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周推荐关注行业情况一览

推荐关注行业 推荐券商 行业关注度

题材股 新时证券、民生证券、申万宏源证券

30%

金融板块（银行、券商） 西南证券、信达证券

20%

一带一路 新时代证券、光大证券

20%

国企改革概念 国都证券、光大证券

20%

航天军工、通讯 国都证券

10%

生物制药、互联网金融 五矿证券

10%

工业

4.0

概念 东吴证券

10%

本周市场情绪指数（★表示看多，○表示看平，☆表示看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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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吴证券 多 多

3250 3450 -1.82% 4.22%

微弱看多

★★ 60%

55.00%

五矿证券 多 多

3300 3400 -0.31% 2.71%

微弱看多

★★ 60%

新时代证券 多 多

3280 3400 -0.92% 2.71%

微弱看多

★★ 60%

信达证券 多 多

3250 3400 -1.82% 2.71%

谨慎看多

★ 55%

西南证券 多 多

3300 3350 -0.31% 1.20%

谨慎看多

★ 55%

民生证券 多 平

3200 3400 -3.33% 2.71%

谨慎看多

★ 55%

国都证券 平 多

3230 3380 -2.43% 2.11%

看平

○ 50%

光大证券 平 多

3100 3400 -6.35% 2.71%

看平

○ 50%

申万宏源证券 平 空

3270 3380 -1.22% 2.11%

看平

○ 50%

国内券商多空观点基本情况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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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0-3400

一带一路、题材股

华泰证券 本周未发表观点

东吴证券 多 多

3250-3450

工业

4.0

概念

信达证券 多 多

3250-3400

券商、银行

国都证券 平 多

3230-3380

航天军工、通讯、国企改革

五矿证券 多 多

3300-3400

生物制药、互联网金融

西南证券 多 多

3300-3350

银行、券商

太平洋证券 本周未发表观点

光大证券 平 多

3100-3400

国企改革、一带一路

财通证券 本周未发表观点

申银万国证券 平 空

3270-3380

题材股

民生证券 多 平

3200-3400

题材股

上周部分大宗交易成交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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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203.SZ

聚光科技

2015-2-25 21.82 -9.98 24.11 1000.00 21820.00

000333.SZ

美的集团

2015-2-27 31.46 -0.91 31.46 600.00 18876.00

000651.SZ

格力电器

2015-2-27 40.53 -0.95 40.53 400.00 16212.00

002337.SZ

赛象科技

2015-2-26 29.02 -9.99 32.55 500.00 14510.00

600570.SH

恒生电子

2015-2-27 68.68 -9.88 77.41 188.00 12911.84

002337.SZ

赛象科技

2015-2-26 29.02 -9.99 32.55 381.00 11056.62

600039.SH

四川路桥

2015-2-26 5.41 -0.18 5.55 2000.00 10820.00

002405.SZ

四维图新

2015-2-26 26.38 -6.29 28.01 410.00 10815.80

002405.SZ

四维图新

2015-2-25 26.38 -10.00 28.15 410.00 10815.80

600039.SH

四川路桥

2015-2-27 5.37 -3.24 5.51 2000.00 10740.00

601727.SH

上海电气

2015-2-27 9.63 -2.63 10.11 1100.00 10593.00

000725.SZ

京东方

A 2015-2-27 3.00 -2.91 3.16 3300.00 9900.00

000725.SZ

京东方

A 2015-2-25 3.00 -2.91 3.06 3300.00 9900.00

002321.SZ

华英农业

2015-2-26 8.11 0.87 8.32 1200.00 9732.00

601727.SH

上海电气

2015-2-27 9.63 -2.63 10.11 1000.00 9630.00

601727.SH

上海电气

2015-2-26 9.32 -2.61 9.89 1000.00 9320.00

002415.SZ

海康威视

2015-2-27 29.58 0.44 29.58 315.00 9317.70

000017.SZ

深中华

A 2015-2-27 8.88 1.02 9.20 1000.00 8880.00

600036.SH

招商银行

2015-2-27 13.26 -9.61 14.70 600.00 7956.00

601727.SH

上海电气

2015-2-26 9.32 -2.61 9.89 850.00 7922.00

002047.SZ

宝鹰股份

2015-2-27 8.67 3.34 8.89 800.00 6936.00

300367.SZ

东方网力

2015-2-27 112.53 0.47 114.83 60.00 6751.80

000725.SZ

京东方

A 2015-2-26 2.97 -2.94 3.09 2000.00 5940.00

002310.SZ

东方园林

2015-2-27 19.60 -2.15 19.75 300.00 5880.00

300325.SZ

德威新材

2015-2-25 8.88 -2.20 9.15 640.00 5683.20

300367.SZ

东方网力

2015-2-26 109.76 -4.04 112.00 50.00 5488.00

300217.SZ

东方电热

2015-2-25 12.50 -5.09 13.18 436.99 5462.38

300367.SZ

东方网力

2015-2-26 106.40 -6.98 112.00 50.00 5320.00

300367.SZ

东方网力

2015-2-27 112.53 0.47 114.83 44.27 4981.70

300217.SZ

东方电热

2015-2-25 12.50 -5.09 13.18 389.00 4862.50

300285.SZ

国瓷材料

2015-2-27 32.14 -1.56 33.13 150.00 4821.00

300370.SZ

安控科技

2015-2-25 35.94 -9.99 39.34 127.81 4593.49

300105.SZ

龙源技术

2015-2-25 11.57 -9.96 13.07 380.24 4399.38

300080.SZ

新大新材

2015-2-27 8.38 -8.42 9.19 500.00 4190.00

300217.SZ

东方电热

2015-2-25 12.50 -5.09 13.18 333.00 4162.50

002084.SZ

海鸥卫浴

2015-2-27 13.85 -3.08 14.16 300.00 4155.00

300142.SZ

沃森生物

2015-2-27 41.00 -2.15 42.25 100.00 4100.00

300325.SZ

德威新材

2015-2-25 8.88 -2.20 9.15 458.00 4067.04

603308.SH

应流股份

2015-2-26 17.37 -4.87 18.28 225.00 3908.25

300135.SZ

宝利沥青

2015-2-27 12.00 -5.44 12.62 314.99 3779.88

002071.SZ

长城影视

2015-2-27 20.86 0.43 21.39 180.00 3754.80

300287.SZ

飞利信

2015-2-25 41.24 -6.91 42.52 90.00 3711.60

300285.SZ

国瓷材料

2015-2-25 30.88 -10.00 32.83 120.00 3705.60

300370.SZ

安控科技

2015-2-26 35.94 -8.64 38.90 100.00 3594.00

002071.SZ

长城影视

2015-2-27 20.86 0.43 21.39 170.00 3546.20

300285.SZ

国瓷材料

2015-2-27 29.39 -9.98 33.13 114.82 3374.56

300367.SZ

东方网力

2015-2-26 109.76 -4.04 112.00 30.00 3292.80

000155.SZ

川化股份

2015-2-26 8.18 0.99 8.28 400.00 3272.00

000002.SZ

万科

A 2015-2-27 12.75 -0.78 12.75 250.00 3187.50

603308.SH

应流股份

2015-2-26 17.37 -4.87 18.28 180.00 3126.60

300285.SZ

国瓷材料

2015-2-26 29.55 -9.99 32.65 105.00 3102.75

300220.SZ

金运激光

2015-2-26 35.88 -1.67 36.00 80.00 2870.40

300370.SZ

安控科技

2015-2-26 35.42 -9.96 38.90 80.00 2833.60

002383.SZ

合众思壮

2015-2-26 26.92 -4.51 27.82 100.00 2692.00

002383.SZ

合众思壮

2015-2-27 26.57 -4.49 28.52 100.00 2657.00

002337.SZ

赛象科技

2015-2-26 29.02 -9.99 32.55 90.00 2611.80

000155.SZ

川化股份

2015-2-26 8.18 0.99 8.28 305.00 2494.90

002275.SZ

桂林三金

2015-2-27 17.44 -10.01 19.27 137.19 2392.57

300217.SZ

东方电热

2015-2-25 12.50 -5.09 13.18 190.70 2383.75

601727.SH

上海电气

2015-2-26 9.32 -2.61 9.89 250.00 2330.00

300135.SZ

宝利沥青

2015-2-27 12.00 -5.44 12.62 191.79 2301.48

002084.SZ

海鸥卫浴

2015-2-27 13.85 -3.08 14.16 150.00 2077.50

300367.SZ

东方网力

2015-2-27 103.35 -7.72 114.83 20.00 2067.00

300347.SZ

泰格医药

2015-2-25 40.47 -10.01 45.14 50.00 2023.50

002362.SZ

汉王科技

2015-2-25 20.00 -6.45 20.83 100.00 2000.00

000661.SZ

长春高新

2015-2-27 90.48 -5.37 97.70 22.00 1990.56

002362.SZ

汉王科技

2015-2-26 19.69 -5.47 20.51 100.00 1969.00

300062.SZ

中能电气

2015-2-27 13.02 -2.98 13.68 150.00 1953.00

002032.SZ

苏泊尔

2015-2-27 19.05 0.16 19.05 100.00 1905.00

601908.SH

京运通

2015-2-25 11.16 -9.93 12.85 142.40 1589.18

2月大宗交易溢价率居前个股2月大宗交易溢价率居前个股2014年下半年来大宗交易月成交额（亿元）2014年下半年来大宗交易月成交额（亿元）

代码 名称 交易日期

成交价

（元）

折价率

(%)

成交额

（亿元）

所属申万

一级行业

601377.SH

兴业证券

2

月

6

日

13.53 10.00 0.06

非银金融

600774.SH

汉商集团

2

月

6

日

16.63 9.99 0.09

商业贸易

601398.SH

工商银行

2

月

13

日

4.75 9.45 0.10

银行

002367.SZ

康力电梯

2

月

12

日

12.93 8.75 0.25

机械设备

600243.SH

青海华鼎

2

月

11

日

8.5 8.42 0.05

机械设备

300367.SZ

东方网力

2

月

16

日

123.19 7.81 0.44

计算机

300367.SZ

东方网力

2

月

16

日

123.19 7.81 0.42

计算机

600379.SH

宝光股份

2

月

13

日

13 6.82 0.48

电气设备

600379.SH

宝光股份

2

月

13

日

13 6.82 0.46

电气设备

600379.SH

宝光股份

2

月

13

日

13 6.82 0.04

电气设备

002609.SZ

捷顺科技

2

月

16

日

25.64 6.70 0.68

计算机

002609.SZ

捷顺科技

2

月

16

日

25.64 6.70 0.42

计算机

601929.SH

吉视传媒

2

月

16

日

13.23 6.69 0.66

传媒

600711.SH

盛屯矿业

2

月

11

日

8 6.52 0.03

有色金属

300347.SZ

泰格医药

2

月

16

日

45.58 6.50 0.07

医药生物

600016.SH

民生银行

2

月

9

日

9.6 5.84 5.76

银行

300368.SZ

汇金股份

2

月

3

日

48.5 5.66 0.34

计算机

002367.SZ

康力电梯

2

月

10

日

12 5.17 0.12

机械设备

300383.SZ

光环新网

2

月

12

日

58 4.60 0.15

传媒

601218.SH

吉鑫科技

2

月

12

日

8.88 4.59 0.21

电气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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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157.SH

永泰能源

2015-3-6 52211.61 353511.91 507614.21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3997.SH N

继峰

2015-3-2 6000.00 6000.00 36000.00

首发一般股份

,

首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699.SH

均胜电子

2015-3-2 20632.48 44914.48 18700.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292.SZ

吴通通讯

2015-3-2 2830.57 9328.27 13836.94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0605.SZ

渤海股份

2015-3-4 3000.56 11843.54 7655.57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3309.SH N

维力

2015-3-2 2500.00 2500.00 7500.00

首发一般股份

,

首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363.SZ

博腾股份

2015-3-3 1100.00 3825.00 7075.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657.SZ

中科金财

2015-3-2 2503.31 8888.54 6960.42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719.SZ

麦趣尔

2015-3-2 1090.15 3380.15 5779.85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0487.SH

亨通光电

2015-3-5 7313.26 38375.64 3000.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656.SZ

卡奴迪路

2015-3-2 13350.00 19493.75 506.25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0723.SH

首商股份

2015-3-6 84.50 65806.96 33.80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000581.SZ

威孚高科

2015-3-2 16928.70 84777.03 5.07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676.SH

交运股份

2015-3-2 8023.29 86237.39 0.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815.SH

厦工股份

2015-3-5 1926.04 95897.00 0.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降息符合预期 慢牛格局确立

