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荐关注行业 推荐券商 行业关注度

金融板块（银行、券商、保险） 新时代证券、五矿证券、信达证券、华泰证券、申银万国证券、国都证券、光大证券

70%

大盘蓝筹股 五矿证券、华泰证券、民生证券、国都证券、西南证券

50%

一带一路 新时代证券、五矿证券

20%

地产、基建 申银万国证券

10%

汽车 光大证券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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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上周

收盘价

程度

上限偏

离上周

收盘价

程度

市场情绪 星级

情绪

指数

综合指

数

新时代证券 多 多

3230 3500 -1.69% 6.53%

微弱看多

★★★ 70%

53.33%

五矿证券 多 多

3250 3400 -1.08% 3.49%

微弱看多

★★ 60%

信达证券 多 多

3150 3400 -4.12% 3.49%

微弱看多

★★ 60%

华泰证券 平 多

3200 3400 -2.60% 3.49%

看平

○ 50%

民生证券 平 多

3200 3400 -2.60% 3.49%

看平

○ 50%

申银万国证券 平 多

3250 3350 -1.08% 1.97%

看平

○ 50%

国都证券 平 多

3150 3350 -4.12% 1.97%

看平

○ 50%

光大证券 空 多

3150 3350 -4.12% 1.97%

谨慎看空

☆ 45%

西南证券 空 多

3200 3300 -2.60% 0.44%

谨慎看空

☆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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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 多

3230-3500

一带一路、金融股

华泰证券 平 多

3200-3400

金融等蓝筹股走向

东吴证券

信达证券 多 多

3150-3400

券商股、银行股

国都证券 平 多

3150-3350

保险、银行等蓝筹股

五矿证券 多 多

3250-3400

一带一路、金融、具备估值优势的蓝筹股

西南证券 空 多

3200-3300

相对

H

股折价的

A

股蓝筹

太平洋证券

光大证券 空 多

3150-3350

汽车、银行股

财通证券

申银万国证券 平 多

3250-3350

金融、地产、基建

民生证券 平 多

3200-3400

二线蓝筹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可流通时间

本期流

通数量

(万股)

已流通

数量

(万股)

待流通

数量

(万股)

流通股份类型

300283.SZ

温州宏丰

2015-1-12 2193.75 6370.85 7441.2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033.SZ

同花顺

2015-1-12 86.84 13099.90 13780.1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671.SZ

龙泉股份

2015-1-12 5828.50 24224.15 20145.43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284.SZ

苏交科

2015-1-12 4689.50 32249.13 18221.72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0206.SH

有研新材

2015-1-12 9015.01 52515.01 31362.82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634.SH

中技控股

2015-1-12 11901.50 39797.87 17775.34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819.SH

耀皮玻璃

2015-1-12 12872.25 67247.26 7494.34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289.SZ

宇顺电子

2015-1-12 2767.89 12558.53 6125.06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059.SZ

云南旅游

2015-1-12 1846.72 23346.72 13192.91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993.SH

马应龙

2015-1-12 7.39 33095.10 62.90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002634.SZ

棒杰股份

2015-1-12 1472.56 7050.69 5754.94

配股一般股份

002352.SZ

鼎泰新材

2015-1-12 1052.60 5038.08 2745.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0446.SH

金证股份

2015-1-13 149.15 26563.55 0.00

股权激励一般股份

601886.SH

江河创建

2015-1-13 3405.00 115405.00 0.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1558.SH *ST

锐电

2015-1-13 173694.00 236754.00 366306.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330.SZ

得利斯

2015-1-13 6486.00 43714.00 6486.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285.SZ

国瓷材料

2015-1-13 9360.00 12600.80 123.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0693.SZ

华泽钴镍

2015-1-13 14009.96 21207.16 33142.03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286.SZ

安科瑞

2015-1-13 10400.00 13926.80 373.2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1058.SH

赛轮金宇

2015-1-14 5740.00 43540.00 8594.94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711.SH

盛屯矿业

2015-1-14 6586.43 86620.65 63084.58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377.SH

宁沪高速

2015-1-15 522.60 379798.14 1776.61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600863.SH

内蒙华电

2015-1-15 316864.06 580774.50 0.00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002033.SZ

丽江旅游

2015-1-16 1636.04 21294.63 6884.38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1313.SH

江南嘉捷

2015-1-16 12129.32 38981.86 1063.8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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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446.SH

金证股份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1-6 151166.03 20.50 11.47

600458.SH

时代新材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1-5 5047.47 33.09 0.49

002346.SZ

柘中建设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1-5 53374.95 30.39 59.86

300411.SZ

金盾股份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1-5 89.69 33.10 0.19

300412.SZ

迦南科技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1-5 24.70 33.09 0.08

601299.SH

中国北车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4-12-31 7087.15 33.18 0.09

601766.SH

中国南车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4-12-31 12522.88 33.10 0.16

600876.SH

洛阳玻璃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1-5 599.43 33.15 0.27

600550.SH *ST

天威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15%

的

ST

证券

2015-1-6 11067.77 15.81 1.06

600633.SH

浙报传媒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4-12-30 352505.64 -14.01 16.15

300043.SZ

互动娱乐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1-7 120866.40 22.23 40.86

002738.SZ

中矿资源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4-12-31 72.42 33.12 0.18

300268.SZ

万福生科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1-5 11201.85 33.07 28.42

300162.SZ

雷曼光电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4-12-30 51467.39 -22.10 11.37

300153.SZ

科泰电源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4-12-31 20256.65 -17.80 10.49

002608.SZ

舜天船舶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4-12-30 40588.33 -22.67 12.26

300410.SZ

正业科技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1-5 38.25 33.08 0.13

002736.SZ

国信证券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1-5 2064.08 33.17 0.14

002737.SZ

葵花药业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4-12-31 134522.20 33.12 54.34

300319.SZ

麦捷科技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1-5 2588.88 33.08 3.42

601918.SH

国投新集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4-12-31 301020.70 33.08 17.86

603588.SH

高能环境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4-12-30 786.23 33.14 0.59

603636.SH

南威软件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4-12-31 165.18 33.12 0.25

000662.SZ

索芙特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1-5 384.94 33.12 0.17

000922.SZ

佳电股份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1-7 76084.65 20.98 16.68

