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A股股票减持金额变化2015年A股股票减持金额变化

4月30日AH股价格对比

代码 名称

AH股

价格比

A股溢价

率(%)

A股价格 H股代码 H股名称

H股价格

(HKD)

H股价格

(CNY)

002703.SZ

浙江世宝

3.27 226.77 35.88 1057.HK

浙江世宝

13.92 10.98

601866.SH

中海集运

3.21 220.54 11.10 2866.HK

中海集运

4.39 3.46

600806.SH

昆明机床

3.18 218.37 8.84 0300.HK

昆明机床

3.52 2.78

002490.SZ

山东墨龙

3.07 207.42 13.41 0568.HK

山东墨龙

5.53 4.36

601618.SH

中国中冶

3.05 204.64 11.03 1618.HK

中国中冶

4.59 3.62

601038.SH

一拖股份

2.92 192.25 16.16 0038.HK

第一拖拉机股份

7.01 5.53

601727.SH

上海电气

2.91 191.16 18.19 2727.HK

上海电气

7.92 6.25

600871.SH

石化油服

2.78 177.72 9.88 1033.HK

中石化油服

4.51 3.56

601919.SH

中国远洋

2.71 170.90 15.30 1919.HK

中国远洋

7.16 5.65

603993.SH

洛阳钼业

2.69 169.37 16.51 3993.HK

洛阳钼业

7.77 6.13

601766.SH

中国南车

2.68 167.91 31.70 1766.HK

中国南车

15.00 11.83

600688.SH

上海石化

2.65 164.63 9.79 0338.HK

上海石油化工股份

4.69 3.70

600188.SH

兖州煤业

2.64 164.34 16.16 1171.HK

兖州煤业股份

7.75 6.11

000585.SZ

东北电气

2.64 163.61 7.07 0042.HK

东北电气

3.40 2.68

600860.SH

京城股份

2.61 161.13 11.37 0187.HK

京城机电股份

5.52 4.35

601299.SH

中国北车

2.60 159.61 32.56 6199.HK

中国北车

15.90 12.54

600876.SH

洛阳玻璃

2.58 157.79 12.75 1108.HK

洛阳玻璃股份

6.27 4.95

600026.SH

中海发展

2.48 148.29 12.75 1138.HK

中海发展股份

6.51 5.14

601005.SH

重庆钢铁

2.48 147.69 4.65 1053.HK

重庆钢铁股份

2.38 1.88

601390.SH

中国中铁

2.47 147.39 21.31 0390.HK

中国中铁

10.92 8.61

601600.SH

中国铝业

2.41 140.87 9.50 2600.HK

中国铝业

5.00 3.94

000666.SZ

经纬纺机

2.41 140.70 22.86 0350.HK

经纬纺织机械股份

12.04 9.50

600808.SH

马钢股份

2.39 138.85 5.69 0323.HK

马鞍山钢铁股份

3.02 2.38

601880.SH

大连港

2.38 138.30 7.97 2880.HK

大连港

4.24 3.34

600874.SH

创业环保

2.34 134.31 15.10 1065.HK

天津创业环保股份

8.17 6.44

601717.SH

郑煤机

2.34 133.95 11.22 0564.HK

郑煤机

6.08 4.80

601588.SH

北辰实业

2.32 131.54 6.63 0588.HK

北京北辰实业股份

3.63 2.86

601991.SH

大唐发电

2.29 128.80 8.23 0991.HK

大唐发电

4.56 3.60

600775.SH

南京熊猫

2.27 126.74 16.24 0553.HK

南京熊猫电子股份

9.08 7.16

601898.SH

中煤能源

2.27 126.50 9.13 1898.HK

中煤能源

5.11 4.03

000756.SZ

新华制药

2.26 126.03 14.62 0719.HK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

8.20 6.47

601899.SH

紫金矿业

2.22 122.17 5.24 2899.HK

紫金矿业

2.99 2.36

601107.SH

四川成渝

2.22 121.78 7.47 0107.HK

四川成渝高速公路

4.27 3.37

600685.SH

广船国际

2.16 115.51 53.21 0317.HK

广州广船国际股份

31.30 24.69

601808.SH

中海油服

2.12 111.63 26.71 2883.HK

中海油田服务

16.00 12.62

601186.SH

中国铁建

2.06 106.41 25.27 1186.HK

中国铁建

15.52 12.24

000488.SZ

晨鸣纸业

1.98 98.04 9.17 1812.HK

晨鸣纸业

5.87 4.63

600875.SH

东方电气

1.96 95.84 27.25 1072.HK

东方电气

17.64 13.91

601800.SH

中国交建

1.93 93.02 21.59 1800.HK

中国交通建设

14.18 11.19

600115.SH

东方航空

1.91 91.11 9.03 0670.HK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

5.99 4.72

601238.SH

广汽集团

1.88 88.28 12.55 2238.HK

广汽集团

8.45 6.67

000921.SZ

海信科龙

1.88 87.89 11.16 0921.HK

海信科龙

7.53 5.94

600548.SH

深高速

1.84 84.43 10.78 0548.HK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

7.41 5.85

000157.SZ

中联重科

1.84 84.18 7.86 1157.HK

中联重科

5.41 4.27

600362.SH

江西铜业

1.82 82.04 23.09 0358.HK

江西铜业股份

16.08 12.68

600029.SH

南方航空

1.80 80.05 10.78 1055.HK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

7.59 5.99

600012.SH

皖通高速

1.79 79.41 9.51 0995.HK

安徽皖通高速公路

6.72 5.30

601333.SH

广深铁路

1.77 77.24 7.20 0525.HK

广深铁路股份

5.15 4.06

601111.SH

中国国航

1.77 76.75 13.05 0753.HK

中国国航

9.36 7.38

601857.SH

中国石油

1.70 70.43 13.39 0857.HK

中国石油股份

9.96 7.86

601992.SH

金隅股份

1.68 68.02 12.75 2009.HK

金隅股份

9.62 7.59

002594.SZ

比亚迪

1.61 61.32 60.00 1211.HK

比亚迪股份

47.15 37.19

000513.SZ

丽珠集团

1.60 59.80 70.59 1513.HK

丽珠医药

56.00 44.17

000039.SZ

中集集团

1.55 55.46 25.69 2039.HK

中集集团

20.95 16.53

002672.SZ

东江环保

1.55 55.44 51.56 0895.HK

东江环保

42.05 33.17

600332.SH

白云山

1.54 53.66 36.00 0874.HK

白云山

29.70 23.43

000063.SZ

中兴通讯

1.51 51.01 31.15 0763.HK

中兴通讯

26.15 20.63

000776.SZ

广发证券

1.46 45.67 28.21 1776.HK

广发证券

24.55 19.37

000898.SZ

鞍钢股份

1.43 43.23 7.31 0347.HK

鞍钢股份

6.47 5.10

601088.SH

中国神华

1.43 42.88 22.71 1088.HK

中国神华

20.15 15.89

600837.SH

海通证券

1.43 42.51 28.61 6837.HK

海通证券

25.45 20.08

601998.SH

中信银行

1.42 42.42 7.92 0998.HK

中信银行

7.05 5.56

600028.SH

中国石化

1.42 41.79 8.12 0386.HK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

7.26 5.73

601336.SH

新华保险

1.42 41.73 53.83 1336.HK

新华保险

48.15 37.98

002202.SZ

金风科技

1.41 41.16 20.11 2208.HK

金风科技

18.06 14.25

601607.SH

上海医药

1.39 38.93 26.52 2607.HK

上海医药

24.20 19.09

601818.SH

光大银行

1.34 33.51 5.55 6818.HK

中国光大银行

5.27 4.16

000338.SZ

潍柴动力

1.29 29.49 31.51 2338.HK

潍柴动力

30.85 24.33

600027.SH

华电国际

1.29 29.13 8.75 1071.HK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

8.59 6.78

600011.SH

华能国际

1.28 28.37 11.24 0902.HK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

11.10 8.76

601628.SH

中国人寿

1.28 27.81 38.06 2628.HK

中国人寿

37.75 29.78

600030.SH

中信证券

1.26 26.26 34.36 6030.HK

中信证券

34.50 27.21

600016.SH

民生银行

1.18 18.31 10.62 1988.HK

民生银行

11.38 8.98

600196.SH

复星医药

1.18 18.02 27.51 2196.HK

复星医药

29.55 23.31

601988.SH

中国银行

1.15 15.12 4.84 3988.HK

中国银行

5.33 4.20

601939.SH

建设银行

1.15 15.02 6.85 0939.HK

建设银行

7.55 5.96

601288.SH

农业银行

1.15 14.62 3.96 1288.HK

农业银行

4.38 3.45

600600.SH

青岛啤酒

1.13 13.00 43.99 0168.HK

青岛啤酒股份

49.35 38.93

601633.SH

长城汽车

1.13 12.73 52.60 2333.HK

长城汽车

59.15 46.66

601328.SH

交通银行

1.10 10.07 6.92 3328.HK

交通银行

7.97 6.29

600377.SH

宁沪高速

1.07 6.95 9.01 0177.HK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

10.68 8.42

601601.SH

中国太保

1.04 4.36 34.82 2601.HK

中国太保

42.30 33.37

600660.SH

福耀玻璃

1.02 1.99 15.64 3606.HK

福耀玻璃

19.44 15.33

601398.SH

工商银行

1.02 1.76 5.41 1398.HK

工商银行

6.74 5.32

601318.SH

中国平安

1.01 0.90 88.66 2318.HK

中国平安

111.40 87.87

600036.SH

招商银行

0.98 -1.50 18.22 3968.HK

招商银行

23.45 18.50

600585.SH

海螺水泥

0.96 -4.34 23.77 0914.HK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

31.50 24.85

000002.SZ

万科

A 0.90 -10.37 14.60 2202.HK

万科企业

20.65 16.29

新浪中证多空调查表一

新浪中证多空调查表二

新浪中证多空调查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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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270.SZ

中威电子

2015-5-4 103.70 6446.83 5953.18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300144.SZ

宋城演艺

2015-5-4 45.68 50659.86 5117.64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603123.SH

翠微股份

2015-5-4 19554.00 30800.00 21614.42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1636.SH

旗滨集团

2015-5-4 847.89 83046.48 18832.09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002526.SZ

山东矿机

2015-5-4 15797.95 53197.84 202.16

追加承诺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000687.SZ

恒天天鹅

2015-5-4 5556.89 53166.62 22570.23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673.SZ

西部证券

2015-5-4 46238.88 115000.00 24778.48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108.SZ

沧州明珠

2015-5-7 388.00 34015.44 2364.45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674.SZ

兴业科技

2015-5-7 11620.80 24057.20 190.6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3333.SH

明星电缆

2015-5-7 32550.00 52000.50 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0305.SH

恒顺醋业

2015-5-8 4706.90 30136.90 0.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286.SZ

安科瑞

2015-5-8 98.00 14024.80 275.20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300002.SZ

神州泰岳

2015-5-8 7626.62 82426.91 50357.24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314.SZ

戴维医疗

2015-5-8 11520.00 15865.00 135.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312.SZ

邦讯技术

2015-5-8 8640.00 15034.50 96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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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50.SH

中国联通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4-23 3865118.5560 25.03 19.85

601106.SH

中国一重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4-24 2776195.6677 29.35 32.68

601618.SH

中国中冶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4-24 2658369.4839 25.41 17.09

601669.SH

中国电建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4-29 2099143.8047 20.98 37.79

601866.SH

中海集运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4-24 1681799.4561 30.09 20.47

601919.SH

中国远洋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4-24 1587313.1820 33.05 15.00

601669.SH

中国电建 换手率达

20% 2015-4-29 1420067.7319 9.99 26.19

601299.SH

中国北车 振幅值达

15% 2015-4-28 1242881.2748 -7.91 3.60

300104.SZ

乐视网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4-24 1131603.0868 19.82 21.12

600026.SH

中海发展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4-24 1121008.1119 25.20 32.00

600021.SH

上海电力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4-28 993471.2760 19.65 19.27

601872.SH

招商轮船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4-24 970447.2258 24.22 20.52

601106.SH

中国一重 振幅值达

15% 2015-4-27 785779.5135 9.98 9.31

600118.SH

中国卫星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4-27 779008.1815 25.57 15.07

600688.SH

上海石化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4-28 769648.4291 20.95 32.80

300033.SZ

同花顺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4-24 729609.6050 22.41 28.77

601866.SH

中海集运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4-28 705941.6553 10.05 7.87

600428.SH

中远航运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4-24 704600.8809 25.35 34.37

000651.SZ

格力电器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4-28 660009.2160 10.01 3.93

300055.SZ

万邦达 换手率达

20% 2015-4-28 588859.6004 3.75 28.96

000625.SZ

长安汽车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4-23 568865.1430 25.97 6.56

000063.SZ

中兴通讯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4-29 542052.9419 10.01 6.54

600026.SH

中海发展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4-28 481483.4544 10.03 12.95

000875.SZ

吉电股份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4-27 478199.4489 21.00 40.08

000767.SZ

漳泽电力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4-28 474909.1407 21.99 35.65

300104.SZ

乐视网 振幅值达

15% 2015-4-29 446744.6480 10.00 7.39

300059.SZ

东方财富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4-30 446241.8511 10.00 4.24

000410.SZ

沈阳机床 振幅值达

15% 2015-4-29 420479.1171 7.24 18.48

600688.SH

上海石化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4-23 417236.1253 26.87 22.81

002230.SZ

科大讯飞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4-28 352079.8694 10.01 7.94

600026.SH

中海发展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4-29 345974.9074 -7.92 9.51

000875.SZ

吉电股份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4-28 329123.5352 9.98 26.51

000875.SZ

吉电股份 换手率达

20% 2015-4-28 329123.5352 9.98 26.51

000012.SZ

南玻

A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4-23 308101.5989 31.19 16.73

