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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名称 异动类型

区间股票成

交额(万元)

区间

涨跌幅

区间

换手率

600795.SH

国电电力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4378622.66 22.24 36.39

300059.SZ

东方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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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1163.93 10.85 26.82

601336.SH

新华保险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1773920.81 19.84 14.07

601669.SH

中国电建 振幅值达

15% 1743497.30 -5.91 29.01

300059.SZ

东方财富 振幅值达

15% 1011280.22 -8.39 9.76

300059.SZ

东方财富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1011280.22 -8.39 9.76

600795.SH

国电电力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809802.44 -10.03 7.11

002024.SZ

苏宁云商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679230.39 9.99 9.10

600158.SH

中体产业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636052.81 18.75 35.59

300431.SZ

暴风科技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569872.39 28.13 121.78

000875.SZ

吉电股份 振幅值达

15% 475882.70 -8.01 28.49

000875.SZ

吉电股份 换手率达

20% 475882.70 -8.01 28.49

000829.SZ

天音控股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469218.81 25.41 23.55

000875.SZ

吉电股份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421827.63 8.06 25.90

000875.SZ

吉电股份 换手率达

20% 421827.63 8.06 25.90

000616.SZ

海航投资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412556.87 33.17 21.52

000875.SZ

吉电股份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410042.09 33.13 29.92

000616.SZ

海航投资 换手率达

20% 409963.78 -9.89 21.88

000616.SZ

海航投资 振幅值达

15% 409963.78 -9.89 21.88

000616.SZ

海航投资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398855.07 9.99 20.72

000616.SZ

海航投资 换手率达

20% 398855.07 9.99 20.72

000616.SZ

海航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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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8855.07 9.99 20.72

600005.SH

武钢股份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384756.12 10.08 5.49

002500.SZ

山西证券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353244.96 -3.48 6.18

002202.SZ

金风科技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329402.49 10.00 7.20

600863.SH

内蒙华电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310354.17 10.08 8.52

600726.SH

华电能源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90956.48 21.79 22.96

000410.SZ

沈阳机床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88034.12 9.99 12.26

000767.SZ

漳泽电力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72424.69 -10.03 17.26

000767.SZ

漳泽电力 振幅值达

15% 272424.69 -10.03 17.26

002456.SZ

欧菲光 振幅值达

15% 268891.68 -2.10 12.53

300431.SZ

暴风科技 换手率达

20% 265155.08 5.89 57.89

300431.SZ

暴风科技 振幅值达

15% 265155.08 5.89 57.89

002273.SZ

水晶光电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51366.41 18.46 24.43

002625.SZ

龙生股份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42132.91 25.48 26.47

600606.SH

金丰投资 振幅值达

15% 230077.70 -10.00 11.99

000503.SZ

海虹控股 振幅值达

15% 229033.53 -3.83 4.99

600291.SH

西水股份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26440.80 16.87 17.09

000698.SZ

沈阳化工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23586.53 26.43 40.72

600571.SH

信雅达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12574.33 20.97 11.02

000767.SZ

漳泽电力 振幅值达

15% 209789.29 1.29 14.14

002261.SZ

拓维信息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7412.93 -10.00 19.41

601028.SH

玉龙股份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5560.59 19.29 19.79

000800.SZ

一汽轿车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019.56 -6.46 5.93

300155.SZ

安居宝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198637.79 25.24 36.95

603883.SH

老百姓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197220.45 21.02 56.71

代码 名称 交易日期 成交价

折价率

(%)

成交量

(万股\份\张)

成交额

(万元)