603636.SH

南威软件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1-7 1229.17 21.00 1.44

300085.SZ

银之杰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1-7 66673.37 21.01 12.16

601216.SH

内蒙君正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1-7 76347.58 20.98 3.20

603169.SH

兰石重装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1-7 105457.44 20.97 50.81

000037.SZ

深南电

A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1-7 28500.60 21.06 9.63

002736.SZ

国信证券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1-8 2371.15 20.99 0.12

000557.SZ *ST

广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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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12-31 1255.06 -9.77 0.31

002738.SZ

中矿资源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1-7 292.50 21.02 0.57

002438.SZ

江苏神通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1-7 66413.09 20.98 22.34

601766.SH

中国南车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1-7 21450.10 20.98 0.23

000811.SZ

烟台冰轮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1-7 7570.18 21.00 1.33

601880.SH

大连港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1-8 251154.94 20.93 13.90

300160.SZ

秀强股份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1-5 674.87 -18.96 0.27

601299.SH

中国北车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1-7 18946.88 21.07 0.18

603588.SH

高能环境 换手率达

20% 2015-1-9 44093.86 -5.39 2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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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1166.SH

兴业银行

2015-1-7 16.87 -0.71 2,000.00 33,740.00

600000.SH

浦发银行

2015-1-7 16.07 -0.37 2,000.00 32,140.00

600837.SH

海通证券

2015-1-7 23.88 1.53 1,000.00 23,880.00

000961.SZ

中南建设

2015-1-5 14.13 3.14 1,650.00 23,314.50

600873.SH

梅花生物

2015-1-9 7.58 -3.07 2,760.00 20,920.80

600383.SH

金地集团

2015-1-5 10.27 -9.99 2,000.00 20,540.00

601233.SH

桐昆股份

2015-1-5 10.00 -5.66 2,000.00 20,000.00

600401.SH

海润光伏

2015-1-7 6.44 -9.93 3,000.00 19,320.00

002605.SZ

姚记扑克

2015-1-6 15.80 -9.97 1,000.00 15,800.00

000402.SZ

金融街

2015-1-7 12.15 6.49 1,300.00 15,795.00

601939.SH

建设银行

2015-1-7 6.92 1.47 2,250.00 15,570.00

002240.SZ

威华股份

2015-1-5 20.87 -6.79 700.00 14,609.00

002605.SZ

姚记扑克

2015-1-6 15.80 -9.97 850.00 13,430.00

002420.SZ

毅昌股份

2015-1-5 6.03 -10.00 2,000.99 12,065.97

300200.SZ

高盟新材

2015-1-8 11.26 -9.99 1,066.00 12,003.16

002373.SZ

千方科技

2015-1-5 24.91 -7.74 470.00 11,707.70

601208.SH

东材科技

2015-1-8 8.45 -10.01 1,380.49 11,665.14

000793.SZ

华闻传媒

2015-1-7 11.47 -3.37 1,000.00 11,470.00

601005.SH

重庆钢铁

2015-1-5 3.17 -4.80 3,400.00 10,778.00

601991.SH

大唐发电

2015-1-5 6.70 -2.62 1,600.00 10,720.00

000980.SZ

金马股份

2015-1-8 5.93 -7.92 1,800.00 10,674.00

002240.SZ

威华股份

2015-1-6 19.97 -7.37 530.00 10,584.10

601199.SH

江南水务

2015-1-9 19.01 -0.11 510.26 9,700.00

002505.SZ

大康牧业

2015-1-9 6.41 -9.97 1,500.00 9,615.00

600166.SH

福田汽车

2015-1-7 6.45 -2.12 1,390.00 8,965.50

600166.SH

福田汽车

2015-1-8 6.40 -2.14 1,210.00 7,744.00

601991.SH

大唐发电

2015-1-5 6.70 -2.62 1,100.00 7,370.00

601199.SH

江南水务

2015-1-9 19.01 -0.11 380.00 7,223.80

600738.SH

兰州民百

2015-1-7 7.20 0.70 1,000.00 7,200.00

600532.SH

宏达矿业

2015-1-7 9.25 -0.64 750.00 6,937.50

600585.SH

海螺水泥

2015-1-5 22.69 2.76 300.00 6,807.00

601939.SH

建设银行

2015-1-7 6.92 1.47 950.00 6,574.00

000156.SZ

华数传媒

2015-1-7 22.57 -10.01 281.61 6,355.94

601005.SH

重庆钢铁

2015-1-5 3.17 -4.80 2,000.00 6,340.00

601991.SH

大唐发电

2015-1-5 6.70 -2.62 880.00 5,896.00

002263.SZ

大东南

2015-1-6 5.59 -1.76 1,000.00 5,590.00

002263.SZ

大东南

2015-1-6 5.56 -2.28 1,000.00 5,560.00

000783.SZ

长江证券

2015-1-8 15.50 -5.78 351.51 5,448.41

002642.SZ

荣之联

2015-1-7 25.55 -10.00 210.00 5,365.50

002304.SZ

洋河股份

2015-1-5 75.40 -4.62 70.00 5,278.00

2014年大宗交易额与上证综指表现对比图

2014年12月各申万一级行业大宗交易成交额占比

2014年12月部分个股大宗交易情况

代码 名称

成交价

（元）

折价率

(%)

成交量

(万股

\份\张)

成交额

(万元)

买方营业部 卖方营业部

所属申万

一级行业

601901.SH

方正证券

13.68 -0.80 23000.00 314640.00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湛江海滨大道南证券营业部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总部证券营业部 非银金融

600036.SH

招商银行

15.68 0.00 6000.00 94080.00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总部 机构专用 银行

600036.SH

招商银行

14.12 0.00 6400.00 90368.00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总部 机构专用 银行

600036.SH

招商银行

14.12 0.00 6000.00 84720.00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总部 机构专用 银行

600016.SH

民生银行

8.53 -0.93 8100.00 69093.00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郑州西太康路证券营业部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珠江西路证券营业部 银行

600016.SH

民生银行

8.14 -3.33 8100.00 65934.00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菜市口大街证券营业部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北三环东路证券营业部 银行

600036.SH

招商银行

15.68 0.00 4000.00 62720.00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总部 机构专用 银行

601788.SH

光大证券

28.46 0.07 2000.00 56920.00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学院路证券营业部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哈尔滨赣水路证券营业部 非银金融