300055.SZ

万邦达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4-29 302095.9541 -4.88 16.09

600401.SH *ST

海润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15%

的

ST

证券

2015-4-24 292979.8041 -13.32 24.78

600021.SH

上海电力 振幅值达

15% 2015-4-29 292111.2700 1.99 5.79

600118.SH

中国卫星 振幅值达

15% 2015-4-29 279893.7467 9.99 5.31

000875.SZ

吉电股份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4-29 276901.1524 10.04 21.34

000875.SZ

吉电股份 换手率达

20% 2015-4-29 276901.1524 10.04 21.34

601333.SH

广深铁路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4-27 265136.0910 10.06 6.95

000637.SZ

茂化实华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4-24 259160.2114 20.06 64.46

000627.SZ

天茂集团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4-29 255013.8033 9.98 13.49

600839.SH

四川长虹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4-29 243244.3329 10.03 6.90

002261.SZ

拓维信息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4-28 241800.0690 21.01 24.08

002261.SZ

拓维信息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4-29 237225.5479 10.01 23.58

002261.SZ

拓维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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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4-29 237225.5479 10.01 23.58

002261.SZ

拓维信息 换手率达

20% 2015-4-29 237225.5479 10.01 23.58

000046.SZ

泛海控股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4-28 235341.0516 9.98 2.88

600570.SH

恒生电子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4-28 233499.8879 -10.00 3.32

300033.SZ

同花顺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4-29 230286.7858 -3.98 8.91

000667.SZ

美好集团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4-27 229289.5272 10.04 15.18

600872.SH

中炬高新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4-29 225982.9631 21.06 13.99

300033.SZ

同花顺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4-30 219085.8854 10.00 8.00

300033.SZ

同花顺 振幅值达

15% 2015-4-30 219085.8854 10.00 8.00

000751.SZ

锌业股份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4-29 214155.8123 9.98 15.67

000930.SZ

中粮生化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4-28 213743.1798 10.01 14.39

002411.SZ

九九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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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4-29 209440.6458 11.18 41.62

000416.SZ

民生控股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4-24 203555.5373 19.49 28.35

603019.SH

中科曙光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4-27 200263.8186 27.51 23.02

000901.SZ

航天科技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4-27 193658.7533 9.99 14.07

600620.SH

天宸股份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4-27 193179.5280 -18.24 18.73

000800.SZ

一汽轿车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4-29 188175.1017 10.00 5.72

000591.SZ

桐君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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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4-24 186613.7121 7.38 26.60

002018.SZ

华信国际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4-23 179571.3720 24.60 16.86

600285.SH

羚锐制药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4-24 175156.5834 33.16 29.51

600397.SH

安源煤业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4-29 174116.2182 20.97 17.04

600285.SH

羚锐制药 换手率达

20% 2015-4-28 173374.0272 10.03 29.17

600699.SH

均胜电子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4-28 170078.5388 -10.00 10.94

300392.SZ

腾信股份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4-24 165555.8009 23.11 4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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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1010.SH