600699.SH

均胜电子

2015-5-4 30.23 -10.00 3,160.00 95,526.80

601010.SH

文峰股份

2015-5-4 12.61 -9.99 7,000.00 88,270.00

000656.SZ

金科股份

2015-5-5 7.47 -8.79 9,300.00 69,471.00

000656.SZ

金科股份

2015-5-6 7.56 -10.00 8,000.00 60,480.00

000656.SZ

金科股份

2015-5-4 7.47 -10.00 8,029.86 59,983.05

000656.SZ

金科股份

2015-5-7 7.20 -10.00 7,459.24 53,706.53

002236.SZ

大华股份

2015-5-7 31.05 -10.00 1,690.82 52,499.96

000656.SZ

金科股份

2015-5-7 7.20 -10.00 5,219.76 37,582.27

601318.SH

中国平安

2015-5-6 77.54 -9.99 425.13 32,964.58

300016.SZ

北陆药业

2015-5-8 37.95 4.69 810.00 30,739.50

000859.SZ

国风塑业

2015-5-7 11.37 -9.98 2,633.52 29,943.12

601010.SH

文峰股份

2015-5-4 12.61 -9.99 2,240.00 28,246.40

000697.SZ

炼石有色

2015-5-7 30.65 -10.01 880.00 26,972.00

300043.SZ

互动娱乐

2015-5-5 13.48 -10.01 1,831.00 24,681.88

300055.SZ

万邦达

2015-5-4 32.43 -9.99 740.32 24,008.58

600518.SH

康美药业

2015-5-8 31.46 -10.01 762.00 23,972.52

002229.SZ

鸿博股份

2015-5-4 33.80 -9.02 669.00 22,612.20

000709.SZ

河北钢铁

2015-5-4 5.91 10.06 3,450.00 20,389.50

300055.SZ

万邦达

2015-5-4 32.43 -9.99 617.76 20,033.96

300246.SZ

宝莱特

2015-5-6 49.81 -9.99 400.00 19,924.00

600252.SH

中恒集团

2015-5-5 24.63 -10.01 800.00 19,704.00

600391.SH

成发科技

2015-5-7 53.17 3.12 369.92 19,668.41

601318.SH

中国平安

2015-5-8 86.90 -0.17 210.19 18,265.48

002419.SZ

天虹商场

2015-5-4 16.13 -7.30 1,100.00 17,743.00

002216.SZ

三全食品

2015-5-4 14.55 -5.58 1,200.00 17,460.00

601727.SH

上海电气

2015-5-7 15.47 -4.98 1,114.04 17,234.19

000859.SZ

国风塑业

2015-5-7 11.40 -9.74 1,404.37 16,009.87

000656.SZ

金科股份

2015-5-4 7.47 -10.00 2,142.52 16,004.62

600085.SH

同仁堂

2015-5-8 26.47 -10.00 604.00 15,987.88

000697.SZ

炼石有色

2015-5-7 30.65 -10.01 500.00 15,325.00

601929.SH

吉视传媒

2015-5-8 15.00 0.94 1,000.00 15,000.00

300012.SZ

华测检测

2015-5-4 23.59 -8.00 620.00 14,625.80

002252.SZ

上海莱士

2015-5-8 59.27 -2.00 242.73 14,386.61

601318.SH

中国平安

2015-5-7 87.05 -1.72 159.36 13,872.63

000587.SZ

金叶珠宝

2015-5-6 20.34 4.52 680.00 13,831.20

600570.SH

恒生电子

2015-5-5 106.20 -10.00 130.06 13,812.37

002439.SZ

启明星辰

2015-5-6 51.71 1.97 260.00 13,444.60

601799.SH

星宇股份

2015-5-8 31.05 4.09 430.00 13,351.50

000587.SZ

金叶珠宝

2015-5-7 20.34 -5.00 653.60 13,294.14

300012.SZ

华测检测

2015-5-6 24.46 -8.01 540.00 13,208.40

600648.SH

外高桥

2015-5-7 35.07 -0.96 372.73 13,071.54

300253.SZ

卫宁软件

2015-5-8 65.30 -2.80 200.00 13,060.00

601318.SH

中国平安

2015-5-6 88.57 2.81 143.65 12,723.06

600016.SH

民生银行

2015-5-6 9.54 -10.00 1,261.00 12,029.94

600307.SH

酒钢宏兴

2015-5-4 5.70 -2.40 2,000.00 11,400.00

600307.SH

酒钢宏兴

2015-5-4 5.70 -2.40 2,000.00 11,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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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

4000-4300

一带一路、互联网

+

东吴证券 平 多

4000-4350

医药生物

信达证券 多 多

4150-4350

券商股、传媒股

国都证券 平 多

4050-4300

互联网、传媒、国企改革

五矿证券

西南证券 空 空

4100-4200

银行、房地产

太平洋证券 平 多

4150-4250

消息面

光大证券 平 多

4000-4400

券商、食品

财通证券

申万宏源证券 平 多

4150-4350

小市值题材股

民生证券 平 多

4100-4300

软件、互联网

银泰证券

大同证券 空 空

3800-4200

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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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达证券 多 多

4150 4350 -1.33% 3.43%

微弱看多

★★ 60%

51.00%

新时代证券 多 平

4000 4300 -4.90% 2.24%

微弱看多

★★ 60%

光大证券 平 多

4000 4400 -4.90% 4.61%

谨慎看多

★ 55%

东吴证券 平 多

4000 4350 -4.90% 3.43%

看平

○ 50%

国都证券 平 多

4050 4300 -3.71% 2.24%

看平

○ 50%

太平洋证券 平 多

4150 4250 -1.33% 1.05%

看平

○ 50%

申万宏源证券 平 多

4150 4350 -1.33% 3.43%

看平

○ 50%

民生证券 平 多

4100 4300 -2.52% 2.24%

看平

○ 50%

西南证券 空 空

4100 4200 -2.52% -0.14%

谨慎看空

☆ 45%

大同证券 空 空

3800 4200 -9.65% -0.14%

微弱看空

☆☆ 40%

推荐关注行业 推荐券商 行业关注度

互联网

+

新时代证券、国都证券、民生证券

30%

券商 信达证券、光大证券

20%

传媒 信达证券、国都证券

20%

地产 西南证券、大同证券

20%

一带一路 新时代证券

10%

食品 光大证券

10%

医药生物 东吴证券

10%

国企改革概念 国都证券

10%

小市值题材股 申万宏源证券

10%

软件 民生证券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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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1288.SH

