

前破净股的数目变为69只。

这51只“重圆” 股自7月22

日以来的平均涨幅超过了34%，

这些个股目前的市净率与期间

的涨幅也密切相关。 其中，中国

一重和永泰能源的涨幅最大，分

别为113.5%和108.78%； 由此，

这两只个股目前的市净率分别

为1.74和1.72，在“重圆” 股中也

位居前两位；此外，华锦股份、美

好集团的涨幅也分别达到了

90.70%和61.71%， 还有桂东电

力、建峰化工、杭钢股份和华联

综超的涨幅均超过了50%。 上述

个股目前的市净率均超过了1.3。

当然，其中也有部分个股目

前仍濒临破净的边缘。 51只个股

中，仍有23只个股的市净率未超

过1.1。 其中，冀东水泥、冀中能

源、宁夏建材和兰花科创当前的

市净率分别为 1.0115、1.0144、

1.0249和1.0280，随时可能再度

回到破净股阵营。 银行股中唯一

的“重圆” 股—宁波银行目前的

市净率也仅为1.0482。

由于此前的破净股大多分布

于传统周期性行业，因此“重圆”

股也属于该范围之内。其中，钢铁、

采掘、化工、交运和房地产行业个

股数目分别有8、7、6、6和5只。但这

些个股普遍盘子较小，51只破净

“重圆”的个股的平均自由流通市

值仅为51.83亿元， 属于资金偏爱

的弹性良好的中小盘股。

分析人士指出， 今年以来，

改革预期强烈的中小盘股均获

得了资金的热烈追捧。 上述破净

股得以“重圆” ，一方面受益于

市场连续上涨的带动，以及低价

股炒作热潮的发酵； 另一方面，

这些个股大多涉及到热门概念，

诸如大热的国企改革、国防军工

和油气改革概念，以及房地产领

域政策面的积极变化。

传统大盘周期股是破净主力

相对而言，还有更多的个股

依然在破净泥潭之中挣扎。 这些

个股具备一些共同的特征：大多

来自于传统周期性行业，由于盘

子较大而股价弹性较低，且多与

热门题材的关联度较低，难以获

得资金青睐。 短期来看，这些行

业的安全边际较高，且在上周挺

身维稳市场成为护盘侠，但料依

然难以具备持续吸引力。

首先， 传统周期股是破净股

中的主力品种和独特风景线，但业

绩弹性较低。 7月22日的120只破

净股中，有83只来自于沪市主板，

33只来自于深市主板，其余4只来

自于中小板，并无创业板个股。 这

些破净股分布于16个申万一级行

业之中，几乎全部为传统周期性行

业。 其中，钢铁和交通运输行业个

股分别有20只和18只； 同时，银

行、房地产和采掘行业的个股数目

也分别有16、13和12只。 值得关注

的是，银行业的个股全线破净。

由于部分破净股 “重圆” ，

目前的破净股仅分布于13个行

业中。 其中，银行、钢铁和交通运

输行业依然占据了大部分，银行

业除了宁波银行外，其余15只个

股依然处于破净状态；而钢铁和

交通运输行业个股数目均为12

只。 较此前减少了的是电子、商

业贸易和汽车行业的个股。

其次， 破净股普遍盘子较

大，但股价弹性较差。 据统计，截

至上周五，剩余的69只破净股全

部是主板个股，其中沪市主板和

深市主板个股分别有51只和18

只，中小板个股消失不见；目前

全部A股的平均自由流通市值为

44.20亿元， 而69只破净股的平

均自由流通市值超过了195亿

元。 在自由流通市值排行榜中，

前9位全部为银行股， 民生、招

商、浦发和兴业四家银行的自由

流通市值均超过了千亿元。 这些

个股自7月22日以来的平均涨幅

为17.21%，大约仅为“重圆” 股

的一半，可见股价弹性较低。

最后， 在题材炒作为主流的

行情中， 这些个股因缺乏题材而

与市场的热闹绝缘。 分析人士指

出，从本质上来看，股价跌破净资