601788.SH

光大证券

28.44 10.02 1500.00 42660.00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学院路证券营业部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哈尔滨赣水路证券营业部 非银金融

600016.SH

民生银行

10.15 -3.43 4078.00 41391.70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珠江西路证券营业部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菜市口大街证券营业部 银行

000030.SZ

富奥股份

7.4 -9.98 5384.13 39842.56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深南大道证券营业部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春解放大路营业部 汽车

000046.SZ

泛海控股

8.64 0.00 4600.00 39744.00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北三环东路证券营业部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东三环中路证券营业部 房地产

600673.SH

东阳光科

14.97 -9.98 2600.00 38922.00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广州天河路证券营业部 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东莞长安证券营业部 有色金属

000960.SZ

锡业股份

18.79 2.18 1944.57 36538.54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个旧金湖西路证券营业部 海通证券交易单元

(043800)

有色金属

002085.SZ

万丰奥威

26 -3.70 1360.00 35360.00

机构专用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新昌环城南路证券营业部 汽车

600016.SH

民生银行

9.47 9.99 3730.00 35323.10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菜市口大街证券营业部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关村南大街证券营业部 银行

000046.SZ

泛海控股

9.98 0.00 3515.57 35085.39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关村南大街证券营业部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望京中环南路证券营业部 房地产

000750.SZ

国海证券

15.73 -10.01 2200.00 34606.00

机构专用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梧州西江路证券营业部 非银金融

000750.SZ

国海证券

19.4 3.30 1573.00 30516.20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虞市民大道证券营业部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梧州西江路证券营业部 非银金融

000750.SZ

国海证券

18.22 6.74 1650.00 30063.00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虞市民大道证券营业部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梧州西江路证券营业部 非银金融

000686.SZ

东北证券

17.58 2.81 1703.00 29938.74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华富路证券营业部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春西安大路证券营业部 非银金融

000063.SZ

中兴通讯

17.37 2.24 1700.00 29529.00

机构专用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安定路证券营业部 通信

002605.SZ

姚记扑克

15.96 -9.98 1800.00 28728.00

海通证券交易单元

(016606)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盐城建军中路证券营业部 轻工制造

601688.SH

华泰证券

25.61 3.27 1100.00 28171.00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黄陵路证券营业部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常熟阜湖路证券营业部 非银金融

002052.SZ

同洲电子

7.65 -10.00 3300.00 25245.00

机构专用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高淳淳溪镇宝塔路证券营业部 家用电器

600016.SH

民生银行

8.38 1.82 3000.00 25140.00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北三环东路证券营业部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江苏路证券营业部 银行

600613.SH

神奇制药

19.7 1.29 1241.66 24460.70

厦门证券有限公司福州五一北路证券营业部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金融大街证券营业部 医药生物

600567.SH

山鹰纸业

2.56 -8.57 9550.00 24448.00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黄陵路证券营业部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建国路证券营业部 轻工制造

600519.SH

贵州茅台

162 -9.96 150.00 24300.00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总部 机构专用 食品饮料

600273.SH

嘉化能源

8 -9.81 3000.00 24000.00

机构专用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杨舍东街证券营业部 纺织服装

002252.SZ

上海莱士

41.56 -8.74 566.56 23546.23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知春路证券营业部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阜外大街证券营业部 医药生物

600426.SH

华鲁恒升

10.64 -5.00 2190.00 23301.60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知春路证券营业部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呼家楼证券营业部 化工

002373.SZ

千方科技

24.11 -10.00 945.00 22783.95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望京证券营业部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雍和宫证券营业部 计算机

000686.SZ

东北证券

18.84 -0.63 1200.00 22608.00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华富路证券营业部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春西安大路证券营业部 非银金融

002540.SZ

亚太科技

17.2 -9.95 1300.00 22360.00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商城路证券营业部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和平北路证券营业部 有色金属

002480.SZ

新筑股份

11 -4.76 2000.00 22000.00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黄浦区中华路证券营业部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新光路证券营业部 机械设备

300104.SZ

乐视网

35.92 -2.55 600.00 21552.00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宣化街证券营业部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常州东横街证券营业部 传媒

002131.SZ

利欧股份

20.88 -10.00 1030.00 21506.40

机构专用 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温岭万昌中路证券营业部 机械设备

000885.SZ

同力水泥

8.95 0.34 2351.31 21044.19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郑州花园路证券营业部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昆明东风东路证券营业部 建筑材料

000415.SZ

渤海租赁

14.06 -3.76 1487.02 20907.53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山南油大道证券营业部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国贸证券营业部 非银金融

000629.SZ

攀钢钒钛

3.42 -1.16 6003.35 20531.45

厦门证券有限公司北京远大路证券营业部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金融大街证券营业部 采掘

600186.SH

莲花味精

4.22 3.18 4760.79 20090.55

厦门证券有限公司福州五一北路证券营业部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金融大街证券营业部 食品饮料

600153.SH

建发股份

10.02 1.83 2000.00 20040.00

机构专用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湖滨南路证券营业部 交通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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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大宗交易成交额环比增七成