农业银行

2015-5-15 989176.47 29405529.39 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316.SZ

晶盛机电

2015-5-11 51159.88 81081.81 6929.19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0640.SH

号百控股

2015-5-15 32895.83 53536.45 0.00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565.SH

迪马股份

2015-5-11 31278.04 103278.04 131308.16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049.SZ

同方国芯

2015-5-11 26674.39 48101.54 12580.26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315.SZ

掌趣科技

2015-5-11 16628.39 78346.35 51414.49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0138.SH

中青旅

2015-5-11 7969.32 70271.82 2112.18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404.SZ

嘉欣丝绸

2015-5-11 7020.00 24918.23 1114.27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317.SZ

珈伟股份

2015-5-12 5288.88 11501.46 2498.54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0198.SH

大唐电信

2015-5-12 3077.42 49516.89 38693.96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104.SZ

乐视网

2015-5-14 2777.64 107651.55 77410.26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004.SZ

华邦颖泰

2015-5-14 1586.13 50215.38 25123.94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157.SZ

恒泰艾普

2015-5-13 1411.76 47627.32 12142.96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804.SH

鹏博士

2015-5-11 865.21 135154.48 3960.83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300170.SZ

汉得信息

2015-5-11 831.03 40734.35 14172.23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601233.SH

桐昆股份

2015-5-13 432.93 96360.00 0.00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601139.SH

深圳燃气

2015-5-13 346.41 217761.69 0.00

股权激励一般股份

600051.SH

宁波联合

2015-5-14 339.20 30579.20 508.80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300026.SZ

红日药业

2015-5-14 303.24 42489.65 18279.17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002364.SZ

中恒电气

2015-5-11 250.62 21220.90 4941.22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300049.SZ

福瑞股份

2015-5-12 113.32 11118.99 1864.21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600855.SH

航天长峰

2015-5-11 25.00 33011.44 150.30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5月5日以来逆市上涨股票

5月5日以来逆市上涨股票行业分布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市盈率

PE

(TTM)

市净率

PB(LF)