产是股票价值低估的一种表现，

而当前这更体现为市场对公司改

革预期乃至股价上涨前景的不看

好。 总体来看， 目前A股高位震

荡，谨慎情绪升温，上周金融、钢

铁、 交运等破净股集中的行业轮

番表现，但维稳意味较浓，短期或

为资金避风港， 但股价的突破依

然需要更加美好预期的支撑。

短期调整格局确立

□西南证券 张刚 刘浩

上周有8家券商发表了对后

市的看法：6家看平，2家看空，无

一看多（本系列报告发布以来首

次出现该情况）； 市场综合情绪

指数为49.38%，较前一周继续回

落5.62个百分点，低于50多空平

衡线，显示短期做多情绪继续收

敛，做空情绪稍占上风。 与此前

一周相比， 共有3家机构改变了

对大盘短期走势的看法， 其中1

家对中线趋势作了修正。 新时代

证券对本周趋势由看空调升为

看平， 对中线趋势保持看多不

变；华泰证券和五矿证券对本周

趋势由看多调降为看平，其中五

矿证券对中线趋势也转为看平。

与前一周相比，短线看多的

机构数量降至0，多数转为看平，

其中少数机构对中线趋势仍保

持乐观，认为短期调整有利于后

市行情的开展。但多数看平的机

构相对谨慎，建议投资者逢高减

仓。 部分机构看空短期行情，认

为短期调整将加剧。

华泰证券和新时代证券对中

线趋势较为乐观。 前者分析认为

密集发布的低迷经济数据、IPO

资金面冲击等多重因素接踵而

至，市场观望情绪开始上升，短期

将陷入波动。但是，影响A股中长

期走势的内外环境并未发生大的

变化， 支撑股指上涨的因素尚未

消失， 因此股指的短期波动反而

更有利于后市行情的展开。 新时

代证券表示， 大盘短期见顶迹象

明显，后市有继续调整的要求，但

由于改革政策红利依然存在，加

之降息降准预期升温， 因此空间

有限，预计2250-2300点区域有

较强支撑。 目前的调整是为明年

的行情做准备， 操作上建议暂时

谨慎观望。

申银万国证券认为短期应

以防御为主，指出海外市场暴跌

是影响上周A股的主要因素。 在

时间上，市场进入密集的政策观

望期，本周将有多个重大预期兑

现。 从技术上分析，大盘一旦再

次冲高失败则将失守短期均线，

从而进入后3浪调整， 其空间和

时间难以立即消化，因此建议投

资者不要激进持仓，应该向防御

性品种靠拢。

五矿证券表示后市行情走

向还要看政策“脸色” ，该机构

指出外围市场大跌的负面影响

已传导至A股，且外围的情况不

大可能在短期有明显好转。 从国

内PPI和CPI的走势来看，产能过

剩不是需求不足引发，更可能是

改革滞后的结果，因此在扩大内

需上还要看政策的进一步落实。

国都证券分析称这是7月行情启

动以来首次回踩30日均线，基本

面挫伤市场信心，盘面呈放量滞

涨格局，筹码明显松动，短线获

利回吐压力进一步加大，因此调

整格局基本确立。

空头东吴证券分析认为，获

利盘过大和技术指标顶背离是

市场调整的两大内因，且将是短

线的主基调，建议投资者继续防

守反击，择机逢高减仓。 西南证

券强调宏观经济数据将继续释

放利空效应，并影响强周期性行

业，同时新股发行将造成资金分

流，预计大盘会失守2300点整数

关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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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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只个股仍破净 周期股是主力

市场上涨助力51股“破净重圆”