□长城证券 张勇

节后三个交易日大盘先抑

后扬， 上证综指再次站上3300

点， 创业板指数更是牛气冲天，

再次刷新了历史新高纪录。热点

仍然呈现出蓝筹脉冲式反弹，成

长股持续走高的特征。周末央行

宣布降息，意味着未来流动性将

继续保持宽松。 笔者认为，降息

总体符合预期，短期会对蓝筹股

构成利好刺激，但整体二次崛起

概率不大，未来市场仍是主板慢

牛，创业板快牛格局。

首先，通缩风险较大，降息

符合市场预期，但对蓝筹股利好

有限。 从近期公布的经济数据

看，通缩压力仍然较大，房价持

续低迷，货币放松符合预期。 3月

1日，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

布2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

数（PMI）为49.9%，比上月微升

0.1个百分点， 表明制造业收缩

幅度收窄，但是总体仍在荣枯线

下方，制造业景气度持续低迷。 2

月28日，中国指数研究院发布的

百城房价数据显示，2015年2月，

全国100个城市（新建）住宅平

均价格为10539元/平方米，环比

下跌0.24%，同比下跌3.84%。 为

了应对通缩，央行半年内两次降

息一次降准完全符合市场预期。

从对市场的影响看， 降息对地

产、券商、钢铁、有色等行业属于

实质性利好，但由于利好已在预

期之内，加上去年下半年蓝筹股

普遍已累积50%以上升幅，因此

本次降息对蓝筹影响不大。但从

中长期看，货币政策持续宽松有

助于慢牛行情的延续，但再掀类

似去年下半年的蓝筹大行情可

能性并不大。

其次， 政策将主导短期热

点， 主题投资仍然最吸引眼球。

从2015年行情特点看， 蓝筹股

总体处于盘整阶段，而题材股表

现突出。 两会召开在即，热门议

题会引发市场的广泛关注，投资

者将会大力追捧相关题材。由于

经济下行压力较大，2015年经

济稳增长主要着力点仍将会是

“一带一路” ， 因而相关配套政

策也将会逐步出台。发改委近期

发文表示，2015年将深入实施

区域发展总体战略， 着力推进

“一带一路” 、京津冀协同发展、

长江经济带等重大国家战略，锐

意进取、奋发有为，狠抓各项政

策措施落实，进一步优化经济发

展空间格局，加强国际、国内区

域开放合作，不断完善创新区域

政策，健全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

制，促进各地区协调发展、协同

发展、共同发展。“一带一路” 概

念自去年下半年以来总体有了

较大升幅，原有的铁路基建继续

大幅上涨的可能性不大，大力推

动部分传统行业走出去可能会

催生新的热点。 另外， 环保、医

疗、信息安全、食品安全等民生

热点也将会成为资本市场关注

的焦点。

最后， 未来蓝筹是配角，成

长股则是投资者的最爱，投资者

以均衡配置最佳。 随着货币政策

持续宽松，金融、地产、钢铁、有

色等板块相继启动，成为去年下

半年行情的主导者。 然而进入

2015年，经济增速下行对传统行

业冲击最大。利率市场化导致息

差收窄银行利润下滑，地产结构

性产能过剩仍看不到有效去库

存的迹象，有色、煤炭等更是受

到大宗商品价格下跌而景气度

转差，经济增长未来的希望仍然

来自于经济转型，以及战略新兴

产业。随着互联网经济开始全面

向传统行业渗透，新经济的盈利

模式仍会被市场追捧，互联网金

融、工业4.0、“一带一路” 等会

被市场反复深度挖掘，投资者可

重点关注。 同时，货币宽松也会

为低估值大盘蓝筹股提供阶段

性投资机会，保险、券商、通信、

建筑等也都有催化剂，所以均衡

配置在2015年相对合适。

综上所述，2015年大盘将会

维持慢牛格局， 向上有效突破

3400点的机会也将日渐成熟，并

进而继续向上拓展空间。 但是由

于多数投资者对蓝筹兴趣已不

大，故不会再有连续的逼空式上

涨。而以创业板为代表的成长股

将会保持强势特征，千亿市值公

司今年就会出现，本土互联网企

业也会迎来快速成长。虽然注册

制提速可能会对高估值产生重

大冲击，但是不会从根本上动摇

投资者对成长股的热情。

在投资策略上，建议投资者

大小盘均衡配置，蓝筹端可以关

注券商、保险、地产；主题投资可

以关注环保、信息安全。 中长期

仍可以持续关注互联网金融、影

视传媒、苹果产业链、电动车产

业链。

政策预期升温 维持强势格局

□西南证券 张刚 刘浩

本周有9家券商发表了对后

市的看法，6家看多，3家看平，无

一看空； 市场综合情绪指数为

55.0%，较前一周上升0.6个百分

点，表明市场继续处于多头环境

之中。 与上周相比，共有2家机构

改变了对大盘走势的看法：（1）

平→多，新时代证券对中线趋势

由看平转为看多，对短线持看多

不变。 （2）多→平，申万宏源证

券对本周趋势由看多调降为看

平，对中线趋势则由多翻空。

总体上看，大多数机构仍然

看多大盘中线走势， 仅一家看

平、一家看空。 对于本周，多数机

构认为市场将维持震荡盘升格

局，沪指能否突破3400点需要成

交量的配合。 而改革政策将成为

各方关注焦点，对于政策利好的

预期将有助于激励市场做多的

热情。

多头代表新时代证券分析

称， 基本面上2月汇丰PMI初值

回升显示稳增长政策起到一定

效果，但外需不振、就业形势压

力依然较大，因此积极的财政政

策力度将进一步放大。 流动性上

央行降息降准预期有所升温，本

周在政策暖风频吹的环境下A股

有望展开春季攻势，建议逢低吸

纳具备政策利好支撑的题材股

和成长股。

五矿证券表示流动性宽松

格局未改变，是市场得以继续上

行的决定性因素，A股继续上行

是大概率事件，不必被短期波动

所扰。近期两融余额回升表明杠

杆资金再次加速入场，宏观经济

数据和外围市场环境也给A股

走强提供了契机。看多本周的东

吴证券同样认为3月份资金有望

在节后持续回流、财政存款释放

以及海外资金申购ETF的情况

下更加宽松，市场盘升走势有望

延续。

西南证券认为2月PMI终值

将继续释放利好效应，两会带来

的改革预期将激励做多积极性，

预计大盘将以3300点为支撑，持

续上行。 民生证券强调，市场对

改革寄予厚望， 因此3月份应关

注与两会有关的主题投资 （如

“一带一路” 、 新型城镇化等），

以及业绩稳定增长、估值较低且

符合产业发展前景的个股。 在政

策预期升温的背景下，市场强势

格局不改。

对本周持看平观点的光大

证券认为股指将在3100-3400

点的箱体中维持高位震荡，后续

重点关注蓝筹股以及货币政策

和改革预期两大催化剂。 从中线

看， 市场的攀升趋势没有变化，

但要突破3400点，需要量能的明

显放大， 预期本周， 国企改革、

“一带一路” 等将成为讨论的重

点内容。

国都证券指出结构性牛市

格局将延续， 财政政策将加力

增效， 近期要积极把握政策受

益个股的机会。 申万宏源证券

分析认为大盘成交量未明显放

大，资金显得畏首畏尾。 未来两

周既是政策预期的密集期，也

是决定下一阶段A股走势的定

调期， 因此后市行情将以等待

性走势为主。 沪指有望冲击

3400点，但若无成交配合，冲高

回落的概率较大。

■

一周多空分析

牛熊数字化

存量热钱上台阶上证指数站上3300点

目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疲软，不仅在于美、欧、日等发达国家部分跨国企业相继撤离，显示我国经济领域的劳动力、环境等成本上升；还在于房地产等曾经牵引着我国经济十年高成长周期的引擎已经减弱，而房地产引擎的减弱使得整个房地产产业链投资空间随之收敛。与此同时，近年来房租等成本迅速提升，由此庞大的社会资金开始将目光放至证券市场。然而经过了2014年四季度的潮涌之后，再度纷纷沉淀下来，使得A股市场的成交量虽从去年12月顶峰的1万余亿元回落，但目前仍然保持着6000余亿元的水平，这说明A股市场的存量热钱已上了一个新台阶。存量热钱的增多，也就对应着整个A股市场估值容忍水平在提升，也对应着整个A股市场的投资机会在增多。

正因如此，A股市场在羊年第一个交易周保持强硬走势，上证指数也站上了3300点，且预计短线A股市场仍将维持着温热态势。也正是因为成交量相对活跃，个股行情自然热度不减，每个交易日都有50只甚至更高数量的个股冲击涨停板，强大的赚钱效应也在聚集着存量热钱，汇聚市场热度；另一方面，庞大的存量热钱，在热点的牵引下，一会儿涌向互联网金融，一会儿涌向“一带一路”，一会儿又涌向通信等4G产业，使得A股二级市场的投资机会增多。

业绩驱动通信指数涨2.38%

近期通信板块成为市场竞相关注的品种。其中，梅泰诺、吴通通讯、宜通世纪等个股均涨幅居前，从而驱动着通信指数2.38%。

这一方面是因为通信行业的2014年度业绩较为靓丽，从已公布的年报、业绩预告、快报来看，通信行业基本上出现了业绩高速成长的苗头，说明在4G大背景下，我国通信产业正迎来新的发展契机；另一方面则是通信行业内在的变革在催生新的投资机会，较为典型的就是春节期间的红包大战，互联网公司将营销工具与传统习俗融合演绎到极致，新的产业亮点昭示出通信产业正在发生着巨大变化。此外，传统通信业务在萎缩，如短信业务的大幅下滑，使得运营商处于步履维艰的境况。但从投资的角度来看，并不宜过于悲观，毕竟运营商是互联网通信产业的基础设施，且流量经营策略也有所收获，未来运营商的路径逾发清晰，即加大力度改革，包括商业模式也包括此前市场所憧憬的民营资本。因此，运营商转型必将有其产业链条上的公司受益，从而催生新的投资机会。

也就是说，通信产业热点仍将延续。这不仅来源于产业热点的驱动，还来源于实实在在的产业投资驱动。从目前了解的信息来看，TDD4G牌照即将发放，整个运营商的投资力度也会加大，从而给通信设备类生产厂商带来新的业绩成长点。所以，通信领域的投资机会充沛，一方面是4G产业链个股，包括宜通世纪、梅泰诺、世纪鼎利等品种；另一方面是拥抱互联网产业、信息安全领域的品种，初灵信息、卫士通等个股可重点跟踪。

高估值压力显现互联金融跌0.57%

羊年第一个交易周，互联网金融板块出现高位回落态势，恒生电子、金证股份、大智慧等个股均有所调整，从而使得互联网金融指数下跌0.57%。

互联网金融概念股的回落，主要受两个因素影响。一方面，由于春节长假前市场参与者对互联网金融寄予较高的期望值，尤其是2014年春节期间的“抢红包”大战让各路热钱对2015年的红包大战寄予了更高期望，进而加大了对互联网金融的投资力度。春节长假过后，相应的数据也说明“抢红包”大战的确无愧于市场参与者的期盼。但毕竟利好兑现，所以部分热钱采取了逢高套现策略，互联网金融的短线卖压自然增强。另一方面，经过了2015年前两个月的反复运作，互联网金融概念股大多有50%以上的涨幅，部分品种甚至有100%的涨幅，这就使得此类个股的估值已达100余倍市盈率，甚至更高，这就使得此类个股的股价有“高处不胜寒”的感觉。在此背景下，略有抛售，就会引发跟风卖盘，因此，整个互联网金融概念股在羊年第一个交易周出现了相对疲软的

走势。

但就后续走势来说，互联网金融产业的发展趋势依然值得期待。毕竟互联网金融在部分层面颠覆了传统金融，减少了中介费用，契合了当前整个宏观经济要求融资成本降低的趋势。与此同时，行业领先的部分上市公司也积极打造供应链金融，从而产生了新的业绩增长点，重塑了产业生态环境，有利于整个行业的发展。所以，互联网金融、供应链金融产业股在调整之后仍有望获得涨升契机，腾邦国际、嘉欣丝绸、大智慧等个股的发展空间仍然值得期待。

整合预期增强航天军工指数涨3.63%

羊年的第一个交易周，短短三个交易日内，航天军工股反复活跃，进而驱动着航天军工指数大涨3.63%，成为A股市场在羊年的领涨品种。

业内人士指出这主要是因为我国航天军工股的整合趋势非常清晰。不仅是中航系等航天军工集团内部的整合，而且还在于整个航天军工领域科研院所的整合也在有序进行。由于科研院所的研发实力强大，未来的产品研制能力超群，所以，这也将赋予航天军工股新的做多底气与激情。

更为重要的是，目前我国战略重点正在悄然改变。一方面是因为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在航空、空中领域以及近海的利益诉求也随之提升，且由于我国融入到全球分工体系的程度越来越深，故我国进出口通道必须畅通。这就要求我国未来的战略重点从陆军向海军、空军领域发展。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我国装备制造业的升级，也主要来源于军工与海洋力量的拓展。所以，航天军工板块仍有望延续着强劲行情，对中航系、中兵系等集团旗下的相关上市公司可予以积极跟踪。（金百临咨询秦洪执业证书编号A1210612020001）