5月5日

以来涨跌

幅（%）

收盘价

（前复

权）

行业

300186.SZ

大华农

70.92 4.15 46.49 16.89

农林牧渔

002326.SZ

永太科技

178.42 11.45 46.46 24.40

化工

300447.SZ

全信股份

87.31 8.56 46.46 53.09

电气设备

300437.SZ

清水源

70.44 6.65 46.45 39.35

化工

300424.SZ

航新科技

76.52 8.00 46.43 48.00

国防军工

300434.SZ

金石东方

76.36 6.61 46.43 35.89

机械设备

002421.SZ

达实智能

96.95 6.67 46.43 43.46

计算机

600959.SH

江苏有线

58.16 3.82 46.43 15.36

传媒

300367.SZ

东方网力

147.10 27.10 46.42 77.00

计算机

300436.SZ

广生堂

67.82 13.93 46.42 88.23

医药生物

300440.SZ

运达科技

69.21 8.32 46.42 81.07

计算机

300348.SZ

长亮科技

246.72 22.03 46.41 191.51

计算机

002491.SZ

通鼎互联

82.48 6.79 46.41 40.41

通信

300449.SZ

汉邦高科

80.63 8.70 46.41 72.94

计算机

002555.SZ

顺荣三七

218.56 10.19 46.41 86.38

传媒

300439.SZ

美康生物

88.61 11.05 46.41 113.01

医药生物

002752.SZ

昇兴股份

83.55 7.62 46.40 23.60

轻工制造

002751.SZ

易尚展示

70.81 6.11 46.40 35.59

轻工制造

300448.SZ

浩云科技

72.49 8.53 46.40 53.61

计算机

300438.SZ

鹏辉能源

66.19 5.62 46.39 50.49

电子

300446.SZ

乐凯新材

23.90 5.72 46.39 33.04

电子

300441.SZ

鲍斯股份

74.26 7.07 46.38 36.64

机械设备

300445.SZ

康斯特

65.03 7.39 46.38 61.51

机械设备

300404.SZ

博济医药

75.25 7.09 46.38 43.68

医药生物

603318.SH

派思股份

73.43 6.03 46.33 22.14

机械设备

300271.SZ

华宇软件

91.12 11.68 46.10 46.30

计算机

300431.SZ

暴风科技

715.41 50.66 40.94 189.97

传媒

300063.SZ

天龙集团

-2656.48 12.50 40.92 40.29

化工

603883.SH

老百姓

74.20 7.71 40.91 59.00

医药生物

300333.SZ

兆日科技

276.61 12.82 39.98 94.08

计算机

5月5日以来逆市上涨股票市场分布

上周739只股票逆市上涨

□本报记者 徐伟平

5月5日以来，沪综指收出三

连阴，出现368点的下跌。虽然在

5月8日迎来百点反弹，但沪综指

在周K线上依然收出一根阴线，

结束了周K线上的8连涨。不过在

市场整体调整之时， 仍有739只

股票逆市上涨， 从这739只股票

的行业特征来看，新兴产业板块

占据了大多数。 建议投资者关注

“新” 逻辑，重点关注景气度较

高，业绩提升化解估值压力的新

兴产业板块股票。

739只股票逆市上涨

自3月以来， 股指步入加速

上涨期，沪综指快速突破4000点

关口后继续上冲，4100点、4300

点、4500点等重要关口相继被告

破，周K线上收出8连阳，短线的

强势格局一览无遗。不过4月底，

这种凌厉的上攻势头有所放缓，

周K线上收出一颗阴十字星，周

涨幅收敛至1.09%。 步入5月份，

市场风云突变， 股指冲高回落，

连续三个交易日大幅下挫，虽然

在5月8日迎来百点反弹， 但周K

线上依然收出一根中阴，全周下

跌5.31%。

不过上周市场整体调整时

仍有739只股票逆市上涨， 占到

了全部股票的3成。 从市场分布

来看，这739只股票中有170只股

票来自上证主板，66只股票来自

深证主板，251只股票来自中小

企业板，252只股票来自创业板。

来自创业板和中小板的股票显

著高于主板。 由此来看，逆市上

涨的股票多以中小盘股为主。

从行业分布来看，5月5日以

来有10个行业板块逆市上涨的

股票数量超过20只。计算机板块

中逆市上涨股票数量最多，达到

103只。 机械设备板块中上涨股

票数量排在第二位， 达到92只。

医药生物板块上涨股票数量排

在第三位，为71只。 电子、传媒、

电气设备等新兴产业股票的数

量整体居前。 与之相比，建筑装

饰、非银金融和采掘板块中逆市

上涨股票数量较少， 均低于10

只，分别为7只、7只和6只。 上周

市场调整之时，传统周期性板块

成为下跌的重灾区，板块中个股

很难走出独立行情。

从股价结构来看， 这739只

股票中有36只股票股价超过100

元 ，130只股票股价在 50元到

100元之间，212只股票股价在

30元到50元之间，361只股票在

30元之下。 由此来看，逆市上涨

股票主要以中低价股为主，此类

品种前期涨幅相对有限，在市场

下跌时，反而能够逆市上涨。

“新”逻辑主导市场

从历史经验来看，在市场整

体下跌之时，具备估值安全边际

的传统板块往往抗跌，但上周A

股调整之际，反倒是估值相对较

高的新兴产业板块逆市上涨，这

与以往的投资逻辑并不相同。 相