文峰股份

2015-4-28 13.59 -10.00 14.61 9,200.00 125,028.00

300055.SZ

万邦达

2015-4-27 33.30 -10.00 37.29 3,655.92 121,742.14

600699.SH

均胜电子

2015-4-27 32.43 -9.99 36.70 3,160.00 102,478.80

601231.SH

环旭电子

2015-4-27 36.89 -10.00 40.22 2,250.00 83,002.50

601099.SH

太平洋

2015-4-28 14.39 -4.95 14.84 3,472.00 49,962.08

000816.SZ

江淮动力

2015-4-29 12.14 -1.30 12.78 3,248.00 39,430.72

600673.SH

东阳光科

2015-4-27 22.71 -5.02 24.28 1,300.00 29,523.00

002170.SZ

芭田股份

2015-4-29 15.84 -9.95 17.84 1,850.00 29,304.00

000585.SZ

东北电气

2015-4-30 6.77 -4.78 7.07 4,100.00 27,757.00

000859.SZ

国风塑业

2015-4-30 11.40 -9.95 12.26 2,185.00 24,909.00

600221.SH

海南航空

2015-4-30 5.84 -0.17 5.96 3,985.00 23,272.40

000669.SZ

金鸿能源

2015-4-29 32.26 -9.99 35.18 700.01 22,582.25

601231.SH

环旭电子

2015-4-27 36.89 -10.00 40.22 600.00 22,134.00

601231.SH

环旭电子

2015-4-27 36.89 -10.00 40.22 600.00 22,134.00

601231.SH

环旭电子

2015-4-27 36.89 -10.00 40.22 600.00 22,134.00

600031.SH

三一重工

2015-4-27 10.12 -9.96 11.49 2,173.00 21,990.76

000859.SZ

国风塑业

2015-4-30 11.40 -9.95 12.26 1,925.00 21,945.00

601099.SH

太平洋

2015-4-28 14.39 -4.95 14.84 1,478.00 21,268.42

000519.SZ

江南红箭

2015-4-27 18.90 -2.98 19.49 1,100.00 20,790.00

002622.SZ

永大集团

2015-4-27 25.85 -9.99 28.59 775.80 20,054.43

600031.SH

三一重工

2015-4-27 10.12 -9.96 11.49 1,910.00 19,329.20

600031.SH

三一重工

2015-4-27 10.12 -9.96 11.49 1,818.00 18,398.16

002622.SZ

永大集团

2015-4-27 25.85 -9.99 28.59 659.39 17,045.23

600307.SH

酒钢宏兴

2015-4-29 5.70 1.24 5.77 2,950.00 16,815.00

300020.SZ

银江股份

2015-4-29 50.01 1.48 52.64 333.00 16,653.33

002174.SZ

游族网络

2015-4-29 78.21 -1.84 83.20 210.00 16,424.10

600031.SH

三一重工

2015-4-27 10.12 -9.96 11.49 1,581.00 15,999.72

002174.SZ

游族网络

2015-4-29 78.21 -1.84 83.20 200.00 15,642.00

000816.SZ

江淮动力

2015-4-30 11.86 -7.20 12.48 1,300.00 15,418.00

002498.SZ

汉缆股份

2015-4-27 12.51 -10.00 15.29 1,198.70 14,995.74

300042.SZ

朗科科技

2015-4-29 22.00 -9.91 26.86 680.00 14,960.00

601231.SH

环旭电子

2015-4-27 36.89 -10.00 40.22 400.00 14,756.00

300012.SZ

华测检测

2015-4-29 21.04 -8.00 23.31 700.00 14,728.00

600031.SH

三一重工

2015-4-27 10.12 -9.96 11.49 1,363.00 13,793.56

000656.SZ

金科股份

2015-4-28 26.60 -7.73 27.14 510.00 13,566.00

000816.SZ

江淮动力

2015-4-30 11.86 -7.20 12.48 1,100.00 13,046.00

600031.SH

三一重工

2015-4-27 10.12 -9.96 11.49 1,284.00 12,994.08

300193.SZ

佳士科技

2015-4-28 21.81 2.88 22.49 580.00 12,649.80

600016.SH

民生银行

2015-4-28 9.59 -10.04 10.90 1,313.00 12,591.67

600397.SH

安源煤业

2015-4-30 10.90 6.55 11.25 1,130.00 12,317.00

600397.SH

安源煤业

2015-4-30 10.90 6.55 11.25 1,100.00 11,990.00

600648.SH

外高桥

2015-4-27 37.99 -5.07 39.17 315.00 11,966.85

601636.SH

旗滨集团

2015-4-28 10.86 -5.24 11.49 1,100.00 11,946.00

300178.SZ

腾邦国际

2015-4-29 26.78 -9.98 30.75 440.00 11,783.20

002174.SZ

游族网络

2015-4-29 78.21 -1.84 83.20 150.00 11,731.50

002174.SZ

游族网络

2015-4-29 78.21 -1.84 83.20 150.00 11,731.50

600307.SH

酒钢宏兴

2015-4-30 5.70 -1.21 5.84 2,050.00 11,685.00

600307.SH

酒钢宏兴

2015-4-29 5.70 1.24 5.77 2,050.00 11,685.00

300086.SZ

康芝药业

2015-4-30 22.75 -10.01 25.53 500.00 11,375.00

600648.SH

外高桥

2015-4-29 37.00 -0.75 37.76 300.00 11,100.00

600648.SH

外高桥

2015-4-30 36.53 -3.26 37.28 300.00 10,959.00

002465.SZ

海格通信

2015-4-29 28.80 -0.93 29.95 380.00 10,944.00

000620.SZ

新华联

2015-4-27 10.59 -3.02 10.90 1,021.88 10,821.71

600397.SH

安源煤业

2015-4-30 10.90 6.55 11.25 984.00 10,725.60

600673.SH

东阳光科

2015-4-27 22.71 -5.02 24.28 460.00 10,446.60

002599.SZ

盛通股份

2015-4-29 31.43 -9.99 35.50 323.75 10,175.46

600031.SH

三一重工

2015-4-27 10.12 -9.96 11.49 1,000.00 10,120.00

600031.SH

三一重工

2015-4-27 10.12 -9.96 11.49 1,000.00 10,120.00

600518.SH

康美药业

2015-4-28 33.50 -9.48 36.32 300.00 10,050.00

601231.SH

环旭电子

2015-4-27 36.89 -10.00 40.22 270.00 9,960.30

600240.SH

华业地产

2015-4-28 16.50 -9.79 17.87 600.00 9,900.00

600397.SH

安源煤业

2015-4-30 10.90 6.55 11.25 900.00 9,810.00

600673.SH

东阳光科

2015-4-27 22.71 -5.02 24.28 430.00 9,765.30

600307.SH

酒钢宏兴

2015-4-30 5.70 -1.21 5.84 1,700.00 9,690.00

002622.SZ

永大集团

2015-4-27 25.85 -9.99 28.59 370.00 9,564.50

002508.SZ

老板电器

2015-4-27 47.22 -10.01 52.59 200.00 9,444.00

002572.SZ

索菲亚

2015-4-30 32.55 -3.10 34.90 290.00 9,439.50

002480.SZ

新筑股份

2015-4-30 15.63 -2.07 16.28 600.00 9,378.00

000725.SZ

京东方

A 2015-4-27 4.50 -2.39 4.69 2,073.80 9,332.10

600221.SH

海南航空

2015-4-29 5.73 -3.86 5.85 1,600.00 9,168.00

本周限售股解禁一览表上周大宗交易配表

“一带一路”热度不减 建筑板块大涨

6.82%

申万建筑装饰指数上周累

计上涨6.82%， 涨幅在28个申万

一级行业指数中位居首位，刷新

历史新高， 延续了3月以来的强

势上突的势头。 指数成分股中，

多只股票连续涨停。

建筑装饰板块的强势表现依

然受益于资金对于“一带一路”的

追捧， 随着中巴经济走廊项目、印

尼万隆高铁项目合作文件签署，多

家企业收获海外大订单。国税总局

也出台税收措施助力一带一路海

外推进，跨国基建上市公司将持续

受益。 园内方面，国务院批准开展

基础设施特许经营，PPP模式再受

推广，加上发改委对重大工程建设

的推动。政策助力为建筑装饰板块

的上行提供了支撑。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一季度

增长13.5%，比去年同期下降4.1个

百分点，但是基础建设投资加快，

基础设施投资增长23.1%，同比提

高了0.6个百分点。 其中铁路、公

路、水路投资增长15.2%，提高了

3.8个百分点。 从目前低迷的经济

数据来看，基建投资将持续加码，

基建股今年普遍具备“基本面+政

策面”共振的优势，而今年伴随着

国企改革的推进， 这也激发了建

筑装饰板块的活力， 短期建筑板

块有望保持活跃。（徐伟平）

沪综指围绕4500点震荡 上周微涨

1.09%

沪综指上周先扬后抑，微涨

1.09%，盘中最高上探至4572.39

点，最低下探至4398.64点，报收

于4441.66点。 在经历了此前的

强势上突后，上周股指围绕4500

点高位震荡， 周K线上收出一颗

阴十字星。

股指连续上攻的势头中断这

可能意味着快牛将向慢牛转变，

股指再度上演逼空大戏的条件尚

不具备。 一方面，板块快速轮动，

领涨龙头整固需求凸显。 继中小

创的强势冲锋后，市场风向突变，

“中字头”股票开始在风口热舞。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央企改革的

预期能否兑现尚有不确定性，基

于预期的炒作， 一旦不达预期可

能会引发“中字头” 股票的集体

回落，此类品种多以权重股为主，

它们的高位回调势必会引发市场

的震荡， 短期如果没有新的品种

接力， 市场继续上攻的势头势必

会被打断， 这可能会成为市场短

期震荡整固的诱因。

另一方面， 新股发行的提

速，节后将有25只新股发行。 考

虑到打新收益率依然高高在上，

密集打新潮仍将是大概率事件，

期间冻结资金体量较大。 密集的

打新潮是大概率事件，期间冻结

资金体量较大。 虽然新股解冻

后，资金回流市场往往会成为市

场再度上攻的推力，但前期冻结

资金的影响仍将引发市场的短

期调整，这将会成为市场震荡整

固的诱因。（徐伟平）

后来居上 智能电视一周大涨

5.38%

尽管上周前半段表现平平，

但凭借最后两个交易日连掀上

涨高潮，最终智能电视指数上周

累计涨幅达到5.38%，涨幅在113

个Wind概念指数中位居首位。

由此，年初以来累计涨幅排行榜

中， 智能电视也跃升至第二位，

以151.67%涨幅仅次于互联网金

融162.67%的涨幅。

一周来看，16只有交易发生

的智能电视板块成分股中， 共有

12只出现阶段上涨， 其中涨幅超

过10%的有6只、涨幅超过4%的有

11只；仅有兆驰股份、恒信移动、

TCL、 华数传媒分别下跌6.66%、

5.07%、4.75%和1.13%。上周五，市

场宽幅震荡、 两市主板指数双双

回落，智能电视指数无惧压力，单

日上涨2.73%， 成分股北京君正、

深康佳A还携手封上涨停。

消息面上，4月29日，中国电信

爱游戏、中国移动咪咕游戏、中国联

通小沃科技联合召开智能电视游戏

操控规范发布会， 三大运营商共同

启动了《操控规范文档》并推出操

控测试认证机制， 正式宣告智能电

视游戏统一操控标准颁布实施。 市

场普遍认为， 这为电视游戏标准化

建设树立了行业标杆， 打破操控标

准的混沌局面， 为清除行业发展壁

垒注入了一剂良药。此外，之前广电

总局表示将加大智能电视推广力度

也对A股智能电视板块构成提振。

在企业层面，长虹、海信高调发布新

的互联网战略；TCL集团一季报净

利润也达到9.8亿元。（叶涛）

4月增持金额居前个股

4月减持金额居前个股

4月A股减持额环比增逾2成

□本报记者 叶涛

4月以来股指加速上行，A

股市场牛股频出，红火的向上势

头刺激产业资本减持加码。 据相

关数据统计， 今年4月遭到产业

资本减持的股票，其累计金额达

到798.72亿元， 环比3月增长幅

度达到23.29%；但数量上，4月遭

到减持的股票总数为298只，较3

月份406只大幅减少， 表明近期

产业资本减持股票集中度明显

提高的同时，对单只股票净减持

力度有所增强。

产业资本借机减持

进入4月，股指加速上行。全

月沪综指累计上涨693.76点，区

间涨幅达到18.51%，至4月30日

收盘价报4441.66点； 作为小盘

成长股的“集中营” ，创业板涨

幅更胜一筹， 整个4月指数累计

上涨 22.38% ， 截至月末报收

2857.89点，阶段上涨522.72点。

牛市沃土之下，产业资本动

作频频， 据Wind资讯统计，4月

A股市场共有419只股票出现增

减持变动，其中遭到增持的股票

有99只、减持的有298只、持平的

有22只； 回顾3月份， 全月共有

493只股票受到产业资本 “关

注” ，其中持平股票15只、减持

股票406只、增持股票72只。这意

味着环比来看，产业资本总体上

交易情绪有所降温， 在增持、持

平股票数量环比变化不大的情

况下，4月减持股票数量大幅减

少108只。

但不容忽视的是，尽管减持

股票数量明显下滑， 上述298只

个股4月累计减持金额却达到

798.72亿元， 较上月493只股票

净减持647.82亿元这一金额还

要高出150.90亿元，环比增幅达

到23.29%。 同时，迅速攀升的减

持金额还刺激4月市场净减持规

模达到762.15亿元，在3月647.82

亿 元 净 减 持 的 基 础 上 续 增

114.33亿元。

分析人士认为， 一方面4月

减持股票数量环比减少，主要源

自指数大涨带来丰厚的财富效

应，在牛市已成是市场共识的背

景下，产业资本待价而沽意愿浓

厚；另一方面，部分股票净减持

金额陡增，也凸显出连续大涨之

后， 针对部分出现超额收益个

股，高位派发、锁定利润的意愿

开始增强。

小票成减持重点

以个股而言，4月减持金额

最高的几只股票分别是京东方

A、万邦达、文峰股份、酒钢宏兴、

南钢股份 ， 具体金额分别为

106.79亿元、63.50亿元、61.78亿

元、49.11亿元和45.04亿元。而且

上述5只股票的累计减持金额为

326.22亿元， 占4月市场整体

762.15 亿 元 净 减 持 规 模 的

42.80%。反观3月份，除中国重工

以83.52亿元减持金额居首外，

减持金额在第二至第五的股票，

其数额大体维持在11元-25亿

元之间。 这也进一步验证了部分

个股减持力度加大是刺激4月市

场净减持金额攀升的主因。

从板块分布来看，4月遭到

减持的主板股票共有117只，占

全部减持股票数量的39.26%；属

于中小板和创业板的减持股票

分别有109只和71只， 占比分别

为35.58%和23.82%。 与之相对，

3月遭到减持的主板股票共有

141只， 所占份额为34.73%；遭

减持的中小板和创业板股票各

自有165只和100只，具体比例为

40.64%、24.63%。 从中不难发

现， 产业资本4月份针对以创业

板和中小板为代表的中小市值

品种减持力度加大，同期针对主

板股票， 则减持情绪有所降温。

而这恰恰与4月中小票领涨市场

的走势不谋而合。

而且从方向上看，4月减持

金额前三的股票分别来自电子、

环保及商贸领域；金额靠前的20

只股票中，来自医药、计算机、传

媒行业的股票也不在少数；相比

3月份减持金额居前股票几乎悉

数为机械设备、钢铁、金融、有色

金属品种，可以说，随着市场行

情变动，产业资本减持重点已经

出现一定转向。

分析人士认为， 结合A股历

史分析，牛市的一大特征就是大

小盘轮动上涨，相对于大盘第一

轮上涨中以非银金融为代表的

蓝筹板块集体领涨，此番牛市第

二轮中中小票反客为主，区间表

现持续优于主板大市值品种，4

月产业资本重点围绕中小票展

开减持恰恰顺行了这一市场风

格变化。 再往前追溯，本身3月A

股净减持规模就环比大幅增长，

4月净减持金额继续高歌猛进，

也从侧面说明了产业资本对后

市存有明显分歧， 这或对后市A

股的短期走势造成扰动。

“一带一路”热度不减 建筑板块大涨

6.82%

申万建筑装饰指数上周累

计上涨6.82%， 涨幅在28个申万

一级行业指数中位居首位，刷新

历史新高， 延续了3月以来的强

势上突的势头。 指数成分股中，

多只股票连续涨停。

建筑装饰板块的强势表现依

然受益于资金对于“一带一路”的

追捧， 随着中巴经济走廊项目、印

尼万隆高铁项目合作文件签署，多

家企业收获海外大订单。国税总局

也出台税收措施助力一带一路海

外推进，跨国基建上市公司将持续

受益。 园内方面，国务院批准开展

基础设施特许经营，PPP模式再受

推广，加上发改委对重大工程建设

的推动。政策助力为建筑装饰板块

的上行提供了支撑。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一季度

增长13.5%，比去年同期下降4.1个

百分点，但是基础建设投资加快，

基础设施投资增长23.1%，同比提

高了0.6个百分点。 其中铁路、公

路、水路投资增长15.2%，提高了

3.8个百分点。 从目前低迷的经济

数据来看，基建投资将持续加码，

基建股今年普遍具备“基本面+政

策面”共振的优势，而今年伴随着

国企改革的推进， 这也激发了建

筑装饰板块的活力， 短期建筑板

块有望保持活跃。（徐伟平）

沪综指围绕4500点震荡 上周微涨

1.09%

沪综指上周先扬后抑，微涨

1.09%，盘中最高上探至4572.39

点，最低下探至4398.64点，报收

于4441.66点。 在经历了此前的

强势上突后，上周股指围绕4500

点高位震荡， 周K线上收出一颗

阴十字星。

股指连续上攻的势头中断这

可能意味着快牛将向慢牛转变，

股指再度上演逼空大戏的条件尚

不具备。 一方面，板块快速轮动，

领涨龙头整固需求凸显。 继中小

创的强势冲锋后，市场风向突变，

“中字头”股票开始在风口热舞。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央企改革的

预期能否兑现尚有不确定性，基

于预期的炒作， 一旦不达预期可

能会引发“中字头” 股票的集体

回落，此类品种多以权重股为主，

它们的高位回调势必会引发市场

的震荡， 短期如果没有新的品种

接力， 市场继续上攻的势头势必

会被打断， 这可能会成为市场短

期震荡整固的诱因。

另一方面， 新股发行的提

速，节后将有25只新股发行。 考

虑到打新收益率依然高高在上，

密集打新潮仍将是大概率事件，

期间冻结资金体量较大。 密集的

打新潮是大概率事件，期间冻结

资金体量较大。 虽然新股解冻

后，资金回流市场往往会成为市

场再度上攻的推力，但前期冻结

资金的影响仍将引发市场的短

期调整，这将会成为市场震荡整

固的诱因。（徐伟平）

后来居上 智能电视一周大涨

5.38%

尽管上周前半段表现平平，

但凭借最后两个交易日连掀上

涨高潮，最终智能电视指数上周

累计涨幅达到5.38%，涨幅在113

个Wind概念指数中位居首位。

由此，年初以来累计涨幅排行榜

中， 智能电视也跃升至第二位，

以151.67%涨幅仅次于互联网金

融162.67%的涨幅。

一周来看，16只有交易发生

的智能电视板块成分股中， 共有

12只出现阶段上涨， 其中涨幅超

过10%的有6只、涨幅超过4%的有

11只；仅有兆驰股份、恒信移动、

TCL、 华数传媒分别下跌6.66%、

5.07%、4.75%和1.13%。上周五，市

场宽幅震荡、 两市主板指数双双

回落，智能电视指数无惧压力，单

日上涨2.73%， 成分股北京君正、

深康佳A还携手封上涨停。

消息面上，4月29日，中国电信

爱游戏、中国移动咪咕游戏、中国联

通小沃科技联合召开智能电视游戏

操控规范发布会， 三大运营商共同

启动了《操控规范文档》并推出操

控测试认证机制， 正式宣告智能电

视游戏统一操控标准颁布实施。 市

场普遍认为， 这为电视游戏标准化

建设树立了行业标杆， 打破操控标

准的混沌局面， 为清除行业发展壁

垒注入了一剂良药。此外，之前广电

总局表示将加大智能电视推广力度

也对A股智能电视板块构成提振。

在企业层面，长虹、海信高调发布新

的互联网战略；TCL集团一季报净

利润也达到9.8亿元。（叶涛）

4月增持金额居前个股

4月A股减持额环比增逾2成

□本报记者 叶涛

4月以来股指加速上行，A

股市场牛股频出，红火的向上势

头刺激产业资本减持加码。 据相

关数据统计， 今年4月遭到产业

资本减持的股票，其累计金额达

到798.72亿元， 环比3月增长幅

度达到23.29%；但数量上，4月遭

到减持的股票总数为298只，较3

月份406只大幅减少， 表明近期

产业资本减持股票集中度明显

提高的同时，对单只股票净减持

力度有所增强。

产业资本借机减持

进入4月，股指加速上行。全

月沪综指累计上涨693.76点，区

间涨幅达到18.51%，至4月30日

收盘价报4441.66点； 作为小盘

成长股的“集中营” ，创业板涨

幅更胜一筹， 整个4月指数累计

上涨 22.38% ， 截至月末报收

2857.89点，阶段上涨522.72点。

牛市沃土之下，产业资本动

作频频， 据Wind资讯统计，4月

A股市场共有419只股票出现增

减持变动，其中遭到增持的股票

有99只、减持的有298只、持平的

有22只； 回顾3月份， 全月共有

493只股票受到产业资本 “关

注” ，其中持平股票15只、减持

股票406只、增持股票72只。这意

味着环比来看，产业资本总体上

交易情绪有所降温， 在增持、持

平股票数量环比变化不大的情

况下，4月减持股票数量大幅减

少108只。

但不容忽视的是，尽管减持

股票数量明显下滑， 上述298只

个股4月累计减持金额却达到

798.72亿元， 较上月493只股票

净减持647.82亿元这一金额还

要高出150.90亿元，环比增幅达

到23.29%。 同时，迅速攀升的减

持金额还刺激4月市场净减持规

模达到762.15亿元，在3月647.82

亿 元 净 减 持 的 基 础 上 续 增

114.33亿元。

分析人士认为， 一方面4月

减持股票数量环比减少，主要源

自指数大涨带来丰厚的财富效

应，在牛市已成是市场共识的背

景下，产业资本待价而沽意愿浓

厚；另一方面，部分股票净减持

金额陡增，也凸显出连续大涨之

后， 针对部分出现超额收益个

股，高位派发、锁定利润的意愿

开始增强。

小票成减持重点

以个股而言，4月减持金额

最高的几只股票分别是京东方

A、万邦达、文峰股份、酒钢宏兴、

南钢股份 ， 具体金额分别为

106.79亿元、63.50亿元、61.78亿

元、49.11亿元和45.04亿元。而且

上述5只股票的累计减持金额为

326.22亿元， 占4月市场整体

762.15 亿 元 净 减 持 规 模 的

42.80%。反观3月份，除中国重工

以83.52亿元减持金额居首外，

减持金额在第二至第五的股票，

其数额大体维持在11元-25亿

元之间。 这也进一步验证了部分

个股减持力度加大是刺激4月市

场净减持金额攀升的主因。

从板块分布来看，4月遭到

减持的主板股票共有117只，占

全部减持股票数量的39.26%；属

于中小板和创业板的减持股票

分别有109只和71只， 占比分别

为35.58%和23.82%。 与之相对，

3月遭到减持的主板股票共有

141只， 所占份额为34.73%；遭

减持的中小板和创业板股票各

自有165只和100只，具体比例为

40.64%、24.63%。 从中不难发

现， 产业资本4月份针对以创业

板和中小板为代表的中小市值

品种减持力度加大，同期针对主

板股票， 则减持情绪有所降温。

而这恰恰与4月中小票领涨市场

的走势不谋而合。

而且从方向上看，4月减持

金额前三的股票分别来自电子、

环保及商贸领域；金额靠前的20

只股票中，来自医药、计算机、传

媒行业的股票也不在少数；相比

3月份减持金额居前股票几乎悉

数为机械设备、钢铁、金融、有色

金属品种，可以说，随着市场行

情变动，产业资本减持重点已经

出现一定转向。

分析人士认为， 结合A股历

史分析，牛市的一大特征就是大

小盘轮动上涨，相对于大盘第一

轮上涨中以非银金融为代表的

蓝筹板块集体领涨，此番牛市第

二轮中中小票反客为主，区间表

现持续优于主板大市值品种，4

月产业资本重点围绕中小票展

开减持恰恰顺行了这一市场风

格变化。 再往前追溯，本身3月A

股净减持规模就环比大幅增长，

4月净减持金额继续高歌猛进，

也从侧面说明了产业资本对后

市存有明显分歧， 这或对后市A

股的短期走势造成扰动。

代码 名称 变动次数 总变动方向

净买入

股份数合计

(万股)