存量热钱上台阶 上证指数站上

3300

点

目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疲

软，不仅在于美、欧、日等发达国

家部分跨国企业相继撤离， 显示

我国经济领域的劳动力、 环境等

成本上升； 还在于房地产等曾经

牵引着我国经济十年高成长周期

的引擎已经减弱， 而房地产引擎

的减弱使得整个房地产产业链投

资空间随之收敛。 与此同时，近年

来房租等成本迅速提升， 由此庞

大的社会资金开始将目光放至证

券市场。 然而经过了2014年四季

度的潮涌之后， 再度纷纷沉淀下

来，使得A股市场的成交量虽从去

年12月顶峰的1万余亿元回落，但

目前仍然保持着6000余亿元的水

平，这说明A股市场的存量热钱已

上了一个新台阶。 存量热钱的增

多，也就对应着整个A股市场估值

容忍水平在提升，也对应着整个A

股市场的投资机会在增多。

正因如此，A股市场在羊年

第一个交易周保持强硬走势，上

证指数也站上了3300点，且预计

短线A股市场仍将维持着温热态

势。 也正是因为成交量相对活

跃， 个股行情自然热度不减，每

个交易日都有50只甚至更高数

量的个股冲击涨停板，强大的赚

钱效应也在聚集着存量热钱，汇

聚市场热度；另一方面，庞大的

存量热钱， 在热点的牵引下，一

会儿涌向互联网金融，一会儿涌

向“一带一路” ，一会儿又涌向

通信等4G产业，使得A股二级市

场的投资机会增多。

业绩驱动 通信指数涨

2.38%

近期通信板块成为市场竞

相关注的品种。 其中，梅泰诺、吴

通通讯、宜通世纪等个股均涨幅

居前 ， 从而驱动着通信指数

2.38%。

这一方面是因为通信行业

的2014年度业绩较为靓丽，从

已公布的年报、业绩预告、快报

来看， 通信行业基本上出现了

业绩高速成长的苗头， 说明在

4G大背景下，我国通信产业正

迎来新的发展契机； 另一方面

则是通信行业内在的变革在催

生新的投资机会， 较为典型的

就是春节期间的红包大战，互

联网公司将营销工具与传统习

俗融合演绎到极致， 新的产业

亮点昭示出通信产业正在发生

着巨大变化。 此外，传统通信业

务在萎缩， 如短信业务的大幅

下滑， 使得运营商处于步履维

艰的境况。 但从投资的角度来

看，并不宜过于悲观，毕竟运营

商是互联网通信产业的基础设

施， 且流量经营策略也有所收

获， 未来运营商的路径逾发清

晰，即加大力度改革，包括商业

模式也包括此前市场所憧憬的

民营资本。 因此，运营商转型必

将有其产业链条上的公司受

益，从而催生新的投资机会。

也就是说， 通信产业热点

仍将延续。 这不仅来源于产业

热点的驱动， 还来源于实实在

在的产业投资驱动。 从目前了

解的信息来看，TDD4G牌照即

将发放， 整个运营商的投资力

度也会加大， 从而给通信设备

类生产厂商带来新的业绩成长

点。 所以，通信领域的投资机会

充沛， 一方面是4G产业链个

股，包括宜通世纪、梅泰诺、世

纪鼎利等品种； 另一方面是拥

抱互联网产业、 信息安全领域

的品种，初灵信息、卫士通等个

股可重点跟踪。

高估值压力显现 互联金融跌

0.57%

羊年第一个交易周，互联网

金融板块出现高位回落态势，恒

生电子、金证股份、大智慧等个

股均有所调整，从而使得互联网

金融指数下跌0.57%。

互联网金融概念股的回

落，主要受两个因素影响。 一方

面， 由于春节长假前市场参与

者对互联网金融寄予较高的期

望值， 尤其是2014年春节期间

的“抢红包” 大战让各路热钱

对2015年的红包大战寄予了更

高期望， 进而加大了对互联网

金融的投资力度。 春节长假过

后， 相应的数据也说明 “抢红

包” 大战的确无愧于市场参与

者的期盼。 但毕竟利好兑现，所

以部分热钱采取了逢高套现策

略， 互联网金融的短线卖压自

然增强。另一方面，经过了2015

年前两个月的反复运作， 互联

网金融概念股大多有50%以上

的涨幅，部分品种甚至有100%

的涨幅， 这就使得此类个股的

估值已达100余倍市盈率，甚至

更高， 这就使得此类个股的股

价有“高处不胜寒” 的感觉。 在

此背景下，略有抛售，就会引发

跟风卖盘，因此，整个互联网金

融概念股在羊年第一个交易周

出现了相对疲软的走势。

但就后续走势来说，互联网

金融产业的发展趋势依然值得

期待。 毕竟互联网金融在部分层

面颠覆了传统金融，减少了中介

费用，契合了当前整个宏观经济

要求融资成本降低的趋势。 与此

同时，行业领先的部分上市公司

也积极打造供应链金融，从而产

生了新的业绩增长点，重塑了产

业生态环境，有利于整个行业的

发展。 所以，互联网金融、供应链

金融产业股在调整之后仍有望

获得涨升契机，腾邦国际、嘉欣

丝绸、大智慧等个股的发展空间

仍然值得期待。

整合预期增强 航天军工指数涨

3.63%

羊年的第一个交易周，短短

三个交易日内，航天军工股反复

活跃，进而驱动着航天军工指数

大涨3.63%， 成为A股市场在羊

年的领涨品种。

业内人士指出这主要是因为

我国航天军工股的整合趋势非常

清晰。 不仅是中航系等航天军工

集团内部的整合， 而且还在于整

个航天军工领域科研院所的整合

也在有序进行。 由于科研院所的

研发实力强大， 未来的产品研制

能力超群，所以，这也将赋予航天

军工股新的做多底气与激情。

更为重要的是，目前我国战

略重点正在悄然改变。 一方面是

因为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在航

空、空中领域以及近海的利益诉

求也随之提升，且由于我国融入

到全球分工体系的程度越来越

深， 故我国进出口通道必须畅

通。 这就要求我国未来的战略重

点从陆军向海军、 空军领域发

展。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我国装备

制造业的升级，也主要来源于军

工与海洋力量的拓展。 所以，航

天军工板块仍有望延续着强劲

行情，对中航系、中兵系等集团

旗下的相关上市公司可予以积

极跟踪。 （金百临咨询 秦洪 执

业证书编号

A1210612020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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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大宗交易成交498亿元 环比增2成