蓝筹吸金 指数牛激活大宗交易市场

□本报记者 王威

伴随着权重股领衔的牛市

正式起航，大宗交易市场也被全

面激活。2014年7月以来，大宗交

易市场成交额迅速攀升。 其中指

数上升最快的12月也成为全年

大宗交易最活跃的月份，成交金

额达749.64亿元，较11月大幅增

长73.81%。 不仅如此，与此前大

宗交易市场中小盘股大宗交易

活跃度明显更强的格局不同，

2014年大宗交易市场呈现出了

明显的“亲” 大盘“远” 小盘的

特征，以“60” 开头的大盘蓝筹

股包揽了成交额前列，折价率也

远高于整体市场的平均折价率。

这一趋势在今年继续延续，这也

从侧面反映出当前资金偏好仍

以大盘蓝筹为主。

指数牛惹“火”大宗

12月成交创新高

据Wind资讯数据，2014年

全年沪深两市共发生11063笔大

宗交易，平均折价率为4.97%，累

计成交股数为370.52亿股，合计

成交金额为 3649.07亿元，较

2013年全年的2584.11亿元增长

了41.21%。

从2014年全年大宗交易市

场成交数据来看，大宗交易市场

与指数表现联系十分紧密，呈现

出了前低后高及下半年与指数

月度涨幅变化呈明显同步变化

的两大特征。

一方面，与上证综指先抑后

扬的走势类似，2014年大宗交易

也呈现出前低后高的趋势。2014

年上半年， 上证综指在1974.38

点至2177.98点之间展开窄幅震

荡，整个上半年股指下跌3.20%；

到了下半年伴随着指数牛的“起

跑” ， 上证综指下半年的涨幅高

达57.92%。 对应到大宗交易上，

2014年上半年大宗交易市场的

合计成交金额为1135.59亿元；

2014年下半年大宗交易成交额

陡增，单月最低成交额也远高于

上半年月最高成交，合计成交金

额达到了2513.47亿元， 较上半

年实现了翻倍。

与此同时，下半年溢价成交

的交易笔数也较上半年大幅增

加。2014年全年1699笔溢价成交

的大宗交易中有1186笔是在去

年下半年成交，占比达近七成。

另一方面，下半年指数牛行

情启动以来，大宗交易市场的活

跃程度便与上证综指指数月度

涨跌幅情况呈现明显的同向变

化关系。 伴随着指数牛的 “起

跑” ， 大宗交易月度成交笔数及

成交额分别从6月份的892笔和

225.34亿元激增到9月的1491笔

和535.88亿元；而伴随着上证综

指从9月6.62%的涨幅下滑至10

月2.38%的涨幅，10月成交笔数

及金额分别缩至680笔和249.50

亿元；11月伴随着股指更大力度

的逼空走势，大宗交易市场活跃

度也随着指数涨幅直线上升。

值得注意的是，2014年12

月， 沪深两市大宗交易共成交

1739笔，成交额达到了749.64亿

元，创下了2014年单月的最高纪

录， 且较11月大幅增长73.81%。

不仅如此，2014年12月大宗交易

的成交额同比也上升了近五成，

同时也超过了2009年全年的大

宗交易成交额。

业内人士指出，从历史大宗

交易成交情况看，大宗交易市场

的活跃度往往与市场行情存在

正相关关系。 这一方面是因为股

东倾向于在行情好的时候通过

大宗交易减持，不仅收益较为可

观， 公司股价也不易受减持影

响；另一方面，机构人士看好后

市的情况下也倾向于借道大宗

交易平台进行囤货。 而机构之所

以借道大宗交易吸筹，除了二级

市场买入足量筹码存在困难的

情况外，大宗交易股份无禁售期

限制，以及大宗交易平台手续费

低，议价能力强的机构容易获得

较大套利空间也是大宗交易市

场的“魅力”所在。

金融股领衔

“60” 大军抢滩大宗交易

2014年大宗交易市场也呈

现出了明显的“亲”大盘“远”小

盘的特征。 无论是2014年全年抑

或是2014年12月，大宗交易平台

成交额居前的股票几乎被“60”

开头的大盘蓝筹股所包揽。

以2014年12月的成交情况

为例，当月大宗交易单笔成交额

位居前十的股票均为金融股，涉

及股票为方正证券、 招商银行、

民生银行、光大证券，平均折价

率仅为0.16%， 远高于当月-5.

09%的平均折价率。 10笔中有4

笔为平价成交、2笔为溢价成交，

最高的一笔为光大证券，溢价率

为10.02%，折价最多的一笔为民

生银行，折价率也仅为-3.43%。

从行业角度来看，12月大

宗交易成交额居前的板块分别

为非银金融、银行、有色金属、

电气设备、计算机等，其中，非

银金融和银行板块12月累计成

交额为86.57亿元和79.65亿元，

为单月仅有的两个总成交占比

超过10%的板块， 对应到二级

市场也为当月涨势最好的两个

行业板块。

而这一趋势在2015年首周

得以延续。 2015年1月的第一个

交易日大宗交易成交额位居前

五的分别为兴业银行、 浦发银

行、海通证券、中南建设和金地

集团，均为大盘蓝筹股，具体分

别隶属于申万银行、非银金融和

房地产板块， 且这5笔交易的折

价率仅为-1.28%， 远高于整体

-5.55%的折价率。 这也从侧面

反映出当前资金的偏好并未发

生根本性改变，大盘蓝筹为主的

格局在资金偏好的支持下暂难

发生逆转。

2014年12月各申万一级行业大宗交易成交额占比

2014年12月大宗交易成交额环比增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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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激活。2014年7月以来，大宗交

易市场成交额迅速攀升。 其中指

数上升最快的12月也成为全年

大宗交易最活跃的月份，成交金

额达749.64亿元，较11月大幅增

长73.81%。 不仅如此，与此前大

宗交易市场中小盘股大宗交易

活跃度明显更强的格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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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趋势在今年继续延续，这也

从侧面反映出当前资金偏好仍

以大盘蓝筹为主。

指数牛惹“火”大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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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Wind资讯数据，2014年

全年沪深两市共发生11063笔大

宗交易，平均折价率为4.97%，累

计成交股数为370.52亿股，合计

成交金额为 3649.07亿元，较

2013年全年的2584.11亿元增长

了41.21%。

从2014年全年大宗交易市

场成交数据来看，大宗交易市场

与指数表现联系十分紧密，呈现

出了前低后高及下半年与指数

月度涨幅变化呈明显同步变化

的两大特征。

一方面，与上证综指先抑后

扬的走势类似，2014年大宗交易

也呈现出前低后高的趋势。2014

年上半年， 上证综指在1974.38

点至2177.98点之间展开窄幅震

荡，整个上半年股指下跌3.20%；

到了下半年伴随着指数牛的“起

跑” ， 上证综指下半年的涨幅高

达57.92%。 对应到大宗交易上，

2014年上半年大宗交易市场的

合计成交金额为1135.59亿元；

2014年下半年大宗交易成交额

陡增，单月最低成交额也远高于

上半年月最高成交，合计成交金

额达到了2513.47亿元， 较上半

年实现了翻倍。

与此同时，下半年溢价成交

的交易笔数也较上半年大幅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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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11月伴随着股指更大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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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2014年12