增减仓

参考市值

(万元)

000725.SZ

京东方

A 9

减持

-233212.12 -1067904.09

300055.SZ

万邦达

12

减持

-15851.43 -634999.54

601010.SH

文峰股份

8

减持

-36257.96 -617846.64

600307.SH

酒钢宏兴

24

减持

-93950.35 -491078.51

600282.SH

南钢股份

8

减持

-77515.03 -450384.36

002269.SZ

美邦服饰

3

减持

-15165 -358264.17

601688.SH

华泰证券

1

减持

-19458.9 -327422.73

600031.SH

三一重工

2

减持

-19276.66 -220020.18

002622.SZ

永大集团

7

减持

-6251.6 -179974.96

000839.SZ

中信国安

1

减持

-7800 -149199.56

600401.SH *ST

海润

4

减持

-13333.48 -137280.90

600397.SH

安源煤业

7

减持

-21784.83 -136039.28

600673.SH

东阳光科

3

减持

-4880 -122986.12

600699.SH

均胜电子

1

减持

-3180 -114677.41

300088.SZ

长信科技

4

减持

-4270 -99214.89

600362.SH

江西铜业

1

减持

-4608.36 -88944.17

300142.SZ

沃森生物

20

减持

-1531.15 -87143.73

600970.SH

中材国际

1

减持

-5466 -78924.59

601880.SH

大连港

2

减持

-9993.84 -76584.88

002283.SZ

天润曲轴

4

减持

-4915.8 -70642.75

代码 名称 变动次数 总变动方向

净买入

股份数合计

(万股)

增减仓

参考市值

(万元)

000012.SZ

南玻

A 8

增持

9,119.72 83,844.11

600525.SH

长园集团

5

增持

4,852.07 75,106.86

600088.SH

中视传媒

1

增持

1,657.52 38,735.99

300190.SZ

维尔利

7

增持

669.92 28,097.58

000669.SZ

金鸿能源

1

增持

700.01 24,698.55

600785.SH

新华百货

6

增持

2,256.32 22,847.95

600289.SH

亿阳信通

1

增持

1,171.70 19,895.96

600872.SH

中炬高新

1

增持

941.00 15,784.98

000567.SZ

海德股份

1

增持

780.03 15,552.22

000671.SZ

阳光城

1

增持

542.50 11,998.01

000019.SZ

深深宝

A 2

增持

154.74 5,162.27

000568.SZ

泸州老窖

1

增持

189.39 5,003.02

002215.SZ

诺普信

1

增持

233.39 4,379.15

002658.SZ

雪迪龙

4

增持

68.68 3,483.63

002610.SZ

爱康科技

2

增持

83.00 2,630.28

300337.SZ

银邦股份

3

增持

121.31 2,449.36

000672.SZ

上峰水泥

3

增持

297.50 1,781.25

002347.SZ

泰尔重工

5

增持

107.20 1,683.64

002235.SZ

安妮股份

2

增持

30.00 622.97

002326.SZ

永太科技

3

增持

11.90 603.07

002348.SZ

高乐股份

1

增持

34.87 465.86

002002.SZ

鸿达兴业

1

增持

15.92 351.62

002701.SZ

奥瑞金

3

增持

1.65 59.45

300042.SZ

朗科科技

1

增持

2.04 53.00

601777.SH

力帆股份

1

增持

3.58 49.92

600734.SH

实达集团

5

增持

8.00 44.08

000058.SZ

深赛格

2

增持

3.20 35.94

000976.SZ *ST

春晖

3

增持

2.85 29.17

300155.SZ

安居宝

2

增持

0.95 26.78

002527.SZ

新时达

1

增持

1.00 26.77

000810.SZ

创维数字

1

增持

1.00 20.20

000899.SZ

赣能股份

1

增持

1.38 15.67

000400.SZ

许继电气

1

增持

0.50 15.25

300325.SZ

德威新材

1

增持

0.75 12.90

002375.SZ

亚厦股份

2

增持

0.36 12.06

002051.SZ

中工国际

1

增持

0.30 10.54

002641.SZ

永高股份

1

增持

0.50 10.38

002620.SZ

瑞和股份

1

增持

0.32 10.19

600251.SH

冠农股份

1

增持

0.34 9.38

002100.SZ

天康生物

1

增持

0.50 8.58

“一带一路”热度不减 建筑板块大涨

6.82%

申万建筑装饰指数上周累

计上涨6.82%， 涨幅在28个申万

一级行业指数中位居首位，刷新

历史新高， 延续了3月以来的强

势上突的势头。 指数成分股中，

多只股票连续涨停。

建筑装饰板块的强势表现依

然受益于资金对于“一带一路”的

追捧， 随着中巴经济走廊项目、印

尼万隆高铁项目合作文件签署，多

家企业收获海外大订单。国税总局

也出台税收措施助力一带一路海

外推进，跨国基建上市公司将持续

受益。 园内方面，国务院批准开展

基础设施特许经营，PPP模式再受

推广，加上发改委对重大工程建设

的推动。政策助力为建筑装饰板块

的上行提供了支撑。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一季度

增长13.5%，比去年同期下降4.1个

百分点，但是基础建设投资加快，

基础设施投资增长23.1%，同比提

高了0.6个百分点。 其中铁路、公

路、水路投资增长15.2%，提高了

3.8个百分点。 从目前低迷的经济

数据来看，基建投资将持续加码，

基建股今年普遍具备“基本面+政

策面”共振的优势，而今年伴随着

国企改革的推进， 这也激发了建

筑装饰板块的活力， 短期建筑板

块有望保持活跃。（徐伟平）

沪综指围绕4500点震荡 上周微涨

1.09%

沪综指上周先扬后抑，微涨

1.09%，盘中最高上探至4572.39

点，最低下探至4398.64点，报收

于4441.66点。 在经历了此前的

强势上突后，上周股指围绕4500

点高位震荡， 周K线上收出一颗

阴十字星。

股指连续上攻的势头中断这

可能意味着快牛将向慢牛转变，

股指再度上演逼空大戏的条件尚

不具备。 一方面，板块快速轮动，

领涨龙头整固需求凸显。 继中小

创的强势冲锋后，市场风向突变，

“中字头”股票开始在风口热舞。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央企改革的

预期能否兑现尚有不确定性，基

于预期的炒作， 一旦不达预期可

能会引发“中字头” 股票的集体

回落，此类品种多以权重股为主，

它们的高位回调势必会引发市场

的震荡， 短期如果没有新的品种

接力， 市场继续上攻的势头势必

会被打断， 这可能会成为市场短

期震荡整固的诱因。

另一方面， 新股发行的提

速，节后将有25只新股发行。 考

虑到打新收益率依然高高在上，

密集打新潮仍将是大概率事件，

期间冻结资金体量较大。 密集的

打新潮是大概率事件，期间冻结

资金体量较大。 虽然新股解冻

后，资金回流市场往往会成为市

场再度上攻的推力，但前期冻结

资金的影响仍将引发市场的短

期调整，这将会成为市场震荡整

固的诱因。（徐伟平）

后来居上 智能电视一周大涨

5.38%

尽管上周前半段表现平平，

但凭借最后两个交易日连掀上

涨高潮，最终智能电视指数上周

累计涨幅达到5.38%，涨幅在113

个Wind概念指数中位居首位。

由此，年初以来累计涨幅排行榜

中， 智能电视也跃升至第二位，

以151.67%涨幅仅次于互联网金

融162.67%的涨幅。

一周来看，16只有交易发生

的智能电视板块成分股中， 共有

12只出现阶段上涨， 其中涨幅超

过10%的有6只、涨幅超过4%的有

11只；仅有兆驰股份、恒信移动、

TCL、 华数传媒分别下跌6.66%、

5.07%、4.75%和1.13%。上周五，市

场宽幅震荡、 两市主板指数双双

回落，智能电视指数无惧压力，单

日上涨2.73%， 成分股北京君正、

深康佳A还携手封上涨停。

消息面上，4月29日，中国电信

爱游戏、中国移动咪咕游戏、中国联

通小沃科技联合召开智能电视游戏

操控规范发布会， 三大运营商共同

启动了《操控规范文档》并推出操

控测试认证机制， 正式宣告智能电

视游戏统一操控标准颁布实施。 市

场普遍认为， 这为电视游戏标准化

建设树立了行业标杆， 打破操控标

准的混沌局面， 为清除行业发展壁

垒注入了一剂良药。此外，之前广电

总局表示将加大智能电视推广力度

也对A股智能电视板块构成提振。

在企业层面，长虹、海信高调发布新

的互联网战略；TCL集团一季报净

利润也达到9.8亿元。（叶涛）

4月减持金额居前个股

4月A股减持额环比增逾2成

□本报记者 叶涛

4月以来股指加速上行，A

股市场牛股频出，红火的向上势

头刺激产业资本减持加码。 据相

关数据统计， 今年4月遭到产业

资本减持的股票，其累计金额达

到798.72亿元， 环比3月增长幅

度达到23.29%；但数量上，4月遭

到减持的股票总数为298只，较3

月份406只大幅减少， 表明近期

产业资本减持股票集中度明显

提高的同时，对单只股票净减持

力度有所增强。

产业资本借机减持

进入4月，股指加速上行。全

月沪综指累计上涨693.76点，区

间涨幅达到18.51%，至4月30日

收盘价报4441.66点； 作为小盘

成长股的“集中营” ，创业板涨

幅更胜一筹， 整个4月指数累计

上涨 22.38% ， 截至月末报收

2857.89点，阶段上涨522.72点。

牛市沃土之下，产业资本动

作频频， 据Wind资讯统计，4月

A股市场共有419只股票出现增

减持变动，其中遭到增持的股票

有99只、减持的有298只、持平的

有22只； 回顾3月份， 全月共有

493只股票受到产业资本 “关

注” ，其中持平股票15只、减持

股票406只、增持股票72只。这意

味着环比来看，产业资本总体上

交易情绪有所降温， 在增持、持

平股票数量环比变化不大的情

况下，4月减持股票数量大幅减

少108只。

但不容忽视的是，尽管减持

股票数量明显下滑， 上述298只

个股4月累计减持金额却达到

798.72亿元， 较上月493只股票

净减持647.82亿元这一金额还

要高出150.90亿元，环比增幅达

到23.29%。 同时，迅速攀升的减

持金额还刺激4月市场净减持规

模达到762.15亿元，在3月647.82

亿 元 净 减 持 的 基 础 上 续 增

114.33亿元。

分析人士认为， 一方面4月

减持股票数量环比减少，主要源

自指数大涨带来丰厚的财富效

应，在牛市已成是市场共识的背

景下，产业资本待价而沽意愿浓

厚；另一方面，部分股票净减持

金额陡增，也凸显出连续大涨之

后， 针对部分出现超额收益个

股，高位派发、锁定利润的意愿

开始增强。

小票成减持重点

以个股而言，4月减持金额

最高的几只股票分别是京东方

A、万邦达、文峰股份、酒钢宏兴、

南钢股份 ， 具体金额分别为

106.79亿元、63.50亿元、61.78亿

元、49.11亿元和45.04亿元。而且

上述5只股票的累计减持金额为

326.22亿元， 占4月市场整体

762.15 亿 元 净 减 持 规 模 的

42.80%。反观3月份，除中国重工

以83.52亿元减持金额居首外，

减持金额在第二至第五的股票，

其数额大体维持在11元-25亿

元之间。 这也进一步验证了部分

个股减持力度加大是刺激4月市

场净减持金额攀升的主因。

从板块分布来看，4月遭到

减持的主板股票共有117只，占

全部减持股票数量的39.26%；属

于中小板和创业板的减持股票

分别有109只和71只， 占比分别

为35.58%和23.82%。 与之相对，

3月遭到减持的主板股票共有

141只， 所占份额为34.73%；遭

减持的中小板和创业板股票各

自有165只和100只，具体比例为

40.64%、24.63%。 从中不难发

现， 产业资本4月份针对以创业

板和中小板为代表的中小市值

品种减持力度加大，同期针对主

板股票， 则减持情绪有所降温。

而这恰恰与4月中小票领涨市场

的走势不谋而合。

而且从方向上看，4月减持

金额前三的股票分别来自电子、

环保及商贸领域；金额靠前的20

只股票中，来自医药、计算机、传

媒行业的股票也不在少数；相比

3月份减持金额居前股票几乎悉

数为机械设备、钢铁、金融、有色

金属品种，可以说，随着市场行

情变动，产业资本减持重点已经

出现一定转向。

分析人士认为， 结合A股历

史分析，牛市的一大特征就是大

小盘轮动上涨，相对于大盘第一

轮上涨中以非银金融为代表的

蓝筹板块集体领涨，此番牛市第

二轮中中小票反客为主，区间表

现持续优于主板大市值品种，4

月产业资本重点围绕中小票展

开减持恰恰顺行了这一市场风

格变化。 再往前追溯，本身3月A

股净减持规模就环比大幅增长，

4月净减持金额继续高歌猛进，

也从侧面说明了产业资本对后

市存有明显分歧， 这或对后市A

股的短期走势造成扰动。

牛牛牛熊熊熊数数数字字字化化化

史上最大月度涨幅 创业板指4月上涨

22.38%

上周创业板指数先抑后扬，

前两个交易日分别下跌0.47%和

2.17%，后两个交易日重拾升势，

分别上涨4.08%和2.16%。 至此，

创业板指数于上周四再创历史新

高2918.75点，周涨幅为4.50%。

随着多空分歧的加大，创业

板指数于4月13日开始震荡回

调。 而就在技术面头部特征初现

之际，创业板指数走出报复性反

弹，持续演绎新高神话。 上周蓝

筹股退潮后， 成长股强势回归，

创业板再成市场风口。 而4月份

创业板指数的“下蹲-起跳” ，月

涨幅达到22.38%，创下历史最大

月度涨幅。

今年以来， 创业板指数高歌

猛进，不断演绎“震荡-新高” 的

好戏。 由于本轮牛市打上了鲜明

的改革印记，因此，结构转型和产

业升级给予了新兴产业股足够的

估值溢价， 创业板中长期来看强

势难撼。 其中，互联网+、新能源

汽车、生物技术、文化传媒等热门

主题将反复表现。另外，相较大盘

蓝筹股的大体量， 创业板个股拥

有高弹性和易炒作的优势， 更能

吸引资金持续追捧。特别是，在当

前震荡阶段， 创业板个股更易受

到短线资金的青睐。

不过，逼近2900点，创业板

指数调整压力再度提升， 上方

3000点压力更是不可小觑。预计

创业板指数后市震荡将加剧，个

股分化也将进一步凸显。 业绩向

好、受益转型、成长空间明确的

个股方能强者恒强；而前期涨幅

过大、透支业绩和题材的品种将

被震出局。

目前， 市场人士普遍认为5

月将步入震荡季，预计巨震和分

化将成为创业板的关键词。 操作

上，享受泡沫的同时也需防范结

构性风险，对于前期涨幅过大且

透支业绩和题材的品种不宜盲

目追高。（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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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周部分股票大宗交易情况