□本报实习记者 叶涛

2015年2月以来，A股市场

暖阳高照， 尤其春节前最后一

周，股指录得“七连阳 ” 的同

时， 市场大宗交易热情也快速

回升。 相比1月415.38亿元成交

总额，2月大宗交易的成交额跳

涨至498.05亿元， 增幅接近两

成。 值得注意的是，2月成交股

票的数量环比明显下滑， 且折

价率超过10%成交的股票数量

也出现了减少，分析人士表示，

这或暗示伴随市场重心再度上

移， 投资者持股信心和意愿正

在增强。

大宗交易迅速回暖

2月， 沪综指先抑后扬，以

3148.08点为起始点快速下破

3100点重要关口，最低时一度下

探至3049.11点， 不过之后受中

小盘股行情爆发带动市场交投

升温， 沪深两市大盘也重拾升

势，展开触底后的强势反弹。

股指的大幅走强给大宗交

易市场带来阵阵暖意。 据Wind

数据显示， 相比2015年1月，A

股大宗交易市场2月总成交额

实现 498.05亿元， 环比增长

82.67亿元，增幅接近两成。 值

得注意的是，2月下旬恰逢中国

传统节日的春节假期， 市场交

易天数本就少于1月，但总成交

规模却不减反增， 从中也折射

出了市场对大宗交易热情回

暖， 以及部分大额投资者抢夺

筹码的迫切心态。

个股来看，兴业证券、汉商

集团、工商集团成交溢价率分别

达10.00%、9.99%和9.45%，位居

全部804只股票前三甲； 而以单

次成交金额排序，则兴业银行在

2月11日当天大宗交易成交5次，

其中三次金额达到30.74亿元、

27.91亿元、23.26亿元，领跑当月

其他个股。 总量上，当月单次成

交金额超过1亿元的股票有89

只，大多集中在银行、地产、券商

以及计算机领域。

弱周期品种获青睐

尽管成交金额上2月份环比

1月增长较快， 但观察成交股数

量，2月较1月反而出现明显收

缩，全月有交易发生的股票仅有

804只， 与1月份1008只出现了

明显下滑。 而且以周为单位统

计，2月前两周通过大宗交易成

交的股票数量分别为254只、349

只，交易规模上全月呈现前多后

少格局，较1月波动更大。 分析人

士认为原因有二： 一是自2月中

旬起大盘高调反弹，令市场心理

显著偏向多方，原本寄望通过大

宗市场避险的交易需求显著弱

化，因此大宗交易市场也演绎出

先抑后扬戏码；二是考虑到2月9

日大盘阶段触底后连开七阳，为

投资者提供了良好的逢低布局

机遇，这也吸引了抄底资金的关

注， 相关个股受到此类资金深

耕， 因而2月个股平均成交额大

幅超越1月。

换句话说，这也意味着整体

上2月大宗交易投资者持股信心

大大增强。 反映在数量上，2月大

宗交易股票中成交价格折价率

超过10%的数量有151只，而1月

这一数值为218只； 更进一步对

比，2月成交折价率超过9%的股

票数为332只， 而1月则高达472

只，几乎占据全部成交股数量半

壁江山。 不过2月全月而言，在上

述成交折价率较高的股票中，鹏

翎股份以29次成交高居榜首，总

成交金额为1.52亿元。

相较1月大宗交易减持重点

主要集中在计算机、医药等中小

盘股云集的成长板块，2月市场

减持力度较大的方向主要集中

在银行、计算机领域，反而生物

医药、计算机和通信领域，如仁

和药业、安硕信息、海康威视、东

方网力等个股均遭到投资者溢

价增持，无论交易频次还是交易

总金额，在溢价成交股票中均表

现突出。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整

个2月份，机构身影频频现身大

宗交易市场，佳讯飞鸿、天目药

业、泰格医药、川化股份、光环新

网等个股均遭到机构争抢筹码，

预计随着2月28日央行再度出

手降息，A股市场流动性利好背

景下，此类股票还有望拥有上佳

表现。

本 周 限 售 股 解 禁 情 况 一 览本 周 限 售 股 解 禁 情 况 一 览

上周部分大宗交易成交情况

降息符合预期 慢牛格局确立

□长城证券 张勇

节后三个交易日大盘先抑

后扬， 上证综指再次站上3300

点， 创业板指数更是牛气冲天，

再次刷新了历史新高纪录。热点

仍然呈现出蓝筹脉冲式反弹，成

长股持续走高的特征。周末央行

宣布降息，意味着未来流动性将

继续保持宽松。 笔者认为，降息

总体符合预期，短期会对蓝筹股

构成利好刺激，但整体二次崛起

概率不大，未来市场仍是主板慢

牛，创业板快牛格局。

首先，通缩风险较大，降息

符合市场预期，但对蓝筹股利好

有限。 从近期公布的经济数据

看，通缩压力仍然较大，房价持

续低迷，货币放松符合预期。 3月

1日，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

布2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

数（PMI）为49.9%，比上月微升

0.1个百分点， 表明制造业收缩

幅度收窄，但是总体仍在荣枯线

下方，制造业景气度持续低迷。 2

月28日，中国指数研究院发布的

百城房价数据显示，2015年2月，

全国100个城市（新建）住宅平

均价格为10539元/平方米，环比

下跌0.24%，同比下跌3.84%。 为

了应对通缩，央行半年内两次降

息一次降准完全符合市场预期。

从对市场的影响看， 降息对地

产、券商、钢铁、有色等行业属于

实质性利好，但由于利好已在预

期之内，加上去年下半年蓝筹股

普遍已累积50%以上升幅，因此

本次降息对蓝筹影响不大。但从

中长期看，货币政策持续宽松有

助于慢牛行情的延续，但再掀类

似去年下半年的蓝筹大行情可

能性并不大。

其次， 政策将主导短期热

点， 主题投资仍然最吸引眼球。

从2015年行情特点看， 蓝筹股

总体处于盘整阶段，而题材股表

现突出。 两会召开在即，热门议

题会引发市场的广泛关注，投资

者将会大力追捧相关题材。由于

经济下行压力较大，2015年经

济稳增长主要着力点仍将会是

“一带一路” ， 因而相关配套政

策也将会逐步出台。发改委近期

发文表示，2015年将深入实施

区域发展总体战略， 着力推进

“一带一路” 、京津冀协同发展、

长江经济带等重大国家战略，锐

意进取、奋发有为，狠抓各项政

策措施落实，进一步优化经济发

展空间格局，加强国际、国内区

域开放合作，不断完善创新区域

政策，健全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

制，促进各地区协调发展、协同

发展、共同发展。“一带一路” 概

念自去年下半年以来总体有了

较大升幅，原有的铁路基建继续

大幅上涨的可能性不大，大力推

动部分传统行业走出去可能会

催生新的热点。 另外， 环保、医

疗、信息安全、食品安全等民生

热点也将会成为资本市场关注

的焦点。

最后， 未来蓝筹是配角，成

长股则是投资者的最爱，投资者

以均衡配置最佳。 随着货币政策

持续宽松，金融、地产、钢铁、有

色等板块相继启动，成为去年下

半年行情的主导者。 然而进入

2015年，经济增速下行对传统行

业冲击最大。利率市场化导致息

差收窄银行利润下滑，地产结构

性产能过剩仍看不到有效去库

存的迹象，有色、煤炭等更是受

到大宗商品价格下跌而景气度

转差，经济增长未来的希望仍然

来自于经济转型，以及战略新兴

产业。随着互联网经济开始全面

向传统行业渗透，新经济的盈利

模式仍会被市场追捧，互联网金

融、工业4.0、“一带一路” 等会

被市场反复深度挖掘，投资者可

重点关注。 同时，货币宽松也会

为低估值大盘蓝筹股提供阶段

性投资机会，保险、券商、通信、

建筑等也都有催化剂，所以均衡

配置在2015年相对合适。

综上所述，2015年大盘将会

维持慢牛格局， 向上有效突破

3400点的机会也将日渐成熟，并

进而继续向上拓展空间。 但是由

于多数投资者对蓝筹兴趣已不

大，故不会再有连续的逼空式上

涨。而以创业板为代表的成长股

将会保持强势特征，千亿市值公

司今年就会出现，本土互联网企

业也会迎来快速成长。虽然注册

制提速可能会对高估值产生重

大冲击，但是不会从根本上动摇

投资者对成长股的热情。

在投资策略上，建议投资者

大小盘均衡配置，蓝筹端可以关

注券商、保险、地产；主题投资可

以关注环保、信息安全。 中长期

仍可以持续关注互联网金融、影

视传媒、苹果产业链、电动车产

业链。

政策预期升温 维持强势格局

□西南证券 张刚 刘浩

本周有9家券商发表了对后

市的看法，6家看多，3家看平，无

一看空； 市场综合情绪指数为

55.0%，较前一周上升0.6个百分

点，表明市场继续处于多头环境

之中。 与上周相比，共有2家机构

改变了对大盘走势的看法：（1）

平→多，新时代证券对中线趋势

由看平转为看多，对短线持看多

不变。 （2）多→平，申万宏源证

券对本周趋势由看多调降为看

平，对中线趋势则由多翻空。

总体上看，大多数机构仍然

看多大盘中线走势， 仅一家看

平、一家看空。 对于本周，多数机

构认为市场将维持震荡盘升格

局，沪指能否突破3400点需要成

交量的配合。 而改革政策将成为

各方关注焦点，对于政策利好的

预期将有助于激励市场做多的

热情。

多头代表新时代证券分析

称， 基本面上2月汇丰PMI初值

回升显示稳增长政策起到一定

效果，但外需不振、就业形势压

力依然较大，因此积极的财政政

策力度将进一步放大。 流动性上

央行降息降准预期有所升温，本

周在政策暖风频吹的环境下A股

有望展开春季攻势，建议逢低吸

纳具备政策利好支撑的题材股

和成长股。

五矿证券表示流动性宽松

格局未改变，是市场得以继续上

行的决定性因素，A股继续上行

是大概率事件，不必被短期波动

所扰。近期两融余额回升表明杠

杆资金再次加速入场，宏观经济

数据和外围市场环境也给A股

走强提供了契机。看多本周的东

吴证券同样认为3月份资金有望

在节后持续回流、财政存款释放

以及海外资金申购ETF的情况

下更加宽松，市场盘升走势有望

延续。

西南证券认为2月PMI终值

将继续释放利好效应，两会带来

的改革预期将激励做多积极性，

预计大盘将以3300点为支撑，持

续上行。 民生证券强调，市场对

改革寄予厚望， 因此3月份应关

注与两会有关的主题投资 （如

“一带一路” 、 新型城镇化等），

以及业绩稳定增长、估值较低且

符合产业发展前景的个股。 在政

策预期升温的背景下，市场强势

格局不改。

对本周持看平观点的光大

证券认为股指将在3100-3400

点的箱体中维持高位震荡，后续

重点关注蓝筹股以及货币政策

和改革预期两大催化剂。 从中线

看， 市场的攀升趋势没有变化，

但要突破3400点，需要量能的明

显放大， 预期本周， 国企改革、

“一带一路” 等将成为讨论的重

点内容。

国都证券指出结构性牛市

格局将延续， 财政政策将加力

增效， 近期要积极把握政策受

益个股的机会。 申万宏源证券

分析认为大盘成交量未明显放

大，资金显得畏首畏尾。 未来两

周既是政策预期的密集期，也

是决定下一阶段A股走势的定

调期， 因此后市行情将以等待

性走势为主。 沪指有望冲击

3400点，但若无成交配合，冲高

回落的概率较大。

存量热钱上台阶 上证指数站上

3300

点

目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疲

软，不仅在于美、欧、日等发达国

家部分跨国企业相继撤离， 显示

我国经济领域的劳动力、 环境等

成本上升； 还在于房地产等曾经

牵引着我国经济十年高成长周期

的引擎已经减弱， 而房地产引擎

的减弱使得整个房地产产业链投

资空间随之收敛。 与此同时，近年

来房租等成本迅速提升， 由此庞

大的社会资金开始将目光放至证

券市场。 然而经过了2014年四季

度的潮涌之后， 再度纷纷沉淀下

来，使得A股市场的成交量虽从去

年12月顶峰的1万余亿元回落，但

目前仍然保持着6000余亿元的水

平，这说明A股市场的存量热钱已

上了一个新台阶。 存量热钱的增

多，也就对应着整个A股市场估值

容忍水平在提升，也对应着整个A

股市场的投资机会在增多。

正因如此，A股市场在羊年

第一个交易周保持强硬走势，上

证指数也站上了3300点，且预计

短线A股市场仍将维持着温热态

势。 也正是因为成交量相对活

跃， 个股行情自然热度不减，每

个交易日都有50只甚至更高数

量的个股冲击涨停板，强大的赚

钱效应也在聚集着存量热钱，汇

聚市场热度；另一方面，庞大的

存量热钱， 在热点的牵引下，一

会儿涌向互联网金融，一会儿涌

向“一带一路” ，一会儿又涌向

通信等4G产业，使得A股二级市

场的投资机会增多。

业绩驱动 通信指数涨

2.38%

近期通信板块成为市场竞

相关注的品种。 其中，梅泰诺、吴

通通讯、宜通世纪等个股均涨幅

居前 ， 从而驱动着通信指数

2.38%。

这一方面是因为通信行业

的2014年度业绩较为靓丽，从

已公布的年报、业绩预告、快报

来看， 通信行业基本上出现了

业绩高速成长的苗头， 说明在

4G大背景下，我国通信产业正

迎来新的发展契机； 另一方面

则是通信行业内在的变革在催

生新的投资机会， 较为典型的

就是春节期间的红包大战，互

联网公司将营销工具与传统习

俗融合演绎到极致， 新的产业

亮点昭示出通信产业正在发生

着巨大变化。 此外，传统通信业

务在萎缩， 如短信业务的大幅

下滑， 使得运营商处于步履维

艰的境况。 但从投资的角度来

看，并不宜过于悲观，毕竟运营

商是互联网通信产业的基础设

施， 且流量经营策略也有所收

获， 未来运营商的路径逾发清

晰，即加大力度改革，包括商业

模式也包括此前市场所憧憬的

民营资本。 因此，运营商转型必

将有其产业链条上的公司受

益，从而催生新的投资机会。

也就是说， 通信产业热点

仍将延续。 这不仅来源于产业

热点的驱动， 还来源于实实在

在的产业投资驱动。 从目前了

解的信息来看，TDD4G牌照即

将发放， 整个运营商的投资力

度也会加大， 从而给通信设备

类生产厂商带来新的业绩成长

点。 所以，通信领域的投资机会

充沛， 一方面是4G产业链个

股，包括宜通世纪、梅泰诺、世

纪鼎利等品种； 另一方面是拥

抱互联网产业、 信息安全领域

的品种，初灵信息、卫士通等个

股可重点跟踪。

高估值压力显现 互联金融跌

0.57%

羊年第一个交易周，互联网

金融板块出现高位回落态势，恒

生电子、金证股份、大智慧等个

股均有所调整，从而使得互联网

金融指数下跌0.57%。

互联网金融概念股的回

落，主要受两个因素影响。 一方

面， 由于春节长假前市场参与

者对互联网金融寄予较高的期

望值， 尤其是2014年春节期间