月， 沪深两市大宗交易共成交

1739笔，成交额达到了749.64亿

元，创下了2014年单月的最高纪

录， 且较11月大幅增长73.81%。

不仅如此，2014年12月大宗交易

的成交额同比也上升了近五成，

同时也超过了2009年全年的大

宗交易成交额。

业内人士指出，从历史大宗

交易成交情况看，大宗交易市场

的活跃度往往与市场行情存在

正相关关系。 这一方面是因为股

东倾向于在行情好的时候通过

大宗交易减持，不仅收益较为可

观， 公司股价也不易受减持影

响；另一方面，机构人士看好后

市的情况下也倾向于借道大宗

交易平台进行囤货。 而机构之所

以借道大宗交易吸筹，除了二级

市场买入足量筹码存在困难的

情况外，大宗交易股份无禁售期

限制，以及大宗交易平台手续费

低，议价能力强的机构容易获得

较大套利空间也是大宗交易市

场的“魅力”所在。

金融股领衔

“60” 大军抢滩大宗交易

2014年大宗交易市场也呈

现出了明显的“亲”大盘“远”小

盘的特征。 无论是2014年全年抑

或是2014年12月，大宗交易平台

成交额居前的股票几乎被“60”

开头的大盘蓝筹股所包揽。

以2014年12月的成交情况

为例，当月大宗交易单笔成交额

位居前十的股票均为金融股，涉

及股票为方正证券、 招商银行、

民生银行、光大证券，平均折价

率仅为0.16%， 远高于当月-5.

09%的平均折价率。 10笔中有4

笔为平价成交、2笔为溢价成交，

最高的一笔为光大证券，溢价率

为10.02%，折价最多的一笔为民

生银行，折价率也仅为-3.43%。

从行业角度来看，12月大

宗交易成交额居前的板块分别

为非银金融、银行、有色金属、

电气设备、计算机等，其中，非

银金融和银行板块12月累计成

交额为86.57亿元和79.65亿元，

为单月仅有的两个总成交占比

超过10%的板块， 对应到二级

市场也为当月涨势最好的两个

行业板块。

而这一趋势在2015年首周

得以延续。 2015年1月的第一个

交易日大宗交易成交额位居前

五的分别为兴业银行、 浦发银

行、海通证券、中南建设和金地

集团，均为大盘蓝筹股，具体分

别隶属于申万银行、非银金融和

房地产板块， 且这5笔交易的折

价率仅为-1.28%， 远高于整体

-5.55%的折价率。 这也从侧面

反映出当前资金的偏好并未发

生根本性改变，大盘蓝筹为主的

格局在资金偏好的支持下暂难

发生逆转。

2014年12月部分个股大宗交易情况

2014年12月大宗交易成交额环比增七成

蓝筹吸金 指数牛激活大宗交易市场

□本报记者 王威

伴随着权重股领衔的牛市

正式起航，大宗交易市场也被全

面激活。2014年7月以来，大宗交

易市场成交额迅速攀升。 其中指

数上升最快的12月也成为全年

大宗交易最活跃的月份，成交金

额达749.64亿元，较11月大幅增

长73.81%。 不仅如此，与此前大

宗交易市场中小盘股大宗交易

活跃度明显更强的格局不同，

2014年大宗交易市场呈现出了

明显的“亲” 大盘“远” 小盘的

特征，以“60” 开头的大盘蓝筹

股包揽了成交额前列，折价率也

远高于整体市场的平均折价率。

这一趋势在今年继续延续，这也

从侧面反映出当前资金偏好仍

以大盘蓝筹为主。

指数牛惹“火”大宗

12月成交创新高

据Wind资讯数据，2014年

全年沪深两市共发生11063笔大

宗交易，平均折价率为4.97%，累

计成交股数为370.52亿股，合计

成交金额为 3649.07亿元，较

2013年全年的2584.11亿元增长

了41.21%。

从2014年全年大宗交易市

场成交数据来看，大宗交易市场

与指数表现联系十分紧密，呈现

出了前低后高及下半年与指数

月度涨幅变化呈明显同步变化

的两大特征。

一方面，与上证综指先抑后

扬的走势类似，2014年大宗交易

也呈现出前低后高的趋势。2014

年上半年， 上证综指在1974.38

点至2177.98点之间展开窄幅震

荡，整个上半年股指下跌3.20%；

到了下半年伴随着指数牛的“起

跑” ， 上证综指下半年的涨幅高

达57.92%。 对应到大宗交易上，

2014年上半年大宗交易市场的

合计成交金额为1135.59亿元；

2014年下半年大宗交易成交额

陡增，单月最低成交额也远高于

上半年月最高成交，合计成交金

额达到了2513.47亿元， 较上半

年实现了翻倍。

与此同时，下半年溢价成交

的交易笔数也较上半年大幅增

加。2014年全年1699笔溢价成交

的大宗交易中有1186笔是在去

年下半年成交，占比达近七成。

另一方面，下半年指数牛行

情启动以来，大宗交易市场的活

跃程度便与上证综指指数月度

涨跌幅情况呈现明显的同向变

化关系。 伴随着指数牛的 “起

跑” ， 大宗交易月度成交笔数及

成交额分别从6月份的892笔和

225.34亿元激增到9月的1491笔

和535.88亿元；而伴随着上证综

指从9月6.62%的涨幅下滑至10

月2.38%的涨幅，10月成交笔数

及金额分别缩至680笔和249.50

亿元；11月伴随着股指更大力度

的逼空走势，大宗交易市场活跃

度也随着指数涨幅直线上升。

值得注意的是，2014年12

月， 沪深两市大宗交易共成交

1739笔，成交额达到了749.64亿

元，创下了2014年单月的最高纪

录， 且较11月大幅增长73.81%。

不仅如此，2014年12月大宗交易

的成交额同比也上升了近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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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10.02%，折价最多的一笔为民

生银行，折价率也仅为-3.43%。

从行业角度来看，12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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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非银金融、银行、有色金属、

电气设备、计算机等，其中，非

银金融和银行板块12月累计成

交额为86.57亿元和79.65亿元，

为单月仅有的两个总成交占比

超过10%的板块， 对应到二级

市场也为当月涨势最好的两个

行业板块。

而这一趋势在2015年首周

得以延续。 2015年1月的第一个

交易日大宗交易成交额位居前

五的分别为兴业银行、 浦发银

行、海通证券、中南建设和金地

集团，均为大盘蓝筹股，具体分

别隶属于申万银行、非银金融和

房地产板块， 且这5笔交易的折

价率仅为-1.28%， 远高于整体

-5.55%的折价率。 这也从侧面

反映出当前资金的偏好并未发

生根本性改变，大盘蓝筹为主的

格局在资金偏好的支持下暂难

发生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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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高受阻，上证指数上影线长达119.42点