“一带一路”热度不减 建筑板块大涨

6.82%

申万建筑装饰指数上周累

计上涨6.82%， 涨幅在28个申万

一级行业指数中位居首位，刷新

历史新高， 延续了3月以来的强

势上突的势头。 指数成分股中，

多只股票连续涨停。

建筑装饰板块的强势表现依

然受益于资金对于“一带一路”的

追捧， 随着中巴经济走廊项目、印

尼万隆高铁项目合作文件签署，多

家企业收获海外大订单。国税总局

也出台税收措施助力一带一路海

外推进，跨国基建上市公司将持续

受益。 园内方面，国务院批准开展

基础设施特许经营，PPP模式再受

推广，加上发改委对重大工程建设

的推动。政策助力为建筑装饰板块

的上行提供了支撑。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一季度

增长13.5%，比去年同期下降4.1个

百分点，但是基础建设投资加快，

基础设施投资增长23.1%，同比提

高了0.6个百分点。 其中铁路、公

路、水路投资增长15.2%，提高了

3.8个百分点。 从目前低迷的经济

数据来看，基建投资将持续加码，

基建股今年普遍具备“基本面+政

策面”共振的优势，而今年伴随着

国企改革的推进， 这也激发了建

筑装饰板块的活力， 短期建筑板

块有望保持活跃。（徐伟平）

沪综指围绕4500点震荡 上周微涨

1.09%

沪综指上周先扬后抑，微涨

1.09%，盘中最高上探至4572.39

点，最低下探至4398.64点，报收

于4441.66点。 在经历了此前的

强势上突后，上周股指围绕4500

点高位震荡， 周K线上收出一颗

阴十字星。

股指连续上攻的势头中断这

可能意味着快牛将向慢牛转变，

股指再度上演逼空大戏的条件尚

不具备。 一方面，板块快速轮动，

领涨龙头整固需求凸显。 继中小

创的强势冲锋后，市场风向突变，

“中字头”股票开始在风口热舞。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央企改革的

预期能否兑现尚有不确定性，基

于预期的炒作， 一旦不达预期可

能会引发“中字头” 股票的集体

回落，此类品种多以权重股为主，

它们的高位回调势必会引发市场

的震荡， 短期如果没有新的品种

接力， 市场继续上攻的势头势必

会被打断， 这可能会成为市场短

期震荡整固的诱因。

另一方面， 新股发行的提

速，节后将有25只新股发行。 考

虑到打新收益率依然高高在上，

密集打新潮仍将是大概率事件，

期间冻结资金体量较大。 密集的

打新潮是大概率事件，期间冻结

资金体量较大。 虽然新股解冻

后，资金回流市场往往会成为市

场再度上攻的推力，但前期冻结

资金的影响仍将引发市场的短

期调整，这将会成为市场震荡整

固的诱因。（徐伟平）

后来居上 智能电视一周大涨

5.38%

尽管上周前半段表现平平，

但凭借最后两个交易日连掀上

涨高潮，最终智能电视指数上周

累计涨幅达到5.38%，涨幅在113

个Wind概念指数中位居首位。

由此，年初以来累计涨幅排行榜

中， 智能电视也跃升至第二位，

以151.67%涨幅仅次于互联网金

融162.67%的涨幅。

一周来看，16只有交易发生

的智能电视板块成分股中， 共有

12只出现阶段上涨， 其中涨幅超

过10%的有6只、涨幅超过4%的有

11只；仅有兆驰股份、恒信移动、

TCL、 华数传媒分别下跌6.66%、

5.07%、4.75%和1.13%。上周五，市

场宽幅震荡、 两市主板指数双双

回落，智能电视指数无惧压力，单

日上涨2.73%， 成分股北京君正、

深康佳A还携手封上涨停。

消息面上，4月29日，中国电信

爱游戏、中国移动咪咕游戏、中国联

通小沃科技联合召开智能电视游戏

操控规范发布会， 三大运营商共同

启动了《操控规范文档》并推出操

控测试认证机制， 正式宣告智能电

视游戏统一操控标准颁布实施。 市

场普遍认为， 这为电视游戏标准化

建设树立了行业标杆， 打破操控标

准的混沌局面， 为清除行业发展壁

垒注入了一剂良药。此外，之前广电

总局表示将加大智能电视推广力度

也对A股智能电视板块构成提振。

在企业层面，长虹、海信高调发布新

的互联网战略；TCL集团一季报净

利润也达到9.8亿元。（叶涛）

4月A股减持额环比增逾2成

□本报记者 叶涛

4月以来股指加速上行，A

股市场牛股频出，红火的向上势

头刺激产业资本减持加码。 据相

关数据统计， 今年4月遭到产业

资本减持的股票，其累计金额达

到798.72亿元， 环比3月增长幅

度达到23.29%；但数量上，4月遭

到减持的股票总数为298只，较3

月份406只大幅减少， 表明近期

产业资本减持股票集中度明显

提高的同时，对单只股票净减持

力度有所增强。

产业资本借机减持

进入4月，股指加速上行。全

月沪综指累计上涨693.76点，区

间涨幅达到18.51%，至4月30日

收盘价报4441.66点； 作为小盘

成长股的“集中营” ，创业板涨

幅更胜一筹， 整个4月指数累计

上涨 22.38% ， 截至月末报收

2857.89点，阶段上涨522.72点。

牛市沃土之下，产业资本动

作频频， 据Wind资讯统计，4月

A股市场共有419只股票出现增

减持变动，其中遭到增持的股票

有99只、减持的有298只、持平的

有22只； 回顾3月份， 全月共有

493只股票受到产业资本 “关

注” ，其中持平股票15只、减持

股票406只、增持股票72只。这意

味着环比来看，产业资本总体上

交易情绪有所降温， 在增持、持

平股票数量环比变化不大的情

况下，4月减持股票数量大幅减

少108只。

但不容忽视的是，尽管减持

股票数量明显下滑， 上述298只

个股4月累计减持金额却达到

798.72亿元， 较上月493只股票

净减持647.82亿元这一金额还

要高出150.90亿元，环比增幅达

到23.29%。 同时，迅速攀升的减

持金额还刺激4月市场净减持规

模达到762.15亿元，在3月647.82

亿 元 净 减 持 的 基 础 上 续 增

114.33亿元。

分析人士认为， 一方面4月

减持股票数量环比减少，主要源

自指数大涨带来丰厚的财富效

应，在牛市已成是市场共识的背

景下，产业资本待价而沽意愿浓

厚；另一方面，部分股票净减持

金额陡增，也凸显出连续大涨之

后， 针对部分出现超额收益个

股，高位派发、锁定利润的意愿

开始增强。

小票成减持重点

以个股而言，4月减持金额

最高的几只股票分别是京东方

A、万邦达、文峰股份、酒钢宏兴、

南钢股份 ， 具体金额分别为

106.79亿元、63.50亿元、61.78亿

元、49.11亿元和45.04亿元。而且

上述5只股票的累计减持金额为

326.22亿元， 占4月市场整体

762.15 亿 元 净 减 持 规 模 的

42.80%。反观3月份，除中国重工

以83.52亿元减持金额居首外，

减持金额在第二至第五的股票，

其数额大体维持在11元-25亿

元之间。 这也进一步验证了部分

个股减持力度加大是刺激4月市

场净减持金额攀升的主因。

从板块分布来看，4月遭到

减持的主板股票共有117只，占

全部减持股票数量的39.26%；属

于中小板和创业板的减持股票

分别有109只和71只， 占比分别

为35.58%和23.82%。 与之相对，

3月遭到减持的主板股票共有

141只， 所占份额为34.73%；遭

减持的中小板和创业板股票各

自有165只和100只，具体比例为

40.64%、24.63%。 从中不难发

现， 产业资本4月份针对以创业

板和中小板为代表的中小市值

品种减持力度加大，同期针对主

板股票， 则减持情绪有所降温。

而这恰恰与4月中小票领涨市场

的走势不谋而合。

而且从方向上看，4月减持

金额前三的股票分别来自电子、

环保及商贸领域；金额靠前的20

只股票中，来自医药、计算机、传

媒行业的股票也不在少数；相比

3月份减持金额居前股票几乎悉

数为机械设备、钢铁、金融、有色

金属品种，可以说，随着市场行

情变动，产业资本减持重点已经

出现一定转向。

分析人士认为， 结合A股历

史分析，牛市的一大特征就是大

小盘轮动上涨，相对于大盘第一

轮上涨中以非银金融为代表的

蓝筹板块集体领涨，此番牛市第

二轮中中小票反客为主，区间表

现持续优于主板大市值品种，4

月产业资本重点围绕中小票展

开减持恰恰顺行了这一市场风

格变化。 再往前追溯，本身3月A

股净减持规模就环比大幅增长，

4月净减持金额继续高歌猛进，

也从侧面说明了产业资本对后

市存有明显分歧， 这或对后市A

股的短期走势造成扰动。

史上最大月度涨幅 创业板指4月上涨

22.38%

上周创业板指数先抑后扬，

前两个交易日分别下跌0.47%和

2.17%，后两个交易日重拾升势，

分别上涨4.08%和2.16%。 至此，

创业板指数于上周四再创历史新

高2918.75点，周涨幅为4.50%。

随着多空分歧的加大，创业

板指数于4月13日开始震荡回

调。 而就在技术面头部特征初现

之际，创业板指数走出报复性反

弹，持续演绎新高神话。 上周蓝

筹股退潮后， 成长股强势回归，

创业板再成市场风口。 而4月份

创业板指数的“下蹲-起跳” ，月

涨幅达到22.38%，创下历史最大

月度涨幅。

今年以来， 创业板指数高歌

猛进，不断演绎“震荡-新高” 的

好戏。 由于本轮牛市打上了鲜明

的改革印记，因此，结构转型和产

业升级给予了新兴产业股足够的

估值溢价， 创业板中长期来看强

势难撼。 其中，互联网+、新能源

汽车、生物技术、文化传媒等热门

主题将反复表现。另外，相较大盘

蓝筹股的大体量， 创业板个股拥

有高弹性和易炒作的优势， 更能

吸引资金持续追捧。特别是，在当

前震荡阶段， 创业板个股更易受

到短线资金的青睐。

不过，逼近2900点，创业板

指数调整压力再度提升， 上方

3000点压力更是不可小觑。预计

创业板指数后市震荡将加剧，个

股分化也将进一步凸显。 业绩向

好、受益转型、成长空间明确的

个股方能强者恒强；而前期涨幅

过大、透支业绩和题材的品种将

被震出局。

目前， 市场人士普遍认为5

月将步入震荡季，预计巨震和分

化将成为创业板的关键词。 操作

上，享受泡沫的同时也需防范结

构性风险，对于前期涨幅过大且

透支业绩和题材的品种不宜盲

目追高。（李波）

上周部分股票大宗交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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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浪中证多空调查表三