的“抢红包” 大战让各路热钱

对2015年的红包大战寄予了更

高期望， 进而加大了对互联网

金融的投资力度。 春节长假过

后， 相应的数据也说明 “抢红

包” 大战的确无愧于市场参与

者的期盼。 但毕竟利好兑现，所

以部分热钱采取了逢高套现策

略， 互联网金融的短线卖压自

然增强。另一方面，经过了2015

年前两个月的反复运作， 互联

网金融概念股大多有50%以上

的涨幅，部分品种甚至有100%

的涨幅， 这就使得此类个股的

估值已达100余倍市盈率，甚至

更高， 这就使得此类个股的股

价有“高处不胜寒” 的感觉。 在

此背景下，略有抛售，就会引发

跟风卖盘，因此，整个互联网金

融概念股在羊年第一个交易周

出现了相对疲软的走势。

但就后续走势来说，互联网

金融产业的发展趋势依然值得

期待。 毕竟互联网金融在部分层

面颠覆了传统金融，减少了中介

费用，契合了当前整个宏观经济

要求融资成本降低的趋势。 与此

同时，行业领先的部分上市公司

也积极打造供应链金融，从而产

生了新的业绩增长点，重塑了产

业生态环境，有利于整个行业的

发展。 所以，互联网金融、供应链

金融产业股在调整之后仍有望

获得涨升契机，腾邦国际、嘉欣

丝绸、大智慧等个股的发展空间

仍然值得期待。

整合预期增强 航天军工指数涨

3.63%

羊年的第一个交易周，短短

三个交易日内，航天军工股反复

活跃，进而驱动着航天军工指数

大涨3.63%， 成为A股市场在羊

年的领涨品种。

业内人士指出这主要是因为

我国航天军工股的整合趋势非常

清晰。 不仅是中航系等航天军工

集团内部的整合， 而且还在于整

个航天军工领域科研院所的整合

也在有序进行。 由于科研院所的

研发实力强大， 未来的产品研制

能力超群，所以，这也将赋予航天

军工股新的做多底气与激情。

更为重要的是，目前我国战

略重点正在悄然改变。 一方面是

因为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在航

空、空中领域以及近海的利益诉

求也随之提升，且由于我国融入

到全球分工体系的程度越来越

深， 故我国进出口通道必须畅

通。 这就要求我国未来的战略重

点从陆军向海军、 空军领域发

展。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我国装备

制造业的升级，也主要来源于军

工与海洋力量的拓展。 所以，航

天军工板块仍有望延续着强劲

行情，对中航系、中兵系等集团

旗下的相关上市公司可予以积

极跟踪。 （金百临咨询 秦洪 执

业证书编号

A1210612020001

）

2月大宗交易成交498亿元 环比增2成

□本报实习记者 叶涛

2015年2月以来，A股市场

暖阳高照， 尤其春节前最后一

周，股指录得“七连阳 ” 的同

时， 市场大宗交易热情也快速

回升。 相比1月415.38亿元成交

总额，2月大宗交易的成交额跳

涨至498.05亿元， 增幅接近两

成。 值得注意的是，2月成交股

票的数量环比明显下滑， 且折

价率超过10%成交的股票数量

也出现了减少，分析人士表示，

这或暗示伴随市场重心再度上

移， 投资者持股信心和意愿正

在增强。

大宗交易迅速回暖

2月， 沪综指先抑后扬，以

3148.08点为起始点快速下破

3100点重要关口，最低时一度下

探至3049.11点， 不过之后受中

小盘股行情爆发带动市场交投

升温， 沪深两市大盘也重拾升

势，展开触底后的强势反弹。

股指的大幅走强给大宗交

易市场带来阵阵暖意。 据Wind

数据显示， 相比2015年1月，A

股大宗交易市场2月总成交额

实现 498.05亿元， 环比增长

82.67亿元，增幅接近两成。 值

得注意的是，2月下旬恰逢中国

传统节日的春节假期， 市场交

易天数本就少于1月，但总成交

规模却不减反增， 从中也折射

出了市场对大宗交易热情回

暖， 以及部分大额投资者抢夺

筹码的迫切心态。

个股来看，兴业证券、汉商

集团、工商集团成交溢价率分别

达10.00%、9.99%和9.45%，位居

全部804只股票前三甲； 而以单

次成交金额排序，则兴业银行在

2月11日当天大宗交易成交5次，

其中三次金额达到30.74亿元、

27.91亿元、23.26亿元，领跑当月

其他个股。 总量上，当月单次成

交金额超过1亿元的股票有89

只，大多集中在银行、地产、券商

以及计算机领域。

弱周期品种获青睐

尽管成交金额上2月份环比

1月增长较快， 但观察成交股数

量，2月较1月反而出现明显收

缩，全月有交易发生的股票仅有

804只， 与1月份1008只出现了

明显下滑。 而且以周为单位统

计，2月前两周通过大宗交易成

交的股票数量分别为254只、349

只，交易规模上全月呈现前多后

少格局，较1月波动更大。 分析人

士认为原因有二： 一是自2月中

旬起大盘高调反弹，令市场心理

显著偏向多方，原本寄望通过大

宗市场避险的交易需求显著弱

化，因此大宗交易市场也演绎出

先抑后扬戏码；二是考虑到2月9

日大盘阶段触底后连开七阳，为

投资者提供了良好的逢低布局

机遇，这也吸引了抄底资金的关

注， 相关个股受到此类资金深

耕， 因而2月个股平均成交额大

幅超越1月。

换句话说，这也意味着整体

上2月大宗交易投资者持股信心

大大增强。 反映在数量上，2月大

宗交易股票中成交价格折价率

超过10%的数量有151只，而1月

这一数值为218只； 更进一步对

比，2月成交折价率超过9%的股

票数为332只， 而1月则高达472

只，几乎占据全部成交股数量半

壁江山。 不过2月全月而言，在上

述成交折价率较高的股票中，鹏

翎股份以29次成交高居榜首，总

成交金额为1.52亿元。

相较1月大宗交易减持重点

主要集中在计算机、医药等中小

盘股云集的成长板块，2月市场

减持力度较大的方向主要集中

在银行、计算机领域，反而生物

医药、计算机和通信领域，如仁

和药业、安硕信息、海康威视、东

方网力等个股均遭到投资者溢

价增持，无论交易频次还是交易

总金额，在溢价成交股票中均表

现突出。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整

个2月份，机构身影频频现身大

宗交易市场，佳讯飞鸿、天目药

业、泰格医药、川化股份、光环新

网等个股均遭到机构争抢筹码，

预计随着2月28日央行再度出

手降息，A股市场流动性利好背

景下，此类股票还有望拥有上佳

表现。

国内券商多空观点基本情况一览

降息符合预期 慢牛格局确立

□长城证券 张勇

节后三个交易日大盘先抑

后扬， 上证综指再次站上3300

点， 创业板指数更是牛气冲天，

再次刷新了历史新高纪录。热点

仍然呈现出蓝筹脉冲式反弹，成

长股持续走高的特征。周末央行

宣布降息，意味着未来流动性将

继续保持宽松。 笔者认为，降息

总体符合预期，短期会对蓝筹股

构成利好刺激，但整体二次崛起

概率不大，未来市场仍是主板慢

牛，创业板快牛格局。

首先，通缩风险较大，降息

符合市场预期，但对蓝筹股利好

有限。 从近期公布的经济数据

看，通缩压力仍然较大，房价持

续低迷，货币放松符合预期。 3月

1日，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

布2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

数（PMI）为49.9%，比上月微升

0.1个百分点， 表明制造业收缩

幅度收窄，但是总体仍在荣枯线

下方，制造业景气度持续低迷。 2

月28日，中国指数研究院发布的

百城房价数据显示，2015年2月，

全国100个城市（新建）住宅平

均价格为10539元/平方米，环比

下跌0.24%，同比下跌3.84%。 为

了应对通缩，央行半年内两次降

息一次降准完全符合市场预期。

从对市场的影响看， 降息对地

产、券商、钢铁、有色等行业属于

实质性利好，但由于利好已在预

期之内，加上去年下半年蓝筹股

普遍已累积50%以上升幅，因此

本次降息对蓝筹影响不大。但从

中长期看，货币政策持续宽松有

助于慢牛行情的延续，但再掀类

似去年下半年的蓝筹大行情可

能性并不大。

其次， 政策将主导短期热

点， 主题投资仍然最吸引眼球。

从2015年行情特点看， 蓝筹股

总体处于盘整阶段，而题材股表

现突出。 两会召开在即，热门议

题会引发市场的广泛关注，投资

者将会大力追捧相关题材。由于

经济下行压力较大，2015年经

济稳增长主要着力点仍将会是

“一带一路” ， 因而相关配套政

策也将会逐步出台。发改委近期

发文表示，2015年将深入实施

区域发展总体战略， 着力推进

“一带一路” 、京津冀协同发展、

长江经济带等重大国家战略，锐

意进取、奋发有为，狠抓各项政

策措施落实，进一步优化经济发

展空间格局，加强国际、国内区

域开放合作，不断完善创新区域

政策，健全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

制，促进各地区协调发展、协同

发展、共同发展。“一带一路” 概

念自去年下半年以来总体有了

较大升幅，原有的铁路基建继续

大幅上涨的可能性不大，大力推

动部分传统行业走出去可能会

催生新的热点。 另外， 环保、医

疗、信息安全、食品安全等民生

热点也将会成为资本市场关注

的焦点。

最后， 未来蓝筹是配角，成

长股则是投资者的最爱，投资者

以均衡配置最佳。 随着货币政策

持续宽松，金融、地产、钢铁、有

色等板块相继启动，成为去年下

半年行情的主导者。 然而进入

2015年，经济增速下行对传统行

业冲击最大。利率市场化导致息

差收窄银行利润下滑，地产结构

性产能过剩仍看不到有效去库

存的迹象，有色、煤炭等更是受

到大宗商品价格下跌而景气度

转差，经济增长未来的希望仍然

来自于经济转型，以及战略新兴

产业。随着互联网经济开始全面

向传统行业渗透，新经济的盈利

模式仍会被市场追捧，互联网金

融、工业4.0、“一带一路” 等会

被市场反复深度挖掘，投资者可

重点关注。 同时，货币宽松也会

为低估值大盘蓝筹股提供阶段

性投资机会，保险、券商、通信、

建筑等也都有催化剂，所以均衡

配置在2015年相对合适。

综上所述，2015年大盘将会

维持慢牛格局， 向上有效突破

3400点的机会也将日渐成熟，并

进而继续向上拓展空间。 但是由

于多数投资者对蓝筹兴趣已不

大，故不会再有连续的逼空式上

涨。而以创业板为代表的成长股

将会保持强势特征，千亿市值公

司今年就会出现，本土互联网企

业也会迎来快速成长。虽然注册

制提速可能会对高估值产生重

大冲击，但是不会从根本上动摇

投资者对成长股的热情。

在投资策略上，建议投资者

大小盘均衡配置，蓝筹端可以关

注券商、保险、地产；主题投资可

以关注环保、信息安全。 中长期

仍可以持续关注互联网金融、影

视传媒、苹果产业链、电动车产

业链。

政策预期升温 维持强势格局

□西南证券 张刚 刘浩

本周有9家券商发表了对后

市的看法，6家看多，3家看平，无

一看空； 市场综合情绪指数为

55.0%，较前一周上升0.6个百分

点，表明市场继续处于多头环境

之中。 与上周相比，共有2家机构

改变了对大盘走势的看法：（1）

平→多，新时代证券对中线趋势

由看平转为看多，对短线持看多

不变。 （2）多→平，申万宏源证

券对本周趋势由看多调降为看

平，对中线趋势则由多翻空。

总体上看，大多数机构仍然

看多大盘中线走势， 仅一家看

平、一家看空。 对于本周，多数机

构认为市场将维持震荡盘升格

局，沪指能否突破3400点需要成

交量的配合。 而改革政策将成为

各方关注焦点，对于政策利好的

预期将有助于激励市场做多的

热情。

多头代表新时代证券分析

称， 基本面上2月汇丰PMI初值

回升显示稳增长政策起到一定

效果，但外需不振、就业形势压

力依然较大，因此积极的财政政

策力度将进一步放大。 流动性上

央行降息降准预期有所升温，本

周在政策暖风频吹的环境下A股

有望展开春季攻势，建议逢低吸

纳具备政策利好支撑的题材股

和成长股。

五矿证券表示流动性宽松

格局未改变，是市场得以继续上

行的决定性因素，A股继续上行

是大概率事件，不必被短期波动

所扰。近期两融余额回升表明杠

杆资金再次加速入场，宏观经济

数据和外围市场环境也给A股

走强提供了契机。看多本周的东

吴证券同样认为3月份资金有望

在节后持续回流、财政存款释放

以及海外资金申购ETF的情况

下更加宽松，市场盘升走势有望

延续。

西南证券认为2月PMI终值

将继续释放利好效应，两会带来

的改革预期将激励做多积极性，

预计大盘将以3300点为支撑，持

续上行。 民生证券强调，市场对

改革寄予厚望， 因此3月份应关

注与两会有关的主题投资 （如

“一带一路” 、 新型城镇化等），

以及业绩稳定增长、估值较低且

符合产业发展前景的个股。 在政

策预期升温的背景下，市场强势

格局不改。

对本周持看平观点的光大

证券认为股指将在3100-3400

点的箱体中维持高位震荡，后续

重点关注蓝筹股以及货币政策

和改革预期两大催化剂。 从中线

看， 市场的攀升趋势没有变化，

但要突破3400点，需要量能的明

显放大， 预期本周， 国企改革、

“一带一路” 等将成为讨论的重

点内容。

国都证券指出结构性牛市

格局将延续， 财政政策将加力

增效， 近期要积极把握政策受

益个股的机会。 申万宏源证券

分析认为大盘成交量未明显放

大，资金显得畏首畏尾。 未来两

周既是政策预期的密集期，也

是决定下一阶段A股走势的定

调期， 因此后市行情将以等待

性走势为主。 沪指有望冲击

3400点，但若无成交配合，冲高

回落的概率较大。

存量热钱上台阶 上证指数站上

3300

点

目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疲

软，不仅在于美、欧、日等发达国

家部分跨国企业相继撤离， 显示

我国经济领域的劳动力、 环境等

成本上升； 还在于房地产等曾经

牵引着我国经济十年高成长周期

的引擎已经减弱， 而房地产引擎

的减弱使得整个房地产产业链投

资空间随之收敛。 与此同时，近年

来房租等成本迅速提升， 由此庞

大的社会资金开始将目光放至证

券市场。 然而经过了2014年四季

度的潮涌之后， 再度纷纷沉淀下

来，使得A股市场的成交量虽从去

年12月顶峰的1万余亿元回落，但

目前仍然保持着6000余亿元的水

平，这说明A股市场的存量热钱已

上了一个新台阶。 存量热钱的增

多，也就对应着整个A股市场估值

容忍水平在提升，也对应着整个A