□本报记者 张怡

A股市场自7月22日以来发

动了两波强势逼空行情，极大激

发了乐观情绪。 水涨船高，近三

个月时间，A股市场的破净股数

目也从此前的120只大幅缩减至

目前的69只，51只个股得以破净

“重圆” 。 这些“重圆”股大多以

中小盘股为主，由于具备较为强

烈的改革转型预期而备受资金

青睐，平均涨幅超过了34%。 而

仍旧处于破净泥潭的个股则盘

子相对较大、行业传统且改革预

期不强，难以获得资金青睐。

51只个股脱离破净泥潭

自7月22日以来，沪深两市各

主要指数均表现喜人，连续上演新

高秀。 其中，上证综指从2054点开

始逐步上涨，最高于10月9日触及

2391.35点，幅度超过了16%。创业

板指则从阶段低点1255.69点最高

触及了1569.06点，涨幅近25%。

市场的连续上涨使得几乎全

部个股都出现不同程度的走强，

受益于此，不少破净股得以“重

圆” 。 据统计，7月22日沪深两市

的破净股数目（剔除负值和停牌

个股）共有120只，其中有51只个

股摆脱了破净状态， 因此截至目

前破净股的数目变为69只。

这51只“重圆” 股自7月22

日以来的平均涨幅超过了34%，

这些个股目前的市净率与期间

的涨幅也密切相关。 其中，中国

一重和永泰能源的涨幅最大，分

别为113.5%和108.78%； 由此，

这两只个股目前的市净率分别

为1.74和1.72，在“重圆” 股中也

位居前两位；此外，华锦股份、美

好集团的涨幅也分别达到了

90.70%和61.71%， 还有桂东电

力、建峰化工、杭钢股份和华联

综超的涨幅均超过了50%。 上述

个股目前的市净率均超过了1.3。

当然，其中也有部分个股目

前仍濒临破净的边缘。 51只个股

中，仍有23只个股的市净率未超

过1.1。 其中，冀东水泥、冀中能

源、宁夏建材和兰花科创当前的

市净率分别为 1.0115、1.0144、

1.0249和1.0280，随时可能再度

回到破净股阵营。 银行股中唯一

的“重圆” 股—宁波银行目前的

市净率也仅为1.0482。

由于此前的破净股大多分布

于传统周期性行业，因此“重圆”