“一带一路”热度不减 建筑板块大涨

6.82%

申万建筑装饰指数上周累

计上涨6.82%， 涨幅在28个申万

一级行业指数中位居首位，刷新

历史新高， 延续了3月以来的强

势上突的势头。 指数成分股中，

多只股票连续涨停。

建筑装饰板块的强势表现依

然受益于资金对于“一带一路”的

追捧， 随着中巴经济走廊项目、印

尼万隆高铁项目合作文件签署，多

家企业收获海外大订单。国税总局

也出台税收措施助力一带一路海

外推进，跨国基建上市公司将持续

受益。 园内方面，国务院批准开展

基础设施特许经营，PPP模式再受

推广，加上发改委对重大工程建设

的推动。政策助力为建筑装饰板块

的上行提供了支撑。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一季度

增长13.5%，比去年同期下降4.1个

百分点，但是基础建设投资加快，

基础设施投资增长23.1%，同比提

高了0.6个百分点。 其中铁路、公

路、水路投资增长15.2%，提高了

3.8个百分点。 从目前低迷的经济

数据来看，基建投资将持续加码，

基建股今年普遍具备“基本面+政

策面”共振的优势，而今年伴随着

国企改革的推进， 这也激发了建

筑装饰板块的活力， 短期建筑板

块有望保持活跃。（徐伟平）

沪综指围绕4500点震荡 上周微涨

1.09%

沪综指上周先扬后抑，微涨

1.09%，盘中最高上探至4572.39

点，最低下探至4398.64点，报收

于4441.66点。 在经历了此前的

强势上突后，上周股指围绕4500

点高位震荡， 周K线上收出一颗

阴十字星。

股指连续上攻的势头中断这

可能意味着快牛将向慢牛转变，

股指再度上演逼空大戏的条件尚

不具备。 一方面，板块快速轮动，

领涨龙头整固需求凸显。 继中小

创的强势冲锋后，市场风向突变，

“中字头”股票开始在风口热舞。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央企改革的

预期能否兑现尚有不确定性，基

于预期的炒作， 一旦不达预期可

能会引发“中字头” 股票的集体

回落，此类品种多以权重股为主，

它们的高位回调势必会引发市场

的震荡， 短期如果没有新的品种

接力， 市场继续上攻的势头势必

会被打断， 这可能会成为市场短

期震荡整固的诱因。

另一方面， 新股发行的提

速，节后将有25只新股发行。 考

虑到打新收益率依然高高在上，

密集打新潮仍将是大概率事件，

期间冻结资金体量较大。 密集的

打新潮是大概率事件，期间冻结

资金体量较大。 虽然新股解冻

后，资金回流市场往往会成为市

场再度上攻的推力，但前期冻结

资金的影响仍将引发市场的短

期调整，这将会成为市场震荡整

固的诱因。（徐伟平）

后来居上 智能电视一周大涨

5.38%

尽管上周前半段表现平平，

但凭借最后两个交易日连掀上

涨高潮，最终智能电视指数上周

累计涨幅达到5.38%，涨幅在113

个Wind概念指数中位居首位。

由此，年初以来累计涨幅排行榜

中， 智能电视也跃升至第二位，

以151.67%涨幅仅次于互联网金

融162.67%的涨幅。

一周来看，16只有交易发生

的智能电视板块成分股中， 共有

12只出现阶段上涨， 其中涨幅超

过10%的有6只、涨幅超过4%的有

11只；仅有兆驰股份、恒信移动、

TCL、 华数传媒分别下跌6.66%、

5.07%、4.75%和1.13%。上周五，市

场宽幅震荡、 两市主板指数双双

回落，智能电视指数无惧压力，单

日上涨2.73%， 成分股北京君正、

深康佳A还携手封上涨停。

消息面上，4月29日，中国电信

爱游戏、中国移动咪咕游戏、中国联

通小沃科技联合召开智能电视游戏

操控规范发布会， 三大运营商共同

启动了《操控规范文档》并推出操

控测试认证机制， 正式宣告智能电

视游戏统一操控标准颁布实施。 市

场普遍认为， 这为电视游戏标准化

建设树立了行业标杆， 打破操控标

准的混沌局面， 为清除行业发展壁

垒注入了一剂良药。此外，之前广电

总局表示将加大智能电视推广力度

也对A股智能电视板块构成提振。

在企业层面，长虹、海信高调发布新

的互联网战略；TCL集团一季报净

利润也达到9.8亿元。（叶涛）

4月A股减持额环比增逾2成

□本报记者 叶涛

4月以来股指加速上行，A

股市场牛股频出，红火的向上势

头刺激产业资本减持加码。 据相

关数据统计， 今年4月遭到产业

资本减持的股票，其累计金额达

到798.72亿元， 环比3月增长幅

度达到23.29%；但数量上，4月遭

到减持的股票总数为298只，较3

月份406只大幅减少， 表明近期

产业资本减持股票集中度明显

提高的同时，对单只股票净减持

力度有所增强。

产业资本借机减持

进入4月，股指加速上行。全

月沪综指累计上涨693.76点，区

间涨幅达到18.51%，至4月30日

收盘价报4441.66点； 作为小盘

成长股的“集中营” ，创业板涨

幅更胜一筹， 整个4月指数累计

上涨 22.38% ， 截至月末报收

2857.89点，阶段上涨522.72点。

牛市沃土之下，产业资本动

作频频， 据Wind资讯统计，4月

A股市场共有419只股票出现增

减持变动，其中遭到增持的股票

有99只、减持的有298只、持平的

有22只； 回顾3月份， 全月共有

493只股票受到产业资本 “关

注” ，其中持平股票15只、减持

股票406只、增持股票72只。这意

味着环比来看，产业资本总体上

交易情绪有所降温， 在增持、持

平股票数量环比变化不大的情

况下，4月减持股票数量大幅减

少108只。

但不容忽视的是，尽管减持

股票数量明显下滑， 上述298只

个股4月累计减持金额却达到

798.72亿元， 较上月493只股票

净减持647.82亿元这一金额还

要高出150.90亿元，环比增幅达

到23.29%。 同时，迅速攀升的减

持金额还刺激4月市场净减持规

模达到762.15亿元，在3月647.82

亿 元 净 减 持 的 基 础 上 续 增

114.33亿元。

分析人士认为， 一方面4月

减持股票数量环比减少，主要源

自指数大涨带来丰厚的财富效

应，在牛市已成是市场共识的背

景下，产业资本待价而沽意愿浓

厚；另一方面，部分股票净减持

金额陡增，也凸显出连续大涨之

后， 针对部分出现超额收益个

股，高位派发、锁定利润的意愿

开始增强。

小票成减持重点

以个股而言，4月减持金额

最高的几只股票分别是京东方

A、万邦达、文峰股份、酒钢宏兴、

南钢股份 ， 具体金额分别为

106.79亿元、63.50亿元、61.78亿

元、49.11亿元和45.04亿元。而且

上述5只股票的累计减持金额为

326.22亿元， 占4月市场整体

762.15 亿 元 净 减 持 规 模 的

42.80%。反观3月份，除中国重工

以83.52亿元减持金额居首外，

减持金额在第二至第五的股票，

其数额大体维持在11元-25亿

元之间。 这也进一步验证了部分

个股减持力度加大是刺激4月市

场净减持金额攀升的主因。

从板块分布来看，4月遭到

减持的主板股票共有117只，占

全部减持股票数量的39.26%；属

于中小板和创业板的减持股票

分别有109只和71只， 占比分别

为35.58%和23.82%。 与之相对，

3月遭到减持的主板股票共有

141只， 所占份额为34.73%；遭

减持的中小板和创业板股票各

自有165只和100只，具体比例为

40.64%、24.63%。 从中不难发

现， 产业资本4月份针对以创业

板和中小板为代表的中小市值

品种减持力度加大，同期针对主

板股票， 则减持情绪有所降温。

而这恰恰与4月中小票领涨市场

的走势不谋而合。

而且从方向上看，4月减持

金额前三的股票分别来自电子、

环保及商贸领域；金额靠前的20

只股票中，来自医药、计算机、传

媒行业的股票也不在少数；相比

3月份减持金额居前股票几乎悉

数为机械设备、钢铁、金融、有色

金属品种，可以说，随着市场行

情变动，产业资本减持重点已经

出现一定转向。

分析人士认为， 结合A股历

史分析，牛市的一大特征就是大

小盘轮动上涨，相对于大盘第一

轮上涨中以非银金融为代表的

蓝筹板块集体领涨，此番牛市第

二轮中中小票反客为主，区间表

现持续优于主板大市值品种，4

月产业资本重点围绕中小票展

开减持恰恰顺行了这一市场风

格变化。 再往前追溯，本身3月A

股净减持规模就环比大幅增长，

4月净减持金额继续高歌猛进，

也从侧面说明了产业资本对后

市存有明显分歧， 这或对后市A

股的短期走势造成扰动。

史上最大月度涨幅 创业板指4月上涨

22.38%

上周创业板指数先抑后扬，

前两个交易日分别下跌0.47%和

2.17%，后两个交易日重拾升势，

分别上涨4.08%和2.16%。 至此，

创业板指数于上周四再创历史新

高2918.75点，周涨幅为4.50%。

随着多空分歧的加大，创业

板指数于4月13日开始震荡回

调。 而就在技术面头部特征初现

之际，创业板指数走出报复性反

弹，持续演绎新高神话。 上周蓝

筹股退潮后， 成长股强势回归，

创业板再成市场风口。 而4月份

创业板指数的“下蹲-起跳” ，月

涨幅达到22.38%，创下历史最大

月度涨幅。

今年以来， 创业板指数高歌

猛进，不断演绎“震荡-新高” 的

好戏。 由于本轮牛市打上了鲜明

的改革印记，因此，结构转型和产

业升级给予了新兴产业股足够的

估值溢价， 创业板中长期来看强

势难撼。 其中，互联网+、新能源

汽车、生物技术、文化传媒等热门

主题将反复表现。另外，相较大盘

蓝筹股的大体量， 创业板个股拥

有高弹性和易炒作的优势， 更能

吸引资金持续追捧。特别是，在当

前震荡阶段， 创业板个股更易受

到短线资金的青睐。

不过，逼近2900点，创业板

指数调整压力再度提升， 上方

3000点压力更是不可小觑。预计

创业板指数后市震荡将加剧，个

股分化也将进一步凸显。 业绩向

好、受益转型、成长空间明确的

个股方能强者恒强；而前期涨幅

过大、透支业绩和题材的品种将

被震出局。

目前， 市场人士普遍认为5

月将步入震荡季，预计巨震和分

化将成为创业板的关键词。 操作

上，享受泡沫的同时也需防范结

构性风险，对于前期涨幅过大且

透支业绩和题材的品种不宜盲

目追高。（李波）

新浪中证多空调查表二

“一带一路”热度不减 建筑板块大涨

6.82%

申万建筑装饰指数上周累

计上涨6.82%， 涨幅在28个申万

一级行业指数中位居首位，刷新

历史新高， 延续了3月以来的强

势上突的势头。 指数成分股中，

多只股票连续涨停。

建筑装饰板块的强势表现依

然受益于资金对于“一带一路”的

追捧， 随着中巴经济走廊项目、印

尼万隆高铁项目合作文件签署，多

家企业收获海外大订单。国税总局

也出台税收措施助力一带一路海

外推进，跨国基建上市公司将持续

受益。 园内方面，国务院批准开展

基础设施特许经营，PPP模式再受

推广，加上发改委对重大工程建设

的推动。政策助力为建筑装饰板块

的上行提供了支撑。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一季度

增长13.5%，比去年同期下降4.1个

百分点，但是基础建设投资加快，

基础设施投资增长23.1%，同比提

高了0.6个百分点。 其中铁路、公

路、水路投资增长15.2%，提高了

3.8个百分点。 从目前低迷的经济

数据来看，基建投资将持续加码，

基建股今年普遍具备“基本面+政

策面”共振的优势，而今年伴随着

国企改革的推进， 这也激发了建

筑装饰板块的活力， 短期建筑板

块有望保持活跃。（徐伟平）

沪综指围绕4500点震荡 上周微涨

1.09%

沪综指上周先扬后抑，微涨

1.09%，盘中最高上探至4572.39

点，最低下探至4398.64点，报收

于4441.66点。 在经历了此前的

强势上突后，上周股指围绕4500

点高位震荡， 周K线上收出一颗

阴十字星。

股指连续上攻的势头中断这

可能意味着快牛将向慢牛转变，

股指再度上演逼空大戏的条件尚

不具备。 一方面，板块快速轮动，

领涨龙头整固需求凸显。 继中小

创的强势冲锋后，市场风向突变，

“中字头”股票开始在风口热舞。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央企改革的

预期能否兑现尚有不确定性，基

于预期的炒作， 一旦不达预期可

能会引发“中字头” 股票的集体

回落，此类品种多以权重股为主，

它们的高位回调势必会引发市场

的震荡， 短期如果没有新的品种

接力， 市场继续上攻的势头势必

会被打断， 这可能会成为市场短

期震荡整固的诱因。

另一方面， 新股发行的提

速，节后将有25只新股发行。 考

虑到打新收益率依然高高在上，

密集打新潮仍将是大概率事件，

期间冻结资金体量较大。 密集的

打新潮是大概率事件，期间冻结

资金体量较大。 虽然新股解冻

后，资金回流市场往往会成为市

场再度上攻的推力，但前期冻结

资金的影响仍将引发市场的短

期调整，这将会成为市场震荡整

固的诱因。（徐伟平）

后来居上 智能电视一周大涨

5.38%

尽管上周前半段表现平平，

但凭借最后两个交易日连掀上

涨高潮，最终智能电视指数上周

累计涨幅达到5.38%，涨幅在113

个Wind概念指数中位居首位。

由此，年初以来累计涨幅排行榜

中， 智能电视也跃升至第二位，

以151.67%涨幅仅次于互联网金

融162.67%的涨幅。

一周来看，16只有交易发生

的智能电视板块成分股中， 共有

12只出现阶段上涨， 其中涨幅超

过10%的有6只、涨幅超过4%的有

11只；仅有兆驰股份、恒信移动、

TCL、 华数传媒分别下跌6.66%、

5.07%、4.75%和1.13%。上周五，市

场宽幅震荡、 两市主板指数双双

回落，智能电视指数无惧压力，单