股市场的投资机会在增多。

正因如此，A股市场在羊年

第一个交易周保持强硬走势，上

证指数也站上了3300点，且预计

短线A股市场仍将维持着温热态

势。 也正是因为成交量相对活

跃， 个股行情自然热度不减，每

个交易日都有50只甚至更高数

量的个股冲击涨停板，强大的赚

钱效应也在聚集着存量热钱，汇

聚市场热度；另一方面，庞大的

存量热钱， 在热点的牵引下，一

会儿涌向互联网金融，一会儿涌

向“一带一路” ，一会儿又涌向

通信等4G产业，使得A股二级市

场的投资机会增多。

业绩驱动 通信指数涨

2.38%

近期通信板块成为市场竞

相关注的品种。 其中，梅泰诺、吴

通通讯、宜通世纪等个股均涨幅

居前 ， 从而驱动着通信指数

2.38%。

这一方面是因为通信行业

的2014年度业绩较为靓丽，从

已公布的年报、业绩预告、快报

来看， 通信行业基本上出现了

业绩高速成长的苗头， 说明在

4G大背景下，我国通信产业正

迎来新的发展契机； 另一方面

则是通信行业内在的变革在催

生新的投资机会， 较为典型的

就是春节期间的红包大战，互

联网公司将营销工具与传统习

俗融合演绎到极致， 新的产业

亮点昭示出通信产业正在发生

着巨大变化。 此外，传统通信业

务在萎缩， 如短信业务的大幅

下滑， 使得运营商处于步履维

艰的境况。 但从投资的角度来

看，并不宜过于悲观，毕竟运营

商是互联网通信产业的基础设

施， 且流量经营策略也有所收

获， 未来运营商的路径逾发清

晰，即加大力度改革，包括商业

模式也包括此前市场所憧憬的

民营资本。 因此，运营商转型必

将有其产业链条上的公司受

益，从而催生新的投资机会。

也就是说， 通信产业热点

仍将延续。 这不仅来源于产业

热点的驱动， 还来源于实实在

在的产业投资驱动。 从目前了

解的信息来看，TDD4G牌照即

将发放， 整个运营商的投资力

度也会加大， 从而给通信设备

类生产厂商带来新的业绩成长

点。 所以，通信领域的投资机会

充沛， 一方面是4G产业链个

股，包括宜通世纪、梅泰诺、世

纪鼎利等品种； 另一方面是拥

抱互联网产业、 信息安全领域

的品种，初灵信息、卫士通等个

股可重点跟踪。

高估值压力显现 互联金融跌

0.57%

羊年第一个交易周，互联网

金融板块出现高位回落态势，恒

生电子、金证股份、大智慧等个

股均有所调整，从而使得互联网

金融指数下跌0.57%。

互联网金融概念股的回

落，主要受两个因素影响。 一方

面， 由于春节长假前市场参与

者对互联网金融寄予较高的期

望值， 尤其是2014年春节期间

的“抢红包” 大战让各路热钱

对2015年的红包大战寄予了更

高期望， 进而加大了对互联网

金融的投资力度。 春节长假过

后， 相应的数据也说明 “抢红

包” 大战的确无愧于市场参与

者的期盼。 但毕竟利好兑现，所

以部分热钱采取了逢高套现策

略， 互联网金融的短线卖压自

然增强。另一方面，经过了2015

年前两个月的反复运作， 互联

网金融概念股大多有50%以上

的涨幅，部分品种甚至有100%

的涨幅， 这就使得此类个股的

估值已达100余倍市盈率，甚至

更高， 这就使得此类个股的股

价有“高处不胜寒” 的感觉。 在

此背景下，略有抛售，就会引发

跟风卖盘，因此，整个互联网金

融概念股在羊年第一个交易周

出现了相对疲软的走势。

但就后续走势来说，互联网

金融产业的发展趋势依然值得

期待。 毕竟互联网金融在部分层

面颠覆了传统金融，减少了中介

费用，契合了当前整个宏观经济

要求融资成本降低的趋势。 与此

同时，行业领先的部分上市公司

也积极打造供应链金融，从而产

生了新的业绩增长点，重塑了产

业生态环境，有利于整个行业的

发展。 所以，互联网金融、供应链

金融产业股在调整之后仍有望

获得涨升契机，腾邦国际、嘉欣

丝绸、大智慧等个股的发展空间

仍然值得期待。

整合预期增强 航天军工指数涨

3.63%

羊年的第一个交易周，短短

三个交易日内，航天军工股反复

活跃，进而驱动着航天军工指数

大涨3.63%， 成为A股市场在羊

年的领涨品种。

业内人士指出这主要是因为

我国航天军工股的整合趋势非常

清晰。 不仅是中航系等航天军工

集团内部的整合， 而且还在于整

个航天军工领域科研院所的整合

也在有序进行。 由于科研院所的

研发实力强大， 未来的产品研制

能力超群，所以，这也将赋予航天

军工股新的做多底气与激情。

更为重要的是，目前我国战

略重点正在悄然改变。 一方面是

因为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在航

空、空中领域以及近海的利益诉

求也随之提升，且由于我国融入

到全球分工体系的程度越来越

深， 故我国进出口通道必须畅

通。 这就要求我国未来的战略重

点从陆军向海军、 空军领域发

展。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我国装备

制造业的升级，也主要来源于军

工与海洋力量的拓展。 所以，航

天军工板块仍有望延续着强劲

行情，对中航系、中兵系等集团

旗下的相关上市公司可予以积

极跟踪。 （金百临咨询 秦洪 执

业证书编号

A1210612020001

）

2月大宗交易成交498亿元 环比增2成

□本报实习记者 叶涛

2015年2月以来，A股市场

暖阳高照， 尤其春节前最后一

周，股指录得“七连阳 ” 的同

时， 市场大宗交易热情也快速

回升。 相比1月415.38亿元成交

总额，2月大宗交易的成交额跳

涨至498.05亿元， 增幅接近两

成。 值得注意的是，2月成交股

票的数量环比明显下滑， 且折

价率超过10%成交的股票数量

也出现了减少，分析人士表示，

这或暗示伴随市场重心再度上

移， 投资者持股信心和意愿正

在增强。

大宗交易迅速回暖

2月， 沪综指先抑后扬，以

3148.08点为起始点快速下破

3100点重要关口，最低时一度下

探至3049.11点， 不过之后受中

小盘股行情爆发带动市场交投

升温， 沪深两市大盘也重拾升

势，展开触底后的强势反弹。

股指的大幅走强给大宗交

易市场带来阵阵暖意。 据Wind

数据显示， 相比2015年1月，A

股大宗交易市场2月总成交额

实现 498.05亿元， 环比增长

82.67亿元，增幅接近两成。 值

得注意的是，2月下旬恰逢中国

传统节日的春节假期， 市场交

易天数本就少于1月，但总成交

规模却不减反增， 从中也折射

出了市场对大宗交易热情回

暖， 以及部分大额投资者抢夺

筹码的迫切心态。

个股来看，兴业证券、汉商

集团、工商集团成交溢价率分别

达10.00%、9.99%和9.45%，位居

全部804只股票前三甲； 而以单

次成交金额排序，则兴业银行在

2月11日当天大宗交易成交5次，

其中三次金额达到30.74亿元、

27.91亿元、23.26亿元，领跑当月

其他个股。 总量上，当月单次成

交金额超过1亿元的股票有89

只，大多集中在银行、地产、券商

以及计算机领域。

弱周期品种获青睐

尽管成交金额上2月份环比

1月增长较快， 但观察成交股数

量，2月较1月反而出现明显收

缩，全月有交易发生的股票仅有

804只， 与1月份1008只出现了

明显下滑。 而且以周为单位统

计，2月前两周通过大宗交易成

交的股票数量分别为254只、349

只，交易规模上全月呈现前多后

少格局，较1月波动更大。 分析人

士认为原因有二： 一是自2月中

旬起大盘高调反弹，令市场心理

显著偏向多方，原本寄望通过大

宗市场避险的交易需求显著弱

化，因此大宗交易市场也演绎出

先抑后扬戏码；二是考虑到2月9

日大盘阶段触底后连开七阳，为

投资者提供了良好的逢低布局

机遇，这也吸引了抄底资金的关

注， 相关个股受到此类资金深

耕， 因而2月个股平均成交额大

幅超越1月。

换句话说，这也意味着整体

上2月大宗交易投资者持股信心

大大增强。 反映在数量上，2月大

宗交易股票中成交价格折价率

超过10%的数量有151只，而1月

这一数值为218只； 更进一步对

比，2月成交折价率超过9%的股

票数为332只， 而1月则高达472

只，几乎占据全部成交股数量半

壁江山。 不过2月全月而言，在上

述成交折价率较高的股票中，鹏

翎股份以29次成交高居榜首，总

成交金额为1.52亿元。

相较1月大宗交易减持重点

主要集中在计算机、医药等中小

盘股云集的成长板块，2月市场

减持力度较大的方向主要集中

在银行、计算机领域，反而生物

医药、计算机和通信领域，如仁

和药业、安硕信息、海康威视、东

方网力等个股均遭到投资者溢

价增持，无论交易频次还是交易

总金额，在溢价成交股票中均表

现突出。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整

个2月份，机构身影频频现身大

宗交易市场，佳讯飞鸿、天目药

业、泰格医药、川化股份、光环新

网等个股均遭到机构争抢筹码，

预计随着2月28日央行再度出

手降息，A股市场流动性利好背

景下，此类股票还有望拥有上佳

表现。

本周市场情绪指数（★表示看多，○表示看平，☆表示看空）

降息符合预期 慢牛格局确立

□长城证券 张勇

节后三个交易日大盘先抑

后扬， 上证综指再次站上3300

点， 创业板指数更是牛气冲天，

再次刷新了历史新高纪录。热点

仍然呈现出蓝筹脉冲式反弹，成

长股持续走高的特征。周末央行

宣布降息，意味着未来流动性将

继续保持宽松。 笔者认为，降息

总体符合预期，短期会对蓝筹股

构成利好刺激，但整体二次崛起

概率不大，未来市场仍是主板慢

牛，创业板快牛格局。

首先，通缩风险较大，降息

符合市场预期，但对蓝筹股利好

有限。 从近期公布的经济数据

看，通缩压力仍然较大，房价持

续低迷，货币放松符合预期。 3月

1日，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

布2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

数（PMI）为49.9%，比上月微升

0.1个百分点， 表明制造业收缩

幅度收窄，但是总体仍在荣枯线

下方，制造业景气度持续低迷。 2

月28日，中国指数研究院发布的

百城房价数据显示，2015年2月，

全国100个城市（新建）住宅平

均价格为10539元/平方米，环比

下跌0.24%，同比下跌3.84%。 为

了应对通缩，央行半年内两次降

息一次降准完全符合市场预期。

从对市场的影响看， 降息对地

产、券商、钢铁、有色等行业属于

实质性利好，但由于利好已在预

期之内，加上去年下半年蓝筹股

普遍已累积50%以上升幅，因此

本次降息对蓝筹影响不大。但从

中长期看，货币政策持续宽松有

助于慢牛行情的延续，但再掀类

似去年下半年的蓝筹大行情可

能性并不大。

其次， 政策将主导短期热

点， 主题投资仍然最吸引眼球。

从2015年行情特点看， 蓝筹股

总体处于盘整阶段，而题材股表

现突出。 两会召开在即，热门议

题会引发市场的广泛关注，投资

者将会大力追捧相关题材。由于

经济下行压力较大，2015年经

济稳增长主要着力点仍将会是

“一带一路” ， 因而相关配套政

策也将会逐步出台。发改委近期

发文表示，2015年将深入实施

区域发展总体战略， 着力推进

“一带一路” 、京津冀协同发展、

长江经济带等重大国家战略，锐

意进取、奋发有为，狠抓各项政

策措施落实，进一步优化经济发

展空间格局，加强国际、国内区

域开放合作，不断完善创新区域

政策，健全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

制，促进各地区协调发展、协同

发展、共同发展。“一带一路” 概

念自去年下半年以来总体有了

较大升幅，原有的铁路基建继续

大幅上涨的可能性不大，大力推

动部分传统行业走出去可能会

催生新的热点。 另外， 环保、医

疗、信息安全、食品安全等民生

热点也将会成为资本市场关注

的焦点。

最后， 未来蓝筹是配角，成

长股则是投资者的最爱，投资者

以均衡配置最佳。 随着货币政策

持续宽松，金融、地产、钢铁、有

色等板块相继启动，成为去年下

半年行情的主导者。 然而进入

2015年，经济增速下行对传统行

业冲击最大。利率市场化导致息

差收窄银行利润下滑，地产结构

性产能过剩仍看不到有效去库

存的迹象，有色、煤炭等更是受

到大宗商品价格下跌而景气度

转差，经济增长未来的希望仍然

来自于经济转型，以及战略新兴

产业。随着互联网经济开始全面

向传统行业渗透，新经济的盈利

模式仍会被市场追捧，互联网金

融、工业4.0、“一带一路” 等会

被市场反复深度挖掘，投资者可

重点关注。 同时，货币宽松也会

为低估值大盘蓝筹股提供阶段

性投资机会，保险、券商、通信、

建筑等也都有催化剂，所以均衡

配置在2015年相对合适。

综上所述，2015年大盘将会

维持慢牛格局， 向上有效突破

3400点的机会也将日渐成熟，并

进而继续向上拓展空间。 但是由

于多数投资者对蓝筹兴趣已不

大，故不会再有连续的逼空式上

涨。而以创业板为代表的成长股

将会保持强势特征，千亿市值公

司今年就会出现，本土互联网企

业也会迎来快速成长。虽然注册

制提速可能会对高估值产生重

大冲击，但是不会从根本上动摇

投资者对成长股的热情。

在投资策略上，建议投资者

大小盘均衡配置，蓝筹端可以关

注券商、保险、地产；主题投资可

以关注环保、信息安全。 中长期

仍可以持续关注互联网金融、影

视传媒、苹果产业链、电动车产

业链。

政策预期升温 维持强势格局

□西南证券 张刚 刘浩

本周有9家券商发表了对后

市的看法，6家看多，3家看平，无

一看空； 市场综合情绪指数为

55.0%，较前一周上升0.6个百分

点，表明市场继续处于多头环境

之中。 与上周相比，共有2家机构

改变了对大盘走势的看法：（1）

平→多，新时代证券对中线趋势

由看平转为看多，对短线持看多

不变。 （2）多→平，申万宏源证

券对本周趋势由看多调降为看

平，对中线趋势则由多翻空。

总体上看，大多数机构仍然

看多大盘中线走势， 仅一家看

平、一家看空。 对于本周，多数机

构认为市场将维持震荡盘升格

局，沪指能否突破3400点需要成

交量的配合。 而改革政策将成为

各方关注焦点，对于政策利好的

预期将有助于激励市场做多的

热情。

多头代表新时代证券分析

称， 基本面上2月汇丰PMI初值

回升显示稳增长政策起到一定

效果，但外需不振、就业形势压

力依然较大，因此积极的财政政

策力度将进一步放大。 流动性上

央行降息降准预期有所升温，本

周在政策暖风频吹的环境下A股