较于 “大老粗” 的传统周期产

业，“小清新” 的新兴产业反而

更容易获得资金青睐。

一方面，完整的改革周期大

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

是改革的憧憬期，第二阶段是改

革的推进期，第三阶段是改革的

完成期。步入2015年改革进入推

进期，在改革的推进阶段是改革

红利和阵痛交织的时期，周期类

品种化解产能过剩的压力将凸

显。 与之相比，新兴产业股可能

将是改革红利的主要受益者，

2015年新兴产业发展政策出台

的力度和频度有望保持在较高

水平，前期的政策约束和规划推

动领域的投资增加将在2015年

进一步显现，信息消费、互联网

金融、网络安全、智能家电、环保

等概念有望持续发酵，新兴产业

仍将是改革的“排头兵” 。

另一方面，部分新兴产业将

在2015年进入爆发期，行业景气

度将显著上升。 2013年和2014

年对于新兴产业股的炒作主要

集中在市场预期上，在2015年这

种预期有望得到部分兑现。 从

2015年一季报情况来看，新兴产

业中的股票业绩表现抢眼，这可

能预示着部分行业可能迎来爆

发期，今年将是新兴产业的“丰

收年” 。 行业景气度的提升不仅

会提升新兴成长板块的整体估

值水平，还将提振新兴产业中上

市公司的业绩水平，届时新兴产

业股有望迎来 “戴维斯双击” ，

未来仍将是强势牛股的聚集地。

5月5日以来逆市上涨股票市场分布

上周739只股票逆市上涨

□本报记者 徐伟平

5月5日以来，沪综指收出三

连阴，出现368点的下跌。虽然在

5月8日迎来百点反弹，但沪综指

在周K线上依然收出一根阴线，

结束了周K线上的8连涨。不过在

市场整体调整之时， 仍有739只

股票逆市上涨， 从这739只股票

的行业特征来看，新兴产业板块

占据了大多数。 建议投资者关注

“新” 逻辑，重点关注景气度较

高，业绩提升化解估值压力的新

兴产业板块股票。

739只股票逆市上涨

自3月以来， 股指步入加速

上涨期，沪综指快速突破4000点

关口后继续上冲，4100点、4300

点、4500点等重要关口相继被告

破，周K线上收出8连阳，短线的

强势格局一览无遗。不过4月底，

这种凌厉的上攻势头有所放缓，

周K线上收出一颗阴十字星，周

涨幅收敛至1.09%。 步入5月份，

市场风云突变， 股指冲高回落，

连续三个交易日大幅下挫，虽然

在5月8日迎来百点反弹， 但周K

线上依然收出一根中阴，全周下

跌5.31%。

不过上周市场整体调整时

仍有739只股票逆市上涨， 占到

了全部股票的3成。 从市场分布

来看，这739只股票中有170只股

票来自上证主板，66只股票来自

深证主板，251只股票来自中小

企业板，252只股票来自创业板。

来自创业板和中小板的股票显

著高于主板。 由此来看，逆市上

涨的股票多以中小盘股为主。

从行业分布来看，5月5日以

来有10个行业板块逆市上涨的

股票数量超过20只。计算机板块

中逆市上涨股票数量最多，达到

103只。 机械设备板块中上涨股

票数量排在第二位， 达到92只。

医药生物板块上涨股票数量排

在第三位，为71只。 电子、传媒、

电气设备等新兴产业股票的数

量整体居前。 与之相比，建筑装

饰、非银金融和采掘板块中逆市

上涨股票数量较少， 均低于10

只，分别为7只、7只和6只。 上周

市场调整之时，传统周期性板块

成为下跌的重灾区，板块中个股

很难走出独立行情。

从股价结构来看， 这739只

股票中有36只股票股价超过100

元 ，130只股票股价在 50元到

100元之间，212只股票股价在

30元到50元之间，361只股票在

30元之下。 由此来看，逆市上涨

股票主要以中低价股为主，此类

品种前期涨幅相对有限，在市场

下跌时，反而能够逆市上涨。

“新”逻辑主导市场

从历史经验来看，在市场整

体下跌之时，具备估值安全边际

的传统板块往往抗跌，但上周A

股调整之际，反倒是估值相对较

高的新兴产业板块逆市上涨，这

与以往的投资逻辑并不相同。 相

较于 “大老粗” 的传统周期产

业，“小清新” 的新兴产业反而

更容易获得资金青睐。

一方面，完整的改革周期大

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

是改革的憧憬期，第二阶段是改

革的推进期，第三阶段是改革的

完成期。步入2015年改革进入推

进期，在改革的推进阶段是改革

红利和阵痛交织的时期，周期类

品种化解产能过剩的压力将凸

显。 与之相比，新兴产业股可能

将是改革红利的主要受益者，

2015年新兴产业发展政策出台

的力度和频度有望保持在较高

水平，前期的政策约束和规划推

动领域的投资增加将在2015年

进一步显现，信息消费、互联网

金融、网络安全、智能家电、环保

等概念有望持续发酵，新兴产业

仍将是改革的“排头兵” 。

另一方面，部分新兴产业将

在2015年进入爆发期，行业景气

度将显著上升。 2013年和2014

年对于新兴产业股的炒作主要

集中在市场预期上，在2015年这

种预期有望得到部分兑现。 从

2015年一季报情况来看，新兴产

业中的股票业绩表现抢眼，这可

能预示着部分行业可能迎来爆

发期，今年将是新兴产业的“丰

收年” 。 行业景气度的提升不仅

会提升新兴成长板块的整体估

值水平，还将提振新兴产业中上

市公司的业绩水平，届时新兴产

业股有望迎来 “戴维斯双击” ，

未来仍将是强势牛股的聚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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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739只股票逆市上涨