近期A股市场出现了高位震荡的格局。不仅仅是日K线图的宽幅震荡，而且还指日内的剧烈震荡，比如说在周五，上证指数一度在金融股牵引下攻上3400点。但尾盘又大幅跳水，上证指数又由大涨转为微跌，失守3400点、3300点，以3285.41点收盘，这使得上证指数的上影线长达119.42点。

由此可见，以金融股为核心的指标股牛市行情已引起市场参与者的反感。因为指标股的参与者主要是机构资金，而且机构资金更愿意参与指标股的运作，毕竟指标股流动性强，几个亿甚至几十亿的进出也不会产生流动性不足的态势。更何况，指标股的拉升、打压，又直接关系到股指期货的运行。这样就有利于机构资金在股指期货、指标股现货上双双获利。所以，机构资金对指标股的运作激情有增无减。

但是，作为当前A股市场的构成主体来说，大多数是中小投资者以及部分游资热钱，他们很难达到在股指期货与现货中同时布局的能力。因此，指标股的大涨与大跌的宽幅震荡，中小投资者并未有着明显的赚钱效应。相反，由于指标股以及相对应的股指期货的剧烈震荡，打乱了他们原有的操作节奏、操作习惯，使得小盘股、成长股的行情出现了方向不明的态势，这无疑引起了他们对大起大落行情的金融股走势的反感，也就意味着当前A股的走势已经缺乏群众基础。无论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金融角逐过程过程中，缺乏群众基础，往往就意味着空中楼阁，后续的拉升、打压，均难以得到市场参与者的广泛认可、认同。所以，机构资金的做多能量明显削弱，也就使得周四A股暴跌，周五尾盘A股跳水。看来，当前A股市场只是强势格局，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牛市，短线A股走势将面临着诸多挑战与压力。

逆产业趋势，煤炭石油指数大涨8.23%

在上周初，中国石油等石油股冲击涨停板，国投新集等煤炭股更是群体冲击涨停板，极大地震撼了市场参与者的投资思维。一方面是因为煤炭石油股均是大市值品种，但是在海量资金的驱劝下，居然出现如此轻盈的、冲击涨停板的股价走势。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此类个股所处的行业趋势并不是很乐观。其中，煤炭的需求未有根本性的改变，石油价格更是跌跌不休。但是，此类个股却在如此谨慎的行业景气背景下出现集体冲击涨停板的走势。

诚如人不能拎着自己头发离开地球一样，这些逆产业趋势的品种在随后的走势出现了受阻回落的态势，从而使得此类个股在上周出现了先扬后抑的走势。只是由于周初涨幅大，因此，后半周的回落只是吞蚀了上周初的部分涨幅，上周一周的煤炭石油指数仍然上涨8.23%。

如此的走势其实也隐含着此类个股的后续走势可能不乐观。一是因为此类个股的上涨主要靠市场的人气氛围的哄托。但反观上周的走势，成交量渐趋萎缩，沪市的日均成交量从前期的5000亿元已降至上周五的3700亿元，如此的量能显然是难以支撑起A股所谓的“煤飞色舞”的资源股行情。二是因为产业趋势的确难有实质性的改变。以煤炭股为例，随着我国能源结构的改革，核电、水电等清洁能源的比重以及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比重的提升，火电的比重将降低，对煤炭的需求也随之降低。在此背景下，煤炭行业显然难有大的作为。故可以推测的是，未来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煤炭石油股难有大的波动行情产生。

订单饱满，铁路基建股上涨7.6%

上周铁路基建板块出现了相对强硬的走势。其中，中国铁建等龙头品种更是在震荡中重心持续上移，K线图已形成了清晰的上升通道，从而驱动着铁路基建指数大涨7.6%。

面对如此强硬的走势，舆论叫好声一片，认为此类个股仍将进一步上涨。毕竟铁路基建股拥有乐观的产业发展趋势，比如为对冲房地产市场能量的减弱，我国将进一步加大对铁路等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所以，未来铁路基建股的订单仍将饱满。与此同时，“一带一路”战略的展开意味着铁路基建股的海外市场空间也将更为乐观，一个又一个的大型项目订单将成为股价的催化剂。所以，越来越多的资金认可铁路基建股的涨升趋势。

但是，有两个因素可能会制约着铁路基建股的涨升空间。一是估值因素。铁路基建其实是工程建筑股的一个重要分歧，无论是海外市场还是A股的以往走势，对工程建筑股的估值一般给予10倍或15倍市盈率，不会再高。因为工程建筑股的净利润率只有2%左右，且对资本的需求量大，对资金成本的敏感度高，因此并不是一个较佳的投资品种，不能给予更高的估值。二是成长性问题。近年来，我国加大了对铁路基建的投资力度，但从中国铁建等相关上市公司的报表来看，订单增速其实并不高，一般在15%至20%。既如此，此类个股的未来成长性并不是宜过于期待。更何况，从铁路基建股的海外项目来看，风险较高，高风险、低净利润率，这样的行业能够给予更高的估值嘛？反观当前铁路基建股，动态市盈率都已经上升至20倍以上，所以，估值风险加大，将制约着此类个股的后续弹升

空间，宜谨慎。

资金开始配置，创业板指上涨5.54%

2015年的第一个交易周期，A股市场出现了新的分化格局。其中，上证指数出现了宽幅震荡、冲高受阻的走势。但创业板指却在震荡中渐渐重心上移。在周五的上证指数强劲反弹过程中也相对强硬，因为以往的上证指数一大涨，创业板指就大幅回落的走势特征并未出现，说明创业板的市场人气有所复苏。看来，短线创业板指有资金积极配置，买力渐增，创业板指上涨5.54%。

这主要是基于基本面的因素。证券市场的核心在于为未来定价，而不是对过去的业绩进行表彰。就目前情况来看，大盘股的行情更主要是对过去的低估值行情进行一次复苏式的梳理，未来的成长预期其实并不乐观，毕竟产业需求、宏观经济并不支持大市值品种的业绩成长预期。但小盘股则由于科技的进步、居民需求的变更等因素而极易催生持续的高成长股。较为典型的就是近年来电子商务、互联网催生了诸多优质高成长股，从阿里巴巴到京东，创业板里的东方财富、乐视网等大市值品种均得益于这些新兴产业。所以，就未来的发展趋势来说，也只有创业板里的新兴产业股才拥有更为乐观的未来，更为乐观的成长前景，才应该拥有更高的估值溢价。