有望展开春季攻势，建议逢低吸

纳具备政策利好支撑的题材股

和成长股。

五矿证券表示流动性宽松

格局未改变，是市场得以继续上

行的决定性因素，A股继续上行

是大概率事件，不必被短期波动

所扰。近期两融余额回升表明杠

杆资金再次加速入场，宏观经济

数据和外围市场环境也给A股

走强提供了契机。看多本周的东

吴证券同样认为3月份资金有望

在节后持续回流、财政存款释放

以及海外资金申购ETF的情况

下更加宽松，市场盘升走势有望

延续。

西南证券认为2月PMI终值

将继续释放利好效应，两会带来

的改革预期将激励做多积极性，

预计大盘将以3300点为支撑，持

续上行。 民生证券强调，市场对

改革寄予厚望， 因此3月份应关

注与两会有关的主题投资 （如

“一带一路” 、 新型城镇化等），

以及业绩稳定增长、估值较低且

符合产业发展前景的个股。 在政

策预期升温的背景下，市场强势

格局不改。

对本周持看平观点的光大

证券认为股指将在3100-3400

点的箱体中维持高位震荡，后续

重点关注蓝筹股以及货币政策

和改革预期两大催化剂。 从中线

看， 市场的攀升趋势没有变化，

但要突破3400点，需要量能的明

显放大， 预期本周， 国企改革、

“一带一路” 等将成为讨论的重

点内容。

国都证券指出结构性牛市

格局将延续， 财政政策将加力

增效， 近期要积极把握政策受

益个股的机会。 申万宏源证券

分析认为大盘成交量未明显放

大，资金显得畏首畏尾。 未来两

周既是政策预期的密集期，也

是决定下一阶段A股走势的定

调期， 因此后市行情将以等待

性走势为主。 沪指有望冲击

3400点，但若无成交配合，冲高

回落的概率较大。

存量热钱上台阶 上证指数站上

3300

点

目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疲

软，不仅在于美、欧、日等发达国

家部分跨国企业相继撤离， 显示

我国经济领域的劳动力、 环境等

成本上升； 还在于房地产等曾经

牵引着我国经济十年高成长周期

的引擎已经减弱， 而房地产引擎

的减弱使得整个房地产产业链投

资空间随之收敛。 与此同时，近年

来房租等成本迅速提升， 由此庞

大的社会资金开始将目光放至证

券市场。 然而经过了2014年四季

度的潮涌之后， 再度纷纷沉淀下

来，使得A股市场的成交量虽从去

年12月顶峰的1万余亿元回落，但

目前仍然保持着6000余亿元的水

平，这说明A股市场的存量热钱已

上了一个新台阶。 存量热钱的增

多，也就对应着整个A股市场估值

容忍水平在提升，也对应着整个A

股市场的投资机会在增多。

正因如此，A股市场在羊年

第一个交易周保持强硬走势，上

证指数也站上了3300点，且预计

短线A股市场仍将维持着温热态

势。 也正是因为成交量相对活

跃， 个股行情自然热度不减，每

个交易日都有50只甚至更高数

量的个股冲击涨停板，强大的赚

钱效应也在聚集着存量热钱，汇

聚市场热度；另一方面，庞大的

存量热钱， 在热点的牵引下，一

会儿涌向互联网金融，一会儿涌

向“一带一路” ，一会儿又涌向

通信等4G产业，使得A股二级市

场的投资机会增多。

业绩驱动 通信指数涨

2.38%

近期通信板块成为市场竞

相关注的品种。 其中，梅泰诺、吴

通通讯、宜通世纪等个股均涨幅

居前 ， 从而驱动着通信指数

2.38%。

这一方面是因为通信行业

的2014年度业绩较为靓丽，从

已公布的年报、业绩预告、快报

来看， 通信行业基本上出现了

业绩高速成长的苗头， 说明在

4G大背景下，我国通信产业正

迎来新的发展契机； 另一方面

则是通信行业内在的变革在催

生新的投资机会， 较为典型的

就是春节期间的红包大战，互

联网公司将营销工具与传统习

俗融合演绎到极致， 新的产业

亮点昭示出通信产业正在发生

着巨大变化。 此外，传统通信业

务在萎缩， 如短信业务的大幅

下滑， 使得运营商处于步履维

艰的境况。 但从投资的角度来

看，并不宜过于悲观，毕竟运营

商是互联网通信产业的基础设

施， 且流量经营策略也有所收

获， 未来运营商的路径逾发清

晰，即加大力度改革，包括商业

模式也包括此前市场所憧憬的

民营资本。 因此，运营商转型必

将有其产业链条上的公司受

益，从而催生新的投资机会。

也就是说， 通信产业热点

仍将延续。 这不仅来源于产业

热点的驱动， 还来源于实实在

在的产业投资驱动。 从目前了

解的信息来看，TDD4G牌照即

将发放， 整个运营商的投资力

度也会加大， 从而给通信设备

类生产厂商带来新的业绩成长

点。 所以，通信领域的投资机会

充沛， 一方面是4G产业链个

股，包括宜通世纪、梅泰诺、世

纪鼎利等品种； 另一方面是拥

抱互联网产业、 信息安全领域

的品种，初灵信息、卫士通等个

股可重点跟踪。

高估值压力显现 互联金融跌

0.57%

羊年第一个交易周，互联网

金融板块出现高位回落态势，恒

生电子、金证股份、大智慧等个

股均有所调整，从而使得互联网

金融指数下跌0.57%。

互联网金融概念股的回

落，主要受两个因素影响。 一方

面， 由于春节长假前市场参与

者对互联网金融寄予较高的期

望值， 尤其是2014年春节期间

的“抢红包” 大战让各路热钱

对2015年的红包大战寄予了更

高期望， 进而加大了对互联网

金融的投资力度。 春节长假过

后， 相应的数据也说明 “抢红

包” 大战的确无愧于市场参与

者的期盼。 但毕竟利好兑现，所

以部分热钱采取了逢高套现策

略， 互联网金融的短线卖压自

然增强。另一方面，经过了2015

年前两个月的反复运作， 互联

网金融概念股大多有50%以上

的涨幅，部分品种甚至有100%

的涨幅， 这就使得此类个股的

估值已达100余倍市盈率，甚至

更高， 这就使得此类个股的股

价有“高处不胜寒” 的感觉。 在

此背景下，略有抛售，就会引发

跟风卖盘，因此，整个互联网金

融概念股在羊年第一个交易周

出现了相对疲软的走势。

但就后续走势来说，互联网

金融产业的发展趋势依然值得

期待。 毕竟互联网金融在部分层

面颠覆了传统金融，减少了中介

费用，契合了当前整个宏观经济

要求融资成本降低的趋势。 与此

同时，行业领先的部分上市公司

也积极打造供应链金融，从而产

生了新的业绩增长点，重塑了产

业生态环境，有利于整个行业的

发展。 所以，互联网金融、供应链

金融产业股在调整之后仍有望

获得涨升契机，腾邦国际、嘉欣

丝绸、大智慧等个股的发展空间

仍然值得期待。

整合预期增强 航天军工指数涨

3.63%

羊年的第一个交易周，短短

三个交易日内，航天军工股反复

活跃，进而驱动着航天军工指数

大涨3.63%， 成为A股市场在羊

年的领涨品种。

业内人士指出这主要是因为

我国航天军工股的整合趋势非常

清晰。 不仅是中航系等航天军工

集团内部的整合， 而且还在于整

个航天军工领域科研院所的整合

也在有序进行。 由于科研院所的

研发实力强大， 未来的产品研制

能力超群，所以，这也将赋予航天

军工股新的做多底气与激情。

更为重要的是，目前我国战

略重点正在悄然改变。 一方面是

因为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在航

空、空中领域以及近海的利益诉

求也随之提升，且由于我国融入

到全球分工体系的程度越来越

深， 故我国进出口通道必须畅

通。 这就要求我国未来的战略重

点从陆军向海军、 空军领域发

展。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我国装备

制造业的升级，也主要来源于军

工与海洋力量的拓展。 所以，航

天军工板块仍有望延续着强劲

行情，对中航系、中兵系等集团

旗下的相关上市公司可予以积

极跟踪。 （金百临咨询 秦洪 执

业证书编号

A1210612020001

）

2月大宗交易成交498亿元 环比增2成

□本报实习记者 叶涛

2015年2月以来，A股市场

暖阳高照， 尤其春节前最后一

周，股指录得“七连阳 ” 的同

时， 市场大宗交易热情也快速

回升。 相比1月415.38亿元成交

总额，2月大宗交易的成交额跳

涨至498.05亿元， 增幅接近两

成。 值得注意的是，2月成交股

票的数量环比明显下滑， 且折

价率超过10%成交的股票数量

也出现了减少，分析人士表示，

这或暗示伴随市场重心再度上

移， 投资者持股信心和意愿正

在增强。

大宗交易迅速回暖

2月， 沪综指先抑后扬，以

3148.08点为起始点快速下破

3100点重要关口，最低时一度下

探至3049.11点， 不过之后受中

小盘股行情爆发带动市场交投

升温， 沪深两市大盘也重拾升

势，展开触底后的强势反弹。

股指的大幅走强给大宗交

易市场带来阵阵暖意。 据Wind

数据显示， 相比2015年1月，A

股大宗交易市场2月总成交额

实现 498.05亿元， 环比增长

82.67亿元，增幅接近两成。 值

得注意的是，2月下旬恰逢中国

传统节日的春节假期， 市场交

易天数本就少于1月，但总成交

规模却不减反增， 从中也折射

出了市场对大宗交易热情回

暖， 以及部分大额投资者抢夺

筹码的迫切心态。

个股来看，兴业证券、汉商

集团、工商集团成交溢价率分别

达10.00%、9.99%和9.45%，位居

全部804只股票前三甲； 而以单

次成交金额排序，则兴业银行在

2月11日当天大宗交易成交5次，

其中三次金额达到30.74亿元、

27.91亿元、23.26亿元，领跑当月

其他个股。 总量上，当月单次成

交金额超过1亿元的股票有89

只，大多集中在银行、地产、券商

以及计算机领域。

弱周期品种获青睐

尽管成交金额上2月份环比

1月增长较快， 但观察成交股数

量，2月较1月反而出现明显收

缩，全月有交易发生的股票仅有

804只， 与1月份1008只出现了

明显下滑。 而且以周为单位统

计，2月前两周通过大宗交易成

交的股票数量分别为254只、349

只，交易规模上全月呈现前多后

少格局，较1月波动更大。 分析人

士认为原因有二： 一是自2月中

旬起大盘高调反弹，令市场心理

显著偏向多方，原本寄望通过大

宗市场避险的交易需求显著弱

化，因此大宗交易市场也演绎出

先抑后扬戏码；二是考虑到2月9

日大盘阶段触底后连开七阳，为

投资者提供了良好的逢低布局

机遇，这也吸引了抄底资金的关

注， 相关个股受到此类资金深

耕， 因而2月个股平均成交额大

幅超越1月。

换句话说，这也意味着整体

上2月大宗交易投资者持股信心

大大增强。 反映在数量上，2月大

宗交易股票中成交价格折价率

超过10%的数量有151只，而1月

这一数值为218只； 更进一步对

比，2月成交折价率超过9%的股

票数为332只， 而1月则高达472

只，几乎占据全部成交股数量半

壁江山。 不过2月全月而言，在上

述成交折价率较高的股票中，鹏

翎股份以29次成交高居榜首，总

成交金额为1.52亿元。

相较1月大宗交易减持重点

主要集中在计算机、医药等中小

盘股云集的成长板块，2月市场

减持力度较大的方向主要集中

在银行、计算机领域，反而生物

医药、计算机和通信领域，如仁

和药业、安硕信息、海康威视、东

方网力等个股均遭到投资者溢

价增持，无论交易频次还是交易

总金额，在溢价成交股票中均表

现突出。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整

个2月份，机构身影频频现身大

宗交易市场，佳讯飞鸿、天目药

业、泰格医药、川化股份、光环新

网等个股均遭到机构争抢筹码，

预计随着2月28日央行再度出

手降息，A股市场流动性利好背

景下，此类股票还有望拥有上佳

表现。

本周推荐关注行业情况一览

降息符合预期 慢牛格局确立

□长城证券 张勇

节后三个交易日大盘先抑

后扬， 上证综指再次站上3300

点， 创业板指数更是牛气冲天，

再次刷新了历史新高纪录。热点

仍然呈现出蓝筹脉冲式反弹，成

长股持续走高的特征。周末央行

宣布降息，意味着未来流动性将

继续保持宽松。 笔者认为，降息

总体符合预期，短期会对蓝筹股

构成利好刺激，但整体二次崛起

概率不大，未来市场仍是主板慢

牛，创业板快牛格局。

首先，通缩风险较大，降息

符合市场预期，但对蓝筹股利好

有限。 从近期公布的经济数据

看，通缩压力仍然较大，房价持

续低迷，货币放松符合预期。 3月

1日，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

布2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

数（PMI）为49.9%，比上月微升

0.1个百分点， 表明制造业收缩

幅度收窄，但是总体仍在荣枯线

下方，制造业景气度持续低迷。 2

月28日，中国指数研究院发布的

百城房价数据显示，2015年2月，

全国100个城市（新建）住宅平

均价格为10539元/平方米，环比

下跌0.24%，同比下跌3.84%。 为

了应对通缩，央行半年内两次降

息一次降准完全符合市场预期。

从对市场的影响看， 降息对地

产、券商、钢铁、有色等行业属于

实质性利好，但由于利好已在预

期之内，加上去年下半年蓝筹股

普遍已累积50%以上升幅，因此

本次降息对蓝筹影响不大。但从

中长期看，货币政策持续宽松有

助于慢牛行情的延续，但再掀类

似去年下半年的蓝筹大行情可

能性并不大。

其次， 政策将主导短期热

点， 主题投资仍然最吸引眼球。

从2015年行情特点看， 蓝筹股

总体处于盘整阶段，而题材股表

现突出。 两会召开在即，热门议

题会引发市场的广泛关注，投资

者将会大力追捧相关题材。由于

经济下行压力较大，2015年经

济稳增长主要着力点仍将会是

“一带一路” ， 因而相关配套政

策也将会逐步出台。发改委近期

发文表示，2015年将深入实施

区域发展总体战略， 着力推进

“一带一路” 、京津冀协同发展、

长江经济带等重大国家战略，锐

意进取、奋发有为，狠抓各项政

策措施落实，进一步优化经济发

展空间格局，加强国际、国内区

域开放合作，不断完善创新区域

政策，健全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

制，促进各地区协调发展、协同

发展、共同发展。“一带一路” 概

念自去年下半年以来总体有了

较大升幅，原有的铁路基建继续

大幅上涨的可能性不大，大力推

动部分传统行业走出去可能会

催生新的热点。 另外， 环保、医

疗、信息安全、食品安全等民生

热点也将会成为资本市场关注

的焦点。

最后， 未来蓝筹是配角，成