日上涨2.73%， 成分股北京君正、

深康佳A还携手封上涨停。

消息面上，4月29日，中国电信

爱游戏、中国移动咪咕游戏、中国联

通小沃科技联合召开智能电视游戏

操控规范发布会， 三大运营商共同

启动了《操控规范文档》并推出操

控测试认证机制， 正式宣告智能电

视游戏统一操控标准颁布实施。 市

场普遍认为， 这为电视游戏标准化

建设树立了行业标杆， 打破操控标

准的混沌局面， 为清除行业发展壁

垒注入了一剂良药。此外，之前广电

总局表示将加大智能电视推广力度

也对A股智能电视板块构成提振。

在企业层面，长虹、海信高调发布新

的互联网战略；TCL集团一季报净

利润也达到9.8亿元。（叶涛）

4月A股减持额环比增逾2成

□本报记者 叶涛

4月以来股指加速上行，A

股市场牛股频出，红火的向上势

头刺激产业资本减持加码。 据相

关数据统计， 今年4月遭到产业

资本减持的股票，其累计金额达

到798.72亿元， 环比3月增长幅

度达到23.29%；但数量上，4月遭

到减持的股票总数为298只，较3

月份406只大幅减少， 表明近期

产业资本减持股票集中度明显

提高的同时，对单只股票净减持

力度有所增强。

产业资本借机减持

进入4月，股指加速上行。全

月沪综指累计上涨693.76点，区

间涨幅达到18.51%，至4月30日

收盘价报4441.66点； 作为小盘

成长股的“集中营” ，创业板涨

幅更胜一筹， 整个4月指数累计

上涨 22.38% ， 截至月末报收

2857.89点，阶段上涨522.72点。

牛市沃土之下，产业资本动

作频频， 据Wind资讯统计，4月

A股市场共有419只股票出现增

减持变动，其中遭到增持的股票

有99只、减持的有298只、持平的

有22只； 回顾3月份， 全月共有

493只股票受到产业资本 “关

注” ，其中持平股票15只、减持

股票406只、增持股票72只。这意

味着环比来看，产业资本总体上

交易情绪有所降温， 在增持、持

平股票数量环比变化不大的情

况下，4月减持股票数量大幅减

少108只。

但不容忽视的是，尽管减持

股票数量明显下滑， 上述298只

个股4月累计减持金额却达到

798.72亿元， 较上月493只股票

净减持647.82亿元这一金额还

要高出150.90亿元，环比增幅达

到23.29%。 同时，迅速攀升的减

持金额还刺激4月市场净减持规

模达到762.15亿元，在3月647.82

亿 元 净 减 持 的 基 础 上 续 增

114.33亿元。

分析人士认为， 一方面4月

减持股票数量环比减少，主要源

自指数大涨带来丰厚的财富效

应，在牛市已成是市场共识的背

景下，产业资本待价而沽意愿浓

厚；另一方面，部分股票净减持

金额陡增，也凸显出连续大涨之

后， 针对部分出现超额收益个

股，高位派发、锁定利润的意愿

开始增强。

小票成减持重点

以个股而言，4月减持金额

最高的几只股票分别是京东方

A、万邦达、文峰股份、酒钢宏兴、

南钢股份 ， 具体金额分别为

106.79亿元、63.50亿元、61.78亿

元、49.11亿元和45.04亿元。而且

上述5只股票的累计减持金额为

326.22亿元， 占4月市场整体

762.15 亿 元 净 减 持 规 模 的

42.80%。反观3月份，除中国重工

以83.52亿元减持金额居首外，

减持金额在第二至第五的股票，

其数额大体维持在11元-25亿

元之间。 这也进一步验证了部分

个股减持力度加大是刺激4月市

场净减持金额攀升的主因。

从板块分布来看，4月遭到

减持的主板股票共有117只，占

全部减持股票数量的39.26%；属

于中小板和创业板的减持股票

分别有109只和71只， 占比分别

为35.58%和23.82%。 与之相对，

3月遭到减持的主板股票共有

141只， 所占份额为34.73%；遭

减持的中小板和创业板股票各

自有165只和100只，具体比例为

40.64%、24.63%。 从中不难发

现， 产业资本4月份针对以创业

板和中小板为代表的中小市值

品种减持力度加大，同期针对主

板股票， 则减持情绪有所降温。

而这恰恰与4月中小票领涨市场

的走势不谋而合。

而且从方向上看，4月减持

金额前三的股票分别来自电子、

环保及商贸领域；金额靠前的20

只股票中，来自医药、计算机、传

媒行业的股票也不在少数；相比

3月份减持金额居前股票几乎悉

数为机械设备、钢铁、金融、有色

金属品种，可以说，随着市场行

情变动，产业资本减持重点已经

出现一定转向。

分析人士认为， 结合A股历

史分析，牛市的一大特征就是大

小盘轮动上涨，相对于大盘第一

轮上涨中以非银金融为代表的

蓝筹板块集体领涨，此番牛市第

二轮中中小票反客为主，区间表

现持续优于主板大市值品种，4

月产业资本重点围绕中小票展

开减持恰恰顺行了这一市场风

格变化。 再往前追溯，本身3月A

股净减持规模就环比大幅增长，

4月净减持金额继续高歌猛进，

也从侧面说明了产业资本对后

市存有明显分歧， 这或对后市A

股的短期走势造成扰动。

史上最大月度涨幅 创业板指4月上涨

22.38%

上周创业板指数先抑后扬，

前两个交易日分别下跌0.47%和

2.17%，后两个交易日重拾升势，

分别上涨4.08%和2.16%。 至此，

创业板指数于上周四再创历史新

高2918.75点，周涨幅为4.50%。

随着多空分歧的加大，创业

板指数于4月13日开始震荡回

调。 而就在技术面头部特征初现

之际，创业板指数走出报复性反

弹，持续演绎新高神话。 上周蓝

筹股退潮后， 成长股强势回归，

创业板再成市场风口。 而4月份

创业板指数的“下蹲-起跳” ，月

涨幅达到22.38%，创下历史最大

月度涨幅。

今年以来， 创业板指数高歌

猛进，不断演绎“震荡-新高” 的

好戏。 由于本轮牛市打上了鲜明

的改革印记，因此，结构转型和产

业升级给予了新兴产业股足够的

估值溢价， 创业板中长期来看强

势难撼。 其中，互联网+、新能源

汽车、生物技术、文化传媒等热门

主题将反复表现。另外，相较大盘

蓝筹股的大体量， 创业板个股拥

有高弹性和易炒作的优势， 更能

吸引资金持续追捧。特别是，在当

前震荡阶段， 创业板个股更易受

到短线资金的青睐。

不过，逼近2900点，创业板

指数调整压力再度提升， 上方

3000点压力更是不可小觑。预计

创业板指数后市震荡将加剧，个

股分化也将进一步凸显。 业绩向

好、受益转型、成长空间明确的

个股方能强者恒强；而前期涨幅

过大、透支业绩和题材的品种将

被震出局。

目前， 市场人士普遍认为5

月将步入震荡季，预计巨震和分

化将成为创业板的关键词。 操作

上，享受泡沫的同时也需防范结

构性风险，对于前期涨幅过大且

透支业绩和题材的品种不宜盲

目追高。（李波）

新浪中证多空调查表一

“一带一路”热度不减 建筑板块大涨

6.82%

申万建筑装饰指数上周累

计上涨6.82%， 涨幅在28个申万

一级行业指数中位居首位，刷新

历史新高， 延续了3月以来的强

势上突的势头。 指数成分股中，

多只股票连续涨停。

建筑装饰板块的强势表现依

然受益于资金对于“一带一路”的

追捧， 随着中巴经济走廊项目、印

尼万隆高铁项目合作文件签署，多

家企业收获海外大订单。国税总局

也出台税收措施助力一带一路海

外推进，跨国基建上市公司将持续

受益。 园内方面，国务院批准开展

基础设施特许经营，PPP模式再受

推广，加上发改委对重大工程建设

的推动。政策助力为建筑装饰板块

的上行提供了支撑。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一季度

增长13.5%，比去年同期下降4.1个

百分点，但是基础建设投资加快，

基础设施投资增长23.1%，同比提

高了0.6个百分点。 其中铁路、公

路、水路投资增长15.2%，提高了

3.8个百分点。 从目前低迷的经济

数据来看，基建投资将持续加码，

基建股今年普遍具备“基本面+政

策面”共振的优势，而今年伴随着

国企改革的推进， 这也激发了建

筑装饰板块的活力， 短期建筑板

块有望保持活跃。（徐伟平）

沪综指围绕4500点震荡 上周微涨

1.09%

沪综指上周先扬后抑，微涨

1.09%，盘中最高上探至4572.39

点，最低下探至4398.64点，报收

于4441.66点。 在经历了此前的

强势上突后，上周股指围绕4500

点高位震荡， 周K线上收出一颗

阴十字星。

股指连续上攻的势头中断这

可能意味着快牛将向慢牛转变，

股指再度上演逼空大戏的条件尚

不具备。 一方面，板块快速轮动，

领涨龙头整固需求凸显。 继中小

创的强势冲锋后，市场风向突变，

“中字头”股票开始在风口热舞。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央企改革的

预期能否兑现尚有不确定性，基

于预期的炒作， 一旦不达预期可

能会引发“中字头” 股票的集体

回落，此类品种多以权重股为主，

它们的高位回调势必会引发市场

的震荡， 短期如果没有新的品种

接力， 市场继续上攻的势头势必

会被打断， 这可能会成为市场短

期震荡整固的诱因。

另一方面， 新股发行的提

速，节后将有25只新股发行。 考

虑到打新收益率依然高高在上，

密集打新潮仍将是大概率事件，

期间冻结资金体量较大。 密集的

打新潮是大概率事件，期间冻结

资金体量较大。 虽然新股解冻

后，资金回流市场往往会成为市

场再度上攻的推力，但前期冻结

资金的影响仍将引发市场的短

期调整，这将会成为市场震荡整

固的诱因。（徐伟平）

后来居上 智能电视一周大涨

5.38%

尽管上周前半段表现平平，

但凭借最后两个交易日连掀上

涨高潮，最终智能电视指数上周

累计涨幅达到5.38%，涨幅在113

个Wind概念指数中位居首位。

由此，年初以来累计涨幅排行榜

中， 智能电视也跃升至第二位，

以151.67%涨幅仅次于互联网金

融162.67%的涨幅。

一周来看，16只有交易发生

的智能电视板块成分股中， 共有

12只出现阶段上涨， 其中涨幅超

过10%的有6只、涨幅超过4%的有

11只；仅有兆驰股份、恒信移动、

TCL、 华数传媒分别下跌6.66%、

5.07%、4.75%和1.13%。上周五，市

场宽幅震荡、 两市主板指数双双

回落，智能电视指数无惧压力，单

日上涨2.73%， 成分股北京君正、

深康佳A还携手封上涨停。

消息面上，4月29日，中国电信

爱游戏、中国移动咪咕游戏、中国联

通小沃科技联合召开智能电视游戏

操控规范发布会， 三大运营商共同

启动了《操控规范文档》并推出操

控测试认证机制， 正式宣告智能电

视游戏统一操控标准颁布实施。 市

场普遍认为， 这为电视游戏标准化

建设树立了行业标杆， 打破操控标

准的混沌局面， 为清除行业发展壁

垒注入了一剂良药。此外，之前广电

总局表示将加大智能电视推广力度

也对A股智能电视板块构成提振。

在企业层面，长虹、海信高调发布新

的互联网战略；TCL集团一季报净

利润也达到9.8亿元。（叶涛）

4月A股减持额环比增逾2成

□本报记者 叶涛

4月以来股指加速上行，A

股市场牛股频出，红火的向上势

头刺激产业资本减持加码。 据相

关数据统计， 今年4月遭到产业

资本减持的股票，其累计金额达

到798.72亿元， 环比3月增长幅

度达到23.29%；但数量上，4月遭

到减持的股票总数为298只，较3

月份406只大幅减少， 表明近期

产业资本减持股票集中度明显

提高的同时，对单只股票净减持

力度有所增强。

产业资本借机减持

进入4月，股指加速上行。全

月沪综指累计上涨693.76点，区

间涨幅达到18.51%，至4月30日

收盘价报4441.66点； 作为小盘

成长股的“集中营” ，创业板涨

幅更胜一筹， 整个4月指数累计

上涨 22.38% ， 截至月末报收

2857.89点，阶段上涨522.72点。

牛市沃土之下，产业资本动

作频频， 据Wind资讯统计，4月

A股市场共有419只股票出现增

减持变动，其中遭到增持的股票

有99只、减持的有298只、持平的

有22只； 回顾3月份， 全月共有

493只股票受到产业资本 “关

注” ，其中持平股票15只、减持

股票406只、增持股票72只。这意

味着环比来看，产业资本总体上

交易情绪有所降温， 在增持、持

平股票数量环比变化不大的情

况下，4月减持股票数量大幅减

少108只。

但不容忽视的是，尽管减持

股票数量明显下滑， 上述298只

个股4月累计减持金额却达到

798.72亿元， 较上月493只股票

净减持647.82亿元这一金额还

要高出150.90亿元，环比增幅达

到23.29%。 同时，迅速攀升的减

持金额还刺激4月市场净减持规

模达到762.15亿元，在3月647.82

亿 元 净 减 持 的 基 础 上 续 增

114.33亿元。

分析人士认为， 一方面4月

减持股票数量环比减少，主要源

自指数大涨带来丰厚的财富效

应，在牛市已成是市场共识的背

景下，产业资本待价而沽意愿浓

厚；另一方面，部分股票净减持

金额陡增，也凸显出连续大涨之

后， 针对部分出现超额收益个

股，高位派发、锁定利润的意愿

开始增强。

小票成减持重点

以个股而言，4月减持金额

最高的几只股票分别是京东方

A、万邦达、文峰股份、酒钢宏兴、

南钢股份 ， 具体金额分别为

106.79亿元、63.50亿元、61.78亿

元、49.11亿元和45.04亿元。而且

上述5只股票的累计减持金额为

326.22亿元， 占4月市场整体

762.15 亿 元 净 减 持 规 模 的

42.80%。反观3月份，除中国重工

以83.52亿元减持金额居首外，

减持金额在第二至第五的股票，

其数额大体维持在11元-25亿

元之间。 这也进一步验证了部分

个股减持力度加大是刺激4月市