□本报记者 徐伟平

5月5日以来，沪综指收出三

连阴，出现368点的下跌。虽然在

5月8日迎来百点反弹，但沪综指

在周K线上依然收出一根阴线，

结束了周K线上的8连涨。不过在

市场整体调整之时， 仍有739只

股票逆市上涨， 从这739只股票

的行业特征来看，新兴产业板块

占据了大多数。 建议投资者关注

“新” 逻辑，重点关注景气度较

高，业绩提升化解估值压力的新

兴产业板块股票。

739只股票逆市上涨

自3月以来， 股指步入加速

上涨期，沪综指快速突破4000点

关口后继续上冲，4100点、4300

点、4500点等重要关口相继被告

破，周K线上收出8连阳，短线的

强势格局一览无遗。不过4月底，

这种凌厉的上攻势头有所放缓，

周K线上收出一颗阴十字星，周

涨幅收敛至1.09%。 步入5月份，

市场风云突变， 股指冲高回落，

连续三个交易日大幅下挫，虽然

在5月8日迎来百点反弹， 但周K

线上依然收出一根中阴，全周下

跌5.31%。

不过上周市场整体调整时

仍有739只股票逆市上涨， 占到

了全部股票的3成。 从市场分布

来看，这739只股票中有170只股

票来自上证主板，66只股票来自

深证主板，251只股票来自中小

企业板，252只股票来自创业板。

来自创业板和中小板的股票显

著高于主板。 由此来看，逆市上

涨的股票多以中小盘股为主。

从行业分布来看，5月5日以

来有10个行业板块逆市上涨的

股票数量超过20只。计算机板块

中逆市上涨股票数量最多，达到

103只。 机械设备板块中上涨股

票数量排在第二位， 达到92只。

医药生物板块上涨股票数量排

在第三位，为71只。 电子、传媒、

电气设备等新兴产业股票的数

量整体居前。 与之相比，建筑装

饰、非银金融和采掘板块中逆市

上涨股票数量较少， 均低于10

只，分别为7只、7只和6只。 上周

市场调整之时，传统周期性板块

成为下跌的重灾区，板块中个股

很难走出独立行情。

从股价结构来看， 这739只

股票中有36只股票股价超过100

元 ，130只股票股价在 50元到

100元之间，212只股票股价在

30元到50元之间，361只股票在

30元之下。 由此来看，逆市上涨

股票主要以中低价股为主，此类

品种前期涨幅相对有限，在市场

下跌时，反而能够逆市上涨。

“新”逻辑主导市场

从历史经验来看，在市场整

体下跌之时，具备估值安全边际

的传统板块往往抗跌，但上周A

股调整之际，反倒是估值相对较

高的新兴产业板块逆市上涨，这

与以往的投资逻辑并不相同。 相

较于 “大老粗” 的传统周期产

业，“小清新” 的新兴产业反而

更容易获得资金青睐。

一方面，完整的改革周期大

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

是改革的憧憬期，第二阶段是改

革的推进期，第三阶段是改革的

完成期。步入2015年改革进入推

进期，在改革的推进阶段是改革

红利和阵痛交织的时期，周期类

品种化解产能过剩的压力将凸

显。 与之相比，新兴产业股可能

将是改革红利的主要受益者，

2015年新兴产业发展政策出台

的力度和频度有望保持在较高

水平，前期的政策约束和规划推

动领域的投资增加将在2015年

进一步显现，信息消费、互联网

金融、网络安全、智能家电、环保

等概念有望持续发酵，新兴产业

仍将是改革的“排头兵” 。

另一方面，部分新兴产业将

在2015年进入爆发期，行业景气

度将显著上升。 2013年和2014

年对于新兴产业股的炒作主要

集中在市场预期上，在2015年这

种预期有望得到部分兑现。 从

2015年一季报情况来看，新兴产

业中的股票业绩表现抢眼，这可

能预示着部分行业可能迎来爆

发期，今年将是新兴产业的“丰

收年” 。 行业景气度的提升不仅

会提升新兴成长板块的整体估

值水平，还将提振新兴产业中上

市公司的业绩水平，届时新兴产

业股有望迎来 “戴维斯双击” ，

未来仍将是强势牛股的聚集地。

5月5日以来逆市上涨股票行业分布

上周739只股票逆市上涨

□本报记者 徐伟平

5月5日以来，沪综指收出三

连阴，出现368点的下跌。虽然在

5月8日迎来百点反弹，但沪综指

在周K线上依然收出一根阴线，

结束了周K线上的8连涨。不过在

市场整体调整之时， 仍有739只

股票逆市上涨， 从这739只股票

的行业特征来看，新兴产业板块

占据了大多数。 建议投资者关注

“新” 逻辑，重点关注景气度较

高，业绩提升化解估值压力的新

兴产业板块股票。

739只股票逆市上涨

自3月以来， 股指步入加速

上涨期，沪综指快速突破4000点

关口后继续上冲，4100点、4300

点、4500点等重要关口相继被告

破，周K线上收出8连阳，短线的