长股则是投资者的最爱，投资者

以均衡配置最佳。 随着货币政策

持续宽松，金融、地产、钢铁、有

色等板块相继启动，成为去年下

半年行情的主导者。 然而进入

2015年，经济增速下行对传统行

业冲击最大。利率市场化导致息

差收窄银行利润下滑，地产结构

性产能过剩仍看不到有效去库

存的迹象，有色、煤炭等更是受

到大宗商品价格下跌而景气度

转差，经济增长未来的希望仍然

来自于经济转型，以及战略新兴

产业。随着互联网经济开始全面

向传统行业渗透，新经济的盈利

模式仍会被市场追捧，互联网金

融、工业4.0、“一带一路” 等会

被市场反复深度挖掘，投资者可

重点关注。 同时，货币宽松也会

为低估值大盘蓝筹股提供阶段

性投资机会，保险、券商、通信、

建筑等也都有催化剂，所以均衡

配置在2015年相对合适。

综上所述，2015年大盘将会

维持慢牛格局， 向上有效突破

3400点的机会也将日渐成熟，并

进而继续向上拓展空间。 但是由

于多数投资者对蓝筹兴趣已不

大，故不会再有连续的逼空式上

涨。而以创业板为代表的成长股

将会保持强势特征，千亿市值公

司今年就会出现，本土互联网企

业也会迎来快速成长。虽然注册

制提速可能会对高估值产生重

大冲击，但是不会从根本上动摇

投资者对成长股的热情。

在投资策略上，建议投资者

大小盘均衡配置，蓝筹端可以关

注券商、保险、地产；主题投资可

以关注环保、信息安全。 中长期

仍可以持续关注互联网金融、影

视传媒、苹果产业链、电动车产

业链。

政策预期升温 维持强势格局

□西南证券 张刚 刘浩

本周有9家券商发表了对后

市的看法，6家看多，3家看平，无

一看空； 市场综合情绪指数为

55.0%，较前一周上升0.6个百分

点，表明市场继续处于多头环境

之中。 与上周相比，共有2家机构

改变了对大盘走势的看法：（1）

平→多，新时代证券对中线趋势

由看平转为看多，对短线持看多

不变。 （2）多→平，申万宏源证

券对本周趋势由看多调降为看

平，对中线趋势则由多翻空。

总体上看，大多数机构仍然

看多大盘中线走势， 仅一家看

平、一家看空。 对于本周，多数机

构认为市场将维持震荡盘升格

局，沪指能否突破3400点需要成

交量的配合。 而改革政策将成为

各方关注焦点，对于政策利好的

预期将有助于激励市场做多的

热情。

多头代表新时代证券分析

称， 基本面上2月汇丰PMI初值

回升显示稳增长政策起到一定

效果，但外需不振、就业形势压

力依然较大，因此积极的财政政

策力度将进一步放大。 流动性上

央行降息降准预期有所升温，本

周在政策暖风频吹的环境下A股

有望展开春季攻势，建议逢低吸

纳具备政策利好支撑的题材股

和成长股。

五矿证券表示流动性宽松

格局未改变，是市场得以继续上

行的决定性因素，A股继续上行

是大概率事件，不必被短期波动

所扰。近期两融余额回升表明杠

杆资金再次加速入场，宏观经济

数据和外围市场环境也给A股

走强提供了契机。看多本周的东

吴证券同样认为3月份资金有望

在节后持续回流、财政存款释放

以及海外资金申购ETF的情况

下更加宽松，市场盘升走势有望

延续。

西南证券认为2月PMI终值

将继续释放利好效应，两会带来

的改革预期将激励做多积极性，

预计大盘将以3300点为支撑，持

续上行。 民生证券强调，市场对

改革寄予厚望， 因此3月份应关

注与两会有关的主题投资 （如

“一带一路” 、 新型城镇化等），

以及业绩稳定增长、估值较低且

符合产业发展前景的个股。 在政

策预期升温的背景下，市场强势

格局不改。

对本周持看平观点的光大

证券认为股指将在3100-3400

点的箱体中维持高位震荡，后续

重点关注蓝筹股以及货币政策

和改革预期两大催化剂。 从中线

看， 市场的攀升趋势没有变化，

但要突破3400点，需要量能的明

显放大， 预期本周， 国企改革、

“一带一路” 等将成为讨论的重

点内容。

国都证券指出结构性牛市

格局将延续， 财政政策将加力

增效， 近期要积极把握政策受

益个股的机会。 申万宏源证券

分析认为大盘成交量未明显放

大，资金显得畏首畏尾。 未来两

周既是政策预期的密集期，也

是决定下一阶段A股走势的定

调期， 因此后市行情将以等待

性走势为主。 沪指有望冲击

3400点，但若无成交配合，冲高

回落的概率较大。

存量热钱上台阶 上证指数站上

3300

点

目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疲

软，不仅在于美、欧、日等发达国

家部分跨国企业相继撤离， 显示

我国经济领域的劳动力、 环境等

成本上升； 还在于房地产等曾经

牵引着我国经济十年高成长周期

的引擎已经减弱， 而房地产引擎

的减弱使得整个房地产产业链投

资空间随之收敛。 与此同时，近年

来房租等成本迅速提升， 由此庞

大的社会资金开始将目光放至证

券市场。 然而经过了2014年四季

度的潮涌之后， 再度纷纷沉淀下

来，使得A股市场的成交量虽从去

年12月顶峰的1万余亿元回落，但

目前仍然保持着6000余亿元的水

平，这说明A股市场的存量热钱已

上了一个新台阶。 存量热钱的增

多，也就对应着整个A股市场估值

容忍水平在提升，也对应着整个A

股市场的投资机会在增多。

正因如此，A股市场在羊年

第一个交易周保持强硬走势，上

证指数也站上了3300点，且预计

短线A股市场仍将维持着温热态

势。 也正是因为成交量相对活

跃， 个股行情自然热度不减，每

个交易日都有50只甚至更高数

量的个股冲击涨停板，强大的赚

钱效应也在聚集着存量热钱，汇

聚市场热度；另一方面，庞大的

存量热钱， 在热点的牵引下，一

会儿涌向互联网金融，一会儿涌

向“一带一路” ，一会儿又涌向

通信等4G产业，使得A股二级市

场的投资机会增多。

业绩驱动 通信指数涨

2.38%

近期通信板块成为市场竞

相关注的品种。 其中，梅泰诺、吴

通通讯、宜通世纪等个股均涨幅

居前 ， 从而驱动着通信指数

2.38%。

这一方面是因为通信行业

的2014年度业绩较为靓丽，从

已公布的年报、业绩预告、快报

来看， 通信行业基本上出现了

业绩高速成长的苗头， 说明在

4G大背景下，我国通信产业正

迎来新的发展契机； 另一方面

则是通信行业内在的变革在催

生新的投资机会， 较为典型的

就是春节期间的红包大战，互

联网公司将营销工具与传统习

俗融合演绎到极致， 新的产业

亮点昭示出通信产业正在发生

着巨大变化。 此外，传统通信业

务在萎缩， 如短信业务的大幅

下滑， 使得运营商处于步履维

艰的境况。 但从投资的角度来

看，并不宜过于悲观，毕竟运营

商是互联网通信产业的基础设

施， 且流量经营策略也有所收

获， 未来运营商的路径逾发清

晰，即加大力度改革，包括商业

模式也包括此前市场所憧憬的

民营资本。 因此，运营商转型必

将有其产业链条上的公司受

益，从而催生新的投资机会。

也就是说， 通信产业热点

仍将延续。 这不仅来源于产业

热点的驱动， 还来源于实实在

在的产业投资驱动。 从目前了

解的信息来看，TDD4G牌照即

将发放， 整个运营商的投资力

度也会加大， 从而给通信设备

类生产厂商带来新的业绩成长

点。 所以，通信领域的投资机会

充沛， 一方面是4G产业链个

股，包括宜通世纪、梅泰诺、世

纪鼎利等品种； 另一方面是拥

抱互联网产业、 信息安全领域

的品种，初灵信息、卫士通等个

股可重点跟踪。

高估值压力显现 互联金融跌

0.57%

羊年第一个交易周，互联网

金融板块出现高位回落态势，恒

生电子、金证股份、大智慧等个

股均有所调整，从而使得互联网

金融指数下跌0.57%。

互联网金融概念股的回

落，主要受两个因素影响。 一方

面， 由于春节长假前市场参与

者对互联网金融寄予较高的期

望值， 尤其是2014年春节期间

的“抢红包” 大战让各路热钱

对2015年的红包大战寄予了更

高期望， 进而加大了对互联网

金融的投资力度。 春节长假过

后， 相应的数据也说明 “抢红

包” 大战的确无愧于市场参与

者的期盼。 但毕竟利好兑现，所

以部分热钱采取了逢高套现策

略， 互联网金融的短线卖压自

然增强。另一方面，经过了2015

年前两个月的反复运作， 互联

网金融概念股大多有50%以上

的涨幅，部分品种甚至有100%

的涨幅， 这就使得此类个股的

估值已达100余倍市盈率，甚至

更高， 这就使得此类个股的股

价有“高处不胜寒” 的感觉。 在

此背景下，略有抛售，就会引发

跟风卖盘，因此，整个互联网金

融概念股在羊年第一个交易周

出现了相对疲软的走势。

但就后续走势来说，互联网

金融产业的发展趋势依然值得

期待。 毕竟互联网金融在部分层

面颠覆了传统金融，减少了中介

费用，契合了当前整个宏观经济

要求融资成本降低的趋势。 与此

同时，行业领先的部分上市公司

也积极打造供应链金融，从而产

生了新的业绩增长点，重塑了产

业生态环境，有利于整个行业的

发展。 所以，互联网金融、供应链

金融产业股在调整之后仍有望

获得涨升契机，腾邦国际、嘉欣

丝绸、大智慧等个股的发展空间

仍然值得期待。

整合预期增强 航天军工指数涨

3.63%

羊年的第一个交易周，短短

三个交易日内，航天军工股反复

活跃，进而驱动着航天军工指数

大涨3.63%， 成为A股市场在羊

年的领涨品种。

业内人士指出这主要是因为

我国航天军工股的整合趋势非常

清晰。 不仅是中航系等航天军工

集团内部的整合， 而且还在于整

个航天军工领域科研院所的整合

也在有序进行。 由于科研院所的

研发实力强大， 未来的产品研制

能力超群，所以，这也将赋予航天

军工股新的做多底气与激情。

更为重要的是，目前我国战

略重点正在悄然改变。 一方面是

因为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在航

空、空中领域以及近海的利益诉

求也随之提升，且由于我国融入

到全球分工体系的程度越来越

深， 故我国进出口通道必须畅

通。 这就要求我国未来的战略重

点从陆军向海军、 空军领域发

展。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我国装备

制造业的升级，也主要来源于军

工与海洋力量的拓展。 所以，航

天军工板块仍有望延续着强劲

行情，对中航系、中兵系等集团

旗下的相关上市公司可予以积

极跟踪。 （金百临咨询 秦洪 执

业证书编号

A1210612020001

）

2月大宗交易成交498亿元 环比增2成

□本报实习记者 叶涛

2015年2月以来，A股市场

暖阳高照， 尤其春节前最后一

周，股指录得“七连阳 ” 的同

时， 市场大宗交易热情也快速

回升。 相比1月415.38亿元成交

总额，2月大宗交易的成交额跳

涨至498.05亿元， 增幅接近两

成。 值得注意的是，2月成交股

票的数量环比明显下滑， 且折

价率超过10%成交的股票数量

也出现了减少，分析人士表示，

这或暗示伴随市场重心再度上

移， 投资者持股信心和意愿正

在增强。

大宗交易迅速回暖

2月， 沪综指先抑后扬，以

3148.08点为起始点快速下破

3100点重要关口，最低时一度下

探至3049.11点， 不过之后受中

小盘股行情爆发带动市场交投

升温， 沪深两市大盘也重拾升

势，展开触底后的强势反弹。

股指的大幅走强给大宗交

易市场带来阵阵暖意。 据Wind

数据显示， 相比2015年1月，A

股大宗交易市场2月总成交额

实现 498.05亿元， 环比增长

82.67亿元，增幅接近两成。 值

得注意的是，2月下旬恰逢中国

传统节日的春节假期， 市场交

易天数本就少于1月，但总成交

规模却不减反增， 从中也折射

出了市场对大宗交易热情回

暖， 以及部分大额投资者抢夺

筹码的迫切心态。

个股来看，兴业证券、汉商

集团、工商集团成交溢价率分别

达10.00%、9.99%和9.45%，位居

全部804只股票前三甲； 而以单

次成交金额排序，则兴业银行在

2月11日当天大宗交易成交5次，

其中三次金额达到30.74亿元、

27.91亿元、23.26亿元，领跑当月

其他个股。 总量上，当月单次成

交金额超过1亿元的股票有89

只，大多集中在银行、地产、券商

以及计算机领域。

弱周期品种获青睐

尽管成交金额上2月份环比

1月增长较快， 但观察成交股数

量，2月较1月反而出现明显收

缩，全月有交易发生的股票仅有

804只， 与1月份1008只出现了

明显下滑。 而且以周为单位统

计，2月前两周通过大宗交易成

交的股票数量分别为254只、349

只，交易规模上全月呈现前多后

少格局，较1月波动更大。 分析人

士认为原因有二： 一是自2月中

旬起大盘高调反弹，令市场心理

显著偏向多方，原本寄望通过大

宗市场避险的交易需求显著弱

化，因此大宗交易市场也演绎出

先抑后扬戏码；二是考虑到2月9

日大盘阶段触底后连开七阳，为

投资者提供了良好的逢低布局

机遇，这也吸引了抄底资金的关

注， 相关个股受到此类资金深

耕， 因而2月个股平均成交额大

幅超越1月。

换句话说，这也意味着整体

上2月大宗交易投资者持股信心

大大增强。 反映在数量上，2月大

宗交易股票中成交价格折价率

超过10%的数量有151只，而1月

这一数值为218只； 更进一步对

比，2月成交折价率超过9%的股

票数为332只， 而1月则高达472

只，几乎占据全部成交股数量半

壁江山。 不过2月全月而言，在上

述成交折价率较高的股票中，鹏

翎股份以29次成交高居榜首，总

成交金额为1.52亿元。

相较1月大宗交易减持重点

主要集中在计算机、医药等中小

盘股云集的成长板块，2月市场

减持力度较大的方向主要集中

在银行、计算机领域，反而生物

医药、计算机和通信领域，如仁

和药业、安硕信息、海康威视、东

方网力等个股均遭到投资者溢

价增持，无论交易频次还是交易

总金额，在溢价成交股票中均表

现突出。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整

个2月份，机构身影频频现身大

宗交易市场，佳讯飞鸿、天目药

业、泰格医药、川化股份、光环新

网等个股均遭到机构争抢筹码，

预计随着2月28日央行再度出

手降息，A股市场流动性利好背

景下，此类股票还有望拥有上佳

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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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