股也属于该范围之内。其中，钢铁、

采掘、化工、交运和房地产行业个

股数目分别有8、7、6、6和5只。但这

些个股普遍盘子较小，51只破净

“重圆”的个股的平均自由流通市

值仅为51.83亿元， 属于资金偏爱

的弹性良好的中小盘股。

分析人士指出， 今年以来，

改革预期强烈的中小盘股均获

得了资金的热烈追捧。 上述破净

股得以“重圆” ，一方面受益于

市场连续上涨的带动，以及低价

股炒作热潮的发酵； 另一方面，

这些个股大多涉及到热门概念，

诸如大热的国企改革、国防军工

和油气改革概念，以及房地产领

域政策面的积极变化。

传统大盘周期股是破净主力

相对而言，还有更多的个股

依然在破净泥潭之中挣扎。 这些

个股具备一些共同的特征：大多

来自于传统周期性行业，由于盘

子较大而股价弹性较低，且多与

热门题材的关联度较低，难以获

得资金青睐。 短期来看，这些行

业的安全边际较高，且在上周挺

身维稳市场成为护盘侠，但料依

然难以具备持续吸引力。

首先， 传统周期股是破净股

中的主力品种和独特风景线，但业

绩弹性较低。 7月22日的120只破

净股中，有83只来自于沪市主板，

33只来自于深市主板，其余4只来

自于中小板，并无创业板个股。 这

些破净股分布于16个申万一级行

业之中，几乎全部为传统周期性行

业。 其中，钢铁和交通运输行业个

股分别有20只和18只； 同时，银

行、房地产和采掘行业的个股数目

也分别有16、13和12只。 值得关注

的是，银行业的个股全线破净。

由于部分破净股 “重圆” ，

目前的破净股仅分布于13个行

业中。 其中，银行、钢铁和交通运

输行业依然占据了大部分，银行

业除了宁波银行外，其余15只个

股依然处于破净状态；而钢铁和

交通运输行业个股数目均为12

只。 较此前减少了的是电子、商

业贸易和汽车行业的个股。

其次， 破净股普遍盘子较

大，但股价弹性较差。 据统计，截

至上周五，剩余的69只破净股全

部是主板个股，其中沪市主板和

深市主板个股分别有51只和18

只，中小板个股消失不见；目前

全部A股的平均自由流通市值为

44.20亿元， 而69只破净股的平

均自由流通市值超过了195亿

元。 在自由流通市值排行榜中，

前9位全部为银行股， 民生、招

商、浦发和兴业四家银行的自由

流通市值均超过了千亿元。 这些

个股自7月22日以来的平均涨幅

为17.21%，大约仅为“重圆” 股

的一半，可见股价弹性较低。

最后， 在题材炒作为主流的

行情中， 这些个股因缺乏题材而

与市场的热闹绝缘。 分析人士指

出，从本质上来看，股价跌破净资

产是股票价值低估的一种表现，

而当前这更体现为市场对公司改

革预期乃至股价上涨前景的不看

好。 总体来看， 目前A股高位震

荡，谨慎情绪升温，上周金融、钢

铁、 交运等破净股集中的行业轮

番表现，但维稳意味较浓，短期或

为资金避风港， 但股价的突破依

然需要更加美好预期的支撑。

短期调整格局确立

□西南证券 张刚 刘浩

上周有8家券商发表了对后

市的看法：6家看平，2家看空，无

一看多（本系列报告发布以来首

次出现该情况）； 市场综合情绪

指数为49.38%，较前一周继续回

落5.62个百分点，低于50多空平

衡线，显示短期做多情绪继续收

敛，做空情绪稍占上风。 与此前

一周相比， 共有3家机构改变了

对大盘短期走势的看法， 其中1

家对中线趋势作了修正。 新时代

证券对本周趋势由看空调升为

看平， 对中线趋势保持看多不

变；华泰证券和五矿证券对本周

趋势由看多调降为看平，其中五

矿证券对中线趋势也转为看平。

与前一周相比，短线看多的

机构数量降至0，多数转为看平，

其中少数机构对中线趋势仍保

持乐观，认为短期调整有利于后

市行情的开展。但多数看平的机

构相对谨慎，建议投资者逢高减

仓。 部分机构看空短期行情，认

为短期调整将加剧。

华泰证券和新时代证券对中

线趋势较为乐观。 前者分析认为

密集发布的低迷经济数据、IPO

资金面冲击等多重因素接踵而

至，市场观望情绪开始上升，短期

将陷入波动。但是，影响A股中长

期走势的内外环境并未发生大的

变化， 支撑股指上涨的因素尚未

消失， 因此股指的短期波动反而

更有利于后市行情的展开。 新时

代证券表示， 大盘短期见顶迹象

明显，后市有继续调整的要求，但

由于改革政策红利依然存在，加

之降息降准预期升温， 因此空间

有限，预计2250-2300点区域有

较强支撑。 目前的调整是为明年

的行情做准备， 操作上建议暂时

谨慎观望。

申银万国证券认为短期应

以防御为主，指出海外市场暴跌

是影响上周A股的主要因素。 在

时间上，市场进入密集的政策观

望期，本周将有多个重大预期兑

现。 从技术上分析，大盘一旦再

次冲高失败则将失守短期均线，

从而进入后3浪调整， 其空间和

时间难以立即消化，因此建议投

资者不要激进持仓，应该向防御

性品种靠拢。

五矿证券表示后市行情走

向还要看政策“脸色” ，该机构

指出外围市场大跌的负面影响

已传导至A股，且外围的情况不

大可能在短期有明显好转。 从国

内PPI和CPI的走势来看，产能过

剩不是需求不足引发，更可能是

改革滞后的结果，因此在扩大内

需上还要看政策的进一步落实。

国都证券分析称这是7月行情启

动以来首次回踩30日均线，基本

面挫伤市场信心，盘面呈放量滞

涨格局，筹码明显松动，短线获

利回吐压力进一步加大，因此调

整格局基本确立。

空头东吴证券分析认为，获

利盘过大和技术指标顶背离是

市场调整的两大内因，且将是短

线的主基调，建议投资者继续防

守反击，择机逢高减仓。 西南证

券强调宏观经济数据将继续释

放利空效应，并影响强周期性行

业，同时新股发行将造成资金分

流，预计大盘会失守2300点整数

关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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