强势格局一览无遗。不过4月底，

这种凌厉的上攻势头有所放缓，

周K线上收出一颗阴十字星，周

涨幅收敛至1.09%。 步入5月份，

市场风云突变， 股指冲高回落，

连续三个交易日大幅下挫，虽然

在5月8日迎来百点反弹， 但周K

线上依然收出一根中阴，全周下

跌5.31%。

不过上周市场整体调整时

仍有739只股票逆市上涨， 占到

了全部股票的3成。 从市场分布

来看，这739只股票中有170只股

票来自上证主板，66只股票来自

深证主板，251只股票来自中小

企业板，252只股票来自创业板。

来自创业板和中小板的股票显

著高于主板。 由此来看，逆市上

涨的股票多以中小盘股为主。

从行业分布来看，5月5日以

来有10个行业板块逆市上涨的

股票数量超过20只。计算机板块

中逆市上涨股票数量最多，达到

103只。 机械设备板块中上涨股

票数量排在第二位， 达到92只。

医药生物板块上涨股票数量排

在第三位，为71只。 电子、传媒、

电气设备等新兴产业股票的数

量整体居前。 与之相比，建筑装

饰、非银金融和采掘板块中逆市

上涨股票数量较少， 均低于10

只，分别为7只、7只和6只。 上周

市场调整之时，传统周期性板块

成为下跌的重灾区，板块中个股

很难走出独立行情。

从股价结构来看， 这739只

股票中有36只股票股价超过100

元 ，130只股票股价在 50元到

100元之间，212只股票股价在

30元到50元之间，361只股票在

30元之下。 由此来看，逆市上涨

股票主要以中低价股为主，此类

品种前期涨幅相对有限，在市场

下跌时，反而能够逆市上涨。

“新”逻辑主导市场

从历史经验来看，在市场整

体下跌之时，具备估值安全边际

的传统板块往往抗跌，但上周A

股调整之际，反倒是估值相对较

高的新兴产业板块逆市上涨，这

与以往的投资逻辑并不相同。 相

较于 “大老粗” 的传统周期产

业，“小清新” 的新兴产业反而

更容易获得资金青睐。

一方面，完整的改革周期大

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

是改革的憧憬期，第二阶段是改

革的推进期，第三阶段是改革的

完成期。步入2015年改革进入推

进期，在改革的推进阶段是改革

红利和阵痛交织的时期，周期类

品种化解产能过剩的压力将凸

显。 与之相比，新兴产业股可能

将是改革红利的主要受益者，

2015年新兴产业发展政策出台

的力度和频度有望保持在较高

水平，前期的政策约束和规划推

动领域的投资增加将在2015年

进一步显现，信息消费、互联网

金融、网络安全、智能家电、环保

等概念有望持续发酵，新兴产业

仍将是改革的“排头兵” 。

另一方面，部分新兴产业将

在2015年进入爆发期，行业景气

度将显著上升。 2013年和2014

年对于新兴产业股的炒作主要

集中在市场预期上，在2015年这

种预期有望得到部分兑现。 从

2015年一季报情况来看，新兴产

业中的股票业绩表现抢眼，这可

能预示着部分行业可能迎来爆

发期，今年将是新兴产业的“丰

收年” 。 行业景气度的提升不仅

会提升新兴成长板块的整体估

值水平，还将提振新兴产业中上

市公司的业绩水平，届时新兴产

业股有望迎来 “戴维斯双击” ，

未来仍将是强势牛股的聚集地。

牛牛牛熊熊熊数数数字字字化化化

宽幅震荡 沪综指下跌

5.31%

上周沪综指宽幅震荡， 期间

相继失守4400点、4300点、4200

点关口，在4100点上方获得支撑，

止跌反弹。 截至上周五，上证综指

收报4205.92点，周跌幅为5.31%。

上周一沪综指探底回升，微

涨0.87%； 周二高开低走， 大跌

4.06%；周三企稳回升，午后快速

跳水， 下跌1.62%； 周四延续跌

势，一路震荡下行，下跌2.77%；

周五股指展开反弹，上涨2.28%。

急涨急跌是牛市的重要特

征。 前期的大涨和“该调不调” ，

令市场风险不断累积。 一旦变盘

启动， 调整压力自然汹涌释放，

幅度和力度也将相应更大。 特别

是以央企重组为代表的大盘蓝

筹股，在前期爆炒之后出现快速

下挫。实际上，在市场“填平一切

洼地” 之后，也确实需要通过调

整换手来打破僵局，为新一轮的

反弹铺路。 因此，上周的调整是

对前期快速大涨的调整整固，有

助市场最终走向慢牛长牛。

从量价配合来看，上周“三

连阴”期间，沪市量能持续萎缩，

反映恐慌情绪并未蔓延。 而上周

五以“中字头” 为代表的前期领

跌品种止跌企稳，也释放出积极

信号。 本周打新资金继续回流，

降息利好再现，有望对市场带来

支撑。 而上周五创业板暴涨后难

免震荡休整，在轮动提速的背景

下， 不排除资金重回蓝筹股、进

而推升沪综指的可能。 当前稳增