场净减持金额攀升的主因。

从板块分布来看，4月遭到

减持的主板股票共有117只，占

全部减持股票数量的39.26%；属

于中小板和创业板的减持股票

分别有109只和71只， 占比分别

为35.58%和23.82%。 与之相对，

3月遭到减持的主板股票共有

141只， 所占份额为34.73%；遭

减持的中小板和创业板股票各

自有165只和100只，具体比例为

40.64%、24.63%。 从中不难发

现， 产业资本4月份针对以创业

板和中小板为代表的中小市值

品种减持力度加大，同期针对主

板股票， 则减持情绪有所降温。

而这恰恰与4月中小票领涨市场

的走势不谋而合。

而且从方向上看，4月减持

金额前三的股票分别来自电子、

环保及商贸领域；金额靠前的20

只股票中，来自医药、计算机、传

媒行业的股票也不在少数；相比

3月份减持金额居前股票几乎悉

数为机械设备、钢铁、金融、有色

金属品种，可以说，随着市场行

情变动，产业资本减持重点已经

出现一定转向。

分析人士认为， 结合A股历

史分析，牛市的一大特征就是大

小盘轮动上涨，相对于大盘第一

轮上涨中以非银金融为代表的

蓝筹板块集体领涨，此番牛市第

二轮中中小票反客为主，区间表

现持续优于主板大市值品种，4

月产业资本重点围绕中小票展

开减持恰恰顺行了这一市场风

格变化。 再往前追溯，本身3月A

股净减持规模就环比大幅增长，

4月净减持金额继续高歌猛进，

也从侧面说明了产业资本对后

市存有明显分歧， 这或对后市A

股的短期走势造成扰动。

史上最大月度涨幅 创业板指4月上涨

22.38%

上周创业板指数先抑后扬，

前两个交易日分别下跌0.47%和

2.17%，后两个交易日重拾升势，

分别上涨4.08%和2.16%。 至此，

创业板指数于上周四再创历史新

高2918.75点，周涨幅为4.50%。

随着多空分歧的加大，创业

板指数于4月13日开始震荡回

调。 而就在技术面头部特征初现

之际，创业板指数走出报复性反

弹，持续演绎新高神话。 上周蓝

筹股退潮后， 成长股强势回归，

创业板再成市场风口。 而4月份

创业板指数的“下蹲-起跳” ，月

涨幅达到22.38%，创下历史最大

月度涨幅。

今年以来， 创业板指数高歌

猛进，不断演绎“震荡-新高” 的

好戏。 由于本轮牛市打上了鲜明

的改革印记，因此，结构转型和产

业升级给予了新兴产业股足够的

估值溢价， 创业板中长期来看强

势难撼。 其中，互联网+、新能源

汽车、生物技术、文化传媒等热门

主题将反复表现。另外，相较大盘

蓝筹股的大体量， 创业板个股拥

有高弹性和易炒作的优势， 更能

吸引资金持续追捧。特别是，在当

前震荡阶段， 创业板个股更易受

到短线资金的青睐。

不过，逼近2900点，创业板

指数调整压力再度提升， 上方

3000点压力更是不可小觑。预计

创业板指数后市震荡将加剧，个

股分化也将进一步凸显。 业绩向

好、受益转型、成长空间明确的

个股方能强者恒强；而前期涨幅

过大、透支业绩和题材的品种将

被震出局。

目前， 市场人士普遍认为5

月将步入震荡季，预计巨震和分

化将成为创业板的关键词。 操作

上，享受泡沫的同时也需防范结

构性风险，对于前期涨幅过大且

透支业绩和题材的品种不宜盲

目追高。（李波）

4月30日AH股价格对比

“一带一路”热度不减 建筑板块大涨

6.82%

申万建筑装饰指数上周累

计上涨6.82%， 涨幅在28个申万

一级行业指数中位居首位，刷新

历史新高， 延续了3月以来的强

势上突的势头。 指数成分股中，

多只股票连续涨停。

建筑装饰板块的强势表现依

然受益于资金对于“一带一路”的

追捧， 随着中巴经济走廊项目、印

尼万隆高铁项目合作文件签署，多

家企业收获海外大订单。国税总局

也出台税收措施助力一带一路海

外推进，跨国基建上市公司将持续

受益。 园内方面，国务院批准开展

基础设施特许经营，PPP模式再受

推广，加上发改委对重大工程建设

的推动。政策助力为建筑装饰板块

的上行提供了支撑。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一季度

增长13.5%，比去年同期下降4.1个

百分点，但是基础建设投资加快，

基础设施投资增长23.1%，同比提

高了0.6个百分点。 其中铁路、公

路、水路投资增长15.2%，提高了

3.8个百分点。 从目前低迷的经济

数据来看，基建投资将持续加码，

基建股今年普遍具备“基本面+政

策面”共振的优势，而今年伴随着

国企改革的推进， 这也激发了建

筑装饰板块的活力， 短期建筑板

块有望保持活跃。（徐伟平）

沪综指围绕4500点震荡 上周微涨

1.09%

沪综指上周先扬后抑，微涨

1.09%，盘中最高上探至4572.39

点，最低下探至4398.64点，报收

于4441.66点。 在经历了此前的

强势上突后，上周股指围绕4500

点高位震荡， 周K线上收出一颗

阴十字星。

股指连续上攻的势头中断这

可能意味着快牛将向慢牛转变，

股指再度上演逼空大戏的条件尚

不具备。 一方面，板块快速轮动，

领涨龙头整固需求凸显。 继中小

创的强势冲锋后，市场风向突变，

“中字头”股票开始在风口热舞。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央企改革的

预期能否兑现尚有不确定性，基

于预期的炒作， 一旦不达预期可

能会引发“中字头” 股票的集体

回落，此类品种多以权重股为主，

它们的高位回调势必会引发市场

的震荡， 短期如果没有新的品种

接力， 市场继续上攻的势头势必

会被打断， 这可能会成为市场短

期震荡整固的诱因。

另一方面， 新股发行的提

速，节后将有25只新股发行。 考

虑到打新收益率依然高高在上，

密集打新潮仍将是大概率事件，

期间冻结资金体量较大。 密集的

打新潮是大概率事件，期间冻结

资金体量较大。 虽然新股解冻

后，资金回流市场往往会成为市

场再度上攻的推力，但前期冻结

资金的影响仍将引发市场的短

期调整，这将会成为市场震荡整

固的诱因。（徐伟平）

后来居上 智能电视一周大涨

5.38%

尽管上周前半段表现平平，

但凭借最后两个交易日连掀上

涨高潮，最终智能电视指数上周

累计涨幅达到5.38%，涨幅在113

个Wind概念指数中位居首位。

由此，年初以来累计涨幅排行榜

中， 智能电视也跃升至第二位，

以151.67%涨幅仅次于互联网金

融162.67%的涨幅。

一周来看，16只有交易发生

的智能电视板块成分股中， 共有

12只出现阶段上涨， 其中涨幅超

过10%的有6只、涨幅超过4%的有

11只；仅有兆驰股份、恒信移动、

TCL、 华数传媒分别下跌6.66%、

5.07%、4.75%和1.13%。上周五，市

场宽幅震荡、 两市主板指数双双

回落，智能电视指数无惧压力，单

日上涨2.73%， 成分股北京君正、

深康佳A还携手封上涨停。

消息面上，4月29日，中国电信

爱游戏、中国移动咪咕游戏、中国联

通小沃科技联合召开智能电视游戏

操控规范发布会， 三大运营商共同

启动了《操控规范文档》并推出操

控测试认证机制， 正式宣告智能电

视游戏统一操控标准颁布实施。 市

场普遍认为， 这为电视游戏标准化

建设树立了行业标杆， 打破操控标

准的混沌局面， 为清除行业发展壁

垒注入了一剂良药。此外，之前广电

总局表示将加大智能电视推广力度

也对A股智能电视板块构成提振。

在企业层面，长虹、海信高调发布新

的互联网战略；TCL集团一季报净

利润也达到9.8亿元。（叶涛）

4月A股减持额环比增逾2成

□本报记者 叶涛

4月以来股指加速上行，A

股市场牛股频出，红火的向上势

头刺激产业资本减持加码。 据相

关数据统计， 今年4月遭到产业

资本减持的股票，其累计金额达

到798.72亿元， 环比3月增长幅

度达到23.29%；但数量上，4月遭

到减持的股票总数为298只，较3

月份406只大幅减少， 表明近期

产业资本减持股票集中度明显

提高的同时，对单只股票净减持

力度有所增强。

产业资本借机减持

进入4月，股指加速上行。全

月沪综指累计上涨693.76点，区

间涨幅达到18.51%，至4月30日

收盘价报4441.66点； 作为小盘

成长股的“集中营” ，创业板涨

幅更胜一筹， 整个4月指数累计

上涨 22.38% ， 截至月末报收

2857.89点，阶段上涨522.72点。

牛市沃土之下，产业资本动

作频频， 据Wind资讯统计，4月

A股市场共有419只股票出现增

减持变动，其中遭到增持的股票

有99只、减持的有298只、持平的

有22只； 回顾3月份， 全月共有

493只股票受到产业资本 “关

注” ，其中持平股票15只、减持

股票406只、增持股票72只。这意

味着环比来看，产业资本总体上

交易情绪有所降温， 在增持、持

平股票数量环比变化不大的情

况下，4月减持股票数量大幅减

少108只。

但不容忽视的是，尽管减持

股票数量明显下滑， 上述298只

个股4月累计减持金额却达到

798.72亿元， 较上月493只股票

净减持647.82亿元这一金额还

要高出150.90亿元，环比增幅达

到23.29%。 同时，迅速攀升的减

持金额还刺激4月市场净减持规

模达到762.15亿元，在3月647.82

亿 元 净 减 持 的 基 础 上 续 增

114.33亿元。

分析人士认为， 一方面4月

减持股票数量环比减少，主要源

自指数大涨带来丰厚的财富效

应，在牛市已成是市场共识的背

景下，产业资本待价而沽意愿浓

厚；另一方面，部分股票净减持

金额陡增，也凸显出连续大涨之

后， 针对部分出现超额收益个

股，高位派发、锁定利润的意愿

开始增强。

小票成减持重点

以个股而言，4月减持金额

最高的几只股票分别是京东方

A、万邦达、文峰股份、酒钢宏兴、

南钢股份 ， 具体金额分别为

106.79亿元、63.50亿元、61.78亿

元、49.11亿元和45.04亿元。而且

上述5只股票的累计减持金额为

326.22亿元， 占4月市场整体

762.15 亿 元 净 减 持 规 模 的

42.80%。反观3月份，除中国重工

以83.52亿元减持金额居首外，

减持金额在第二至第五的股票，

其数额大体维持在11元-25亿

元之间。 这也进一步验证了部分

个股减持力度加大是刺激4月市

场净减持金额攀升的主因。

从板块分布来看，4月遭到

减持的主板股票共有117只，占

全部减持股票数量的39.26%；属

于中小板和创业板的减持股票

分别有109只和71只， 占比分别

为35.58%和23.82%。 与之相对，

3月遭到减持的主板股票共有

141只， 所占份额为34.73%；遭

减持的中小板和创业板股票各

自有165只和100只，具体比例为

40.64%、24.63%。 从中不难发

现， 产业资本4月份针对以创业

板和中小板为代表的中小市值

品种减持力度加大，同期针对主

板股票， 则减持情绪有所降温。

而这恰恰与4月中小票领涨市场

的走势不谋而合。

而且从方向上看，4月减持

金额前三的股票分别来自电子、

环保及商贸领域；金额靠前的20

只股票中，来自医药、计算机、传

媒行业的股票也不在少数；相比

3月份减持金额居前股票几乎悉

数为机械设备、钢铁、金融、有色

金属品种，可以说，随着市场行

情变动，产业资本减持重点已经

出现一定转向。

分析人士认为， 结合A股历

史分析，牛市的一大特征就是大

小盘轮动上涨，相对于大盘第一

轮上涨中以非银金融为代表的

蓝筹板块集体领涨，此番牛市第

二轮中中小票反客为主，区间表

现持续优于主板大市值品种，4

月产业资本重点围绕中小票展

开减持恰恰顺行了这一市场风

格变化。 再往前追溯，本身3月A

股净减持规模就环比大幅增长，

4月净减持金额继续高歌猛进，

也从侧面说明了产业资本对后

市存有明显分歧， 这或对后市A

股的短期走势造成扰动。

史上最大月度涨幅 创业板指4月上涨

22.38%

上周创业板指数先抑后扬，

前两个交易日分别下跌0.47%和

2.17%，后两个交易日重拾升势，

分别上涨4.08%和2.16%。 至此，

创业板指数于上周四再创历史新

高2918.75点，周涨幅为4.50%。

随着多空分歧的加大，创业

板指数于4月13日开始震荡回

调。 而就在技术面头部特征初现

之际，创业板指数走出报复性反

弹，持续演绎新高神话。 上周蓝

筹股退潮后， 成长股强势回归，

创业板再成市场风口。 而4月份

创业板指数的“下蹲-起跳” ，月

涨幅达到22.38%，创下历史最大

月度涨幅。

今年以来， 创业板指数高歌

猛进，不断演绎“震荡-新高” 的

好戏。 由于本轮牛市打上了鲜明

的改革印记，因此，结构转型和产

业升级给予了新兴产业股足够的

估值溢价， 创业板中长期来看强

势难撼。 其中，互联网+、新能源

汽车、生物技术、文化传媒等热门

主题将反复表现。另外，相较大盘

蓝筹股的大体量， 创业板个股拥

有高弹性和易炒作的优势， 更能

吸引资金持续追捧。特别是，在当

前震荡阶段， 创业板个股更易受

到短线资金的青睐。

不过，逼近2900点，创业板

指数调整压力再度提升， 上方

3000点压力更是不可小觑。预计

创业板指数后市震荡将加剧，个

股分化也将进一步凸显。 业绩向

好、受益转型、成长空间明确的

个股方能强者恒强；而前期涨幅

过大、透支业绩和题材的品种将

被震出局。

目前， 市场人士普遍认为5

月将步入震荡季，预计巨震和分

化将成为创业板的关键词。 操作

上，享受泡沫的同时也需防范结

构性风险，对于前期涨幅过大且

透支业绩和题材的品种不宜盲

目追高。（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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