而且，舆论氛围也渐渐转向小市值品种，比如说关于配置问题，越来越多的舆论声音显示出机构资金不仅仅要配置金融股等国家经济命脉的个股，也要配置代表中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发展未来的新兴产业股。再比如说关于注册制的延后推测等等，均有利于创业板指的活跃。

所以，随着A股市场投资风向的变化，创业板的确迎来了新的投资周期。就目前来看，新兴产业股、积极外延式扩张的产业股均是未来的投资机会。就目前来看，梅泰诺、新开源、腾邦国际、联建光电、迪安诊断、博晖创新、博雅生物等个股均是如此。其中，梅泰诺的大股东参与增发以及高管等员工筹集5500万元二级市场买股票等诸多信息意味着公司的基本面可能会有较大的积极变化。而腾邦国际则是未来数年的、可持续跟踪的品种，他的经营模式更有支付宝的特征，所以，未来的业绩成长趋势值得期待。

冲高受阻 上证指数上影线长达

119.42

点

近期A股市场出现了高位震

荡的格局。 不仅仅是日K线图的宽

幅震荡， 而且还指日内的剧烈震

荡，比如说在周五，上证指数一度

在金融股牵引下攻上3400点。 但

尾盘又大幅跳水，上证指数又由大

涨转为微跌， 失守3400点、3300

点，以3285.41点收盘，这使得上证

指数的上影线长达119.42点。

由此可见，以金融股为核心

的指标股牛市行情已引起市场

参与者的反感。 因为指标股的参

与者主要是机构资金，而且机构

资金更愿意参与指标股的运作，

毕竟指标股流动性强，几个亿甚

至几十亿的进出也不会产生流

动性不足的态势。 更何况，指标

股的拉升、打压，又直接关系到

股指期货的运行。 这样就有利于

机构资金在股指期货、指标股现

货上双双获利。 所以，机构资金

对指标股的运作激情有增无减。

但是，作为当前A股市场的构

成主体来说，大多数是中小投资者

以及部分游资热钱，他们很难达到

在股指期货与现货中同时布局的

能力。 因此，指标股的大涨与大跌

的宽幅震荡，中小投资者并未有着

明显的赚钱效应。 相反，由于指标

股以及相对应的股指期货的剧烈

震荡， 打乱了他们原有的操作节

奏、操作习惯，使得小盘股、成长股

的行情出现了方向不明的态势，这

无疑引起了他们对大起大落行情

的金融股走势的反感，也就意味着

当前A股的走势已经缺乏群众基

础。无论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金融

角逐过程中，缺乏群众基础，往往

就意味着空中楼阁， 后续的拉升、

打压，均难以得到市场参与者的广

泛认可、认同。所以，机构资金的做

多能量明显削弱，也就使得周四A

股暴跌，周五尾盘A股跳水。 看来，

当前A股市场只是强势格局，并不

是严格意义上的牛市，短线A股走

势将面临着诸多挑战与压力。

逆产业趋势 煤炭石油指数大涨

8.23%

在上周初， 中国石油等石油

股冲击涨停板， 国投新集等煤炭

股更是群体冲击涨停板， 极大地

震撼了市场参与者的投资思维。

一方面是因为煤炭石油股均是大

市值品种， 但是在海量资金的驱

劝下，居然出现如此轻盈的、冲击

涨停板的股价走势。 另一方面则

是因为此类个股所处的行业趋势

并不是很乐观。其中，煤炭的需求

未有根本性的改变， 石油价格更

是跌跌不休。但是，此类个股却在

如此谨慎的行业景气背景下出现

集体冲击涨停板的走势。

诚如人不能拎着自己头发离

开地球一样， 这些逆产业趋势的品

种在随后的走势出现了受阻回落的

态势， 从而使得此类个股在上周出

现了先扬后抑的走势。 只是由于周

初涨幅大，因此，后半周的回落只是

吞蚀了上周初的部分涨幅， 上周一

周的煤炭石油指数仍然上涨8.23%。

如此的走势其实也隐含着此

类个股的后续走势可能不乐观。一

是因为此类个股的上涨主要靠市

场的人气氛围的烘托。但反观上周

的走势，成交量渐趋萎缩，沪市的

日均成交量从前期的5000亿元已

降至上周五的3700亿元， 如此的

量能显然是难以支撑起A股所谓

的“煤飞色舞”的资源股行情。 二

是因为产业趋势的确难有实质性

的改变。 以煤炭股为例，随着我国

能源结构的改革，核电、水电等清

洁能源的比重以及风能、太阳能等

新能源比重的提升，火电的比重将

降低， 对煤炭的需求也随之降低。

在此背景下，煤炭行业显然难有大

的作为。 故可以推测的是，未来一

段相当长的时间内，煤炭石油股难

有大的波动行情产生。

订单饱满 铁路基建股上涨

7.6%

上周铁路基建板块出现了

相对强硬的走势。 其中，中国铁

建等龙头品种更是在震荡中重

心持续上移，K线图已形成了清

晰的上升通道，从而驱动着铁路

基建指数大涨7.6%。

面对如此强硬的走势， 舆论

叫好声一片， 认为此类个股仍将

进一步上涨。 毕竟铁路基建股拥

有乐观的产业发展趋势， 比如为

对冲房地产市场能量的减弱，我

国将进一步加大对铁路等大型基

础设施项目的建设，所以，未来铁

路基建股的订单仍将饱满。 与此

同时，“一带一路”战略的展开意

味着铁路基建股的海外市场空间

也将更为乐观， 一个又一个的大

型项目订单将成为股价的催化

剂。所以，越来越多的资金认可铁

路基建股的涨升趋势。

但是，有两个因素可能会制

约着铁路基建股的涨升空间。 一

是估值因素。 铁路基建其实是工

程建筑股的一个重要分歧，无论

是海外市场还是A股的以往走

势，对工程建筑股的估值一般给

予10倍或15倍市盈率， 不会再

高。 因为工程建筑股的净利润率

只有2%左右， 且对资本的需求

量大， 对资金成本的敏感度高，

因此并不是一个较佳的投资品

种，不能给予更高的估值。 二是

成长性问题。 近年来，我国加大

了对铁路基建的投资力度，但从

中国铁建等相关上市公司的报

表来看， 订单增速其实并不高，

一般在15%至20%。 既如此，此

类个股的未来成长性并不是宜

过于期待。 更何况，从铁路基建

股的海外项目来看， 风险较高，

高风险、低净利润率，这样的行

业能够给予更高的估值吗？ 反观

当前铁路基建股，动态市盈率都

已经上升至20倍以上， 所以，估

值风险加大，将制约着此类个股

的后续弹升空间，宜谨慎。

资金开始配置 创业板指上涨

5.54%

2015年的第一个交易周期，

A股市场出现了新的分化格局。

其中， 上证指数出现了宽幅震

荡、冲高受阻的走势。 但创业板

指却在震荡中渐渐重心上移。 在

周五的上证指数强劲反弹过程

中也相对强硬，因为以往的上证

指数一大涨，创业板指就大幅回

落的走势特征并未出现，说明创

业板的市场人气有所复苏。 看

来，短线创业板指有资金积极配

置， 买力渐增， 创业板指上涨

5.54%。

这主要是基于基本面的因

素。 证券市场的核心在于为未来

定价， 而不是对过去的业绩进行

表彰。就目前情况来看，大盘股的

行情更主要是对过去的低估值行

情进行一次复苏式的梳理， 未来

的成长预期其实并不乐观， 毕竟

产业需求、 宏观经济并不支持大

市值品种的业绩成长预期。 但小

盘股则由于科技的进步、 居民需

求的变更等因素而极易催生持续

的高成长股。 较为典型的就是近

年来电子商务、 互联网催生了诸

多优质高成长股， 从阿里巴巴到

京东，创业板里的东方财富、乐视

网等大市值品种均得益于这些新

兴产业。所以，就未来的发展趋势

来说， 也只有创业板里的新兴产

业股才拥有更为乐观的未来，更

为乐观的成长前景， 才应该拥有

更高的估值溢价。

而且，舆论氛围也渐渐转向

小市值品种，比如说关于配置问

题，越来越多的舆论声音显示出

机构资金不仅仅要配置金融股

等国家经济命脉的个股，也要配

置代表中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

发展未来的新兴产业股。 再比如

说关于注册制的延后推测等等，

均有利于创业板指的活跃。

所以， 随着A股市场投资风

向的变化， 创业板的确迎来了新

的投资周期。就目前来看，新兴产

业股、 积极外延式扩张的产业股

均是未来的投资机会。 就目前来

看，梅泰诺、新开源、腾邦国际、联

建光电、迪安诊断、博晖创新、博

雅生物等个股均是如此。其中，梅

泰诺的大股东参与增发以及高管

等员工筹集5500万元二级市场

买股票等诸多信息意味着公司的

基本面可能会有较大的积极变

化。而腾邦国际则是未来数年的、

可持续跟踪的品种， 他的经营模

式更有支付宝的特征，所以，未来

的业绩成长趋势值得期待。（金百

临咨询 秦洪 执业证书编号

A12102080900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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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推荐关注行业情况一览本周推荐关注行业情况一览

短期振幅加大 牛市逻辑不改

□西南证券 张刚 刘浩

本周有9家券商发表了对后

市的看法，3家看多，4家看平，2

家看空； 市场综合情绪指数为

53.3%，较前一周回落8.9个百分

点， 显示市场做多情绪有所收

敛，谨慎情绪开始升温。 与上周

相比， 共有5家机构改变了对大

盘短期走势的看法：（1） 多→

平，华泰证券、申银万国证券、民

生证券对本周趋势由看多转为

看平，对中线趋势仍保持看多不

变；（2）多→空，西南证券对本

周趋由多翻空， 对中线维持看

多；（3）平→空，光大证券对本

周趋势由看平调降为看空，对中

线维持看多。

总体而言，所有机构仍然看

多大盘中线走势，但认为短期市

场将出现大幅震荡，部分谨慎的

券商开始强调短线调整的风险。

多头新时代证券分析表示，基本

面上经济运行处于“通胀水平较

低，通缩压力较大”的格局，给政

策宽松提供了条件。流动性上受

新股密集发行影响，短期资金将

趋紧，市场利率或因此出现大幅

上涨。因此后市大盘将维持高位

震荡调整，建议适当减持涨幅过

大个股，半仓操作。

五矿证券指出不必因波动

而怀疑行情。从目前看支持本轮

行情上涨的资金面因素未发生

改变，且A股的环境也存在较多

有利因素，比如油价走低有助于

提高居民购买力、蓝筹估值仍具

优势、 欧日维持宽松货币政策

等。信达证券预计短线大盘将维

持反复宽幅震荡走势，但牛市格

局仍将保持，券商股可能随时重

拾升势，题材股方面可重点关注

“一带一路” 、军工、环保、医药

等回调充分的品种。

看平短期趋势的民生证券

认为宽幅震荡或成为新常态，本

周市场将以调仓换股或清理浮

筹为主。本轮行情围绕低估值和

改革预期展开，而目前A股估值

依然处于较低水平，国企改革顶

层方案或于一季度出炉。因此新

年伊始是投资者布局的好时候，

逢低关注权重股及业绩较好的

电子信息、医药等二线蓝筹。

同样看平的申银万国证券

分析称一旦申购资金回流，股

指就将企稳走强， 因此短期行

情以强势震荡、 防御性走势为

主，中期趋势依然保持乐观。 而

支持本轮牛市的两大因素无风

险利率下行及改革深化并未明

显改变。

华泰证券指出金融股走势

依然是股指走势的风向标，部分

成长股已经跌出黄金坑，市场资

金开始重新关注。 短期市场不安

定因素有所增加，一是新股的密

集发行，二是融资盘退却加大市

场波动。预计未来一周仍以震荡

为主，投资者盈利难度加大。

光大证券提示警惕市场短

期调整风险，新股发行将使得流

动性趋紧，直到19日申购资金解

冻。 目前并未出现风格切换，因

此投资者可将低估值蓝筹作为

重点关注对象。西南证券也表示

新股发行及股指期货1501合约

到期都使得股指走势不容乐观，

而经济数据的负面预期将会影

响投资者积极性，因此若成交出

现明显缩减，则意味大盘将步入

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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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头条原创表格限售股解禁情况表格一周多空分析表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