长政策加码， 降息利好释放，改

革全面加速推进，市场整体趋势

依然向上，慢牛格局未变。

上有压力下有支撑的格局

下，5月份沪综指将步入震荡阶

段，短期波动将加大。 在操作上

应攻守兼备，既要在大跌后有大

局观，坚定牛市信心，敢于抄底

增持，也应在指数快速上涨后保

持谨慎， 适当兑现利润控制风

险。（李波）

连创新高 创业板指上涨

4.05%

上周A股市场整体高位巨震

回调，但创业板指却在短暂休整

之后连续刷新历史新高，周五更

是大涨5.97%，触及2974点，最终

以4.05%的周涨幅大幅跑赢主板

市场，成为市场主角。

上周创业板指的这种靓丽表

现与大盘股调整及新股申购有较

大关系。 一方面，在降杠杆、控快

牛的背景下， 主板指数快速攀升

态势告一段落， 不少杠杆资金撤

离了前期重点参与的大盘蓝筹

股，特别是“一带一路” 、央企重

组等板块， 在大盘股赚钱效应明

显回落的情况下， 还有部分资金

介入了中小盘股来进行获利，并

引发了“跷跷板” 效应；另一方

面，新股申购再度来袭，在市场调

整的大环境下， 不少资金自然选

择了离场打新来规避风险并追求

打新收益， 对A股市场资金面整

体形成制约。由此，创业板暂时成

为了充沛资金的博弈场所。

上周创业板大涨也有消息面

的利好刺激。一方面，信息安全相关

领域的重要会议召开， 成为平淡市

场中资金借题发挥的主要题材；另

一方面， 计算机行业不少公司于

P2P、O2O等新趋势相关，这些领域

以及更大范围的互联网金融的新发

展对板块也形成提振。 由此在上周

五7.3%的大幅上涨后， 计算机板块

上周的涨幅达到了7.2%， 遥遥领先

于其他行业位居周涨幅榜首位。

总体来看， 创业板在上周的

再度大涨，充分显示出本轮牛市的

主角是成长股。 短期来看，在牛市

之中，宽松预期或将支撑创业板强

者恒强，但投资者仍需规避短线涨

幅较大的品种，而要更多关注短线

滞涨休整到位的个股。（张怡）

强者恒强 计算机指数大涨

7.3%

上周，牛回头的风险陡现，但

是新兴产业的代表———计算机板

块却牛势不减， 上周五更是大涨

7.3%，由此以7.2%的周涨幅遥遥

领先位居榜首。实际上，上周仅有

三个申万一级行业实现上涨，而

除了计算机之外的传媒和电子行

业仅分别微涨了1.28%和0.98%。

计算机行业的个股表现十分

亮眼。 上周五正常交易的120只计

算机行业成分股中， 有119只实现

上涨，其中58只涨停，热闹情景可见

一斑；一周涨幅来看，101只成分股

实现上涨，而仅有21只个股下跌，近

半数个股的涨幅超过了10%。

这种强势格局， 一方面受到

消息面诸多利好刺激，第六届中国

（北京）国际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

全展览会于5月5日至7日在北京国

家会议中心举行，一系列技术交流

和新品发布活动。 不仅如此，上周

国家安全法（草案二次审议稿）公

布，增加了网络信息安全方面的内

容。 此外，交通一卡通相关指导意

见的发布、全国道路运政管理信息

系统互联互通工作的开展、P2P管

理细则出台预期等一系列消息，均

对计算机行业相关个股形成提振。

另一方面， 在主板市场高位调整、

新股申购再度来袭的背景下，市场

短线资金面并不充裕，有限的资金

更倾向于选择中小盘题材股进行

炒作，而消息面利好居多的计算机

板块就是优质标的。

总体来看， 具备想象空间的

计算机行业在本轮牛市中始终受

到资金追捧，优质个股的股价、估

值和市值均在不断超越市场想

象。短线来看，行业内优质个股的

上行空间仍在， 但纯概念炒作的

个股有跌落风险。（张怡）

高位回落 交通运输指数大跌

9.52%

上周大盘震荡下挫， 出现

超过200点的调整，周K线上依

然收出一根阴线，结束了周K线

上的8连涨。而前期领涨的板块

成为杀跌的重灾区， 申万交通

运输指数上周大跌9.52%，跌幅

在28个申万一级行业指数中位

居首位。

预期的回落是交通运输板

块大幅调整的主因。 此前 “一

带一路” 和“央企合并” 的风

潮兴起， 交运板块股票恰恰符

合这两大预期炒作。 不过值得

注意的是， 基于长期事件的炒

作短期预期能否兑现， 这无疑

为这股风潮打上个问号。 此前，

中国远洋、中海发展、中海集运

发出澄清公告表示未收到整合

消息，资金却照炒不误。 不过上

周伴随着预期的回落， 前期领

涨的交通运输板块短线的整固

压力随之增大， 考虑到短期积

累的获利筹码较多， 资金离场

锁定利润， 一定程度上加大了

交运板块的调整幅度。

从目前来看，前期过度炒作

已经透支了交运板块的上涨空

间，短线的调整在情理之中。 中

长期来看，航运板块的整合预期

仍然较强，油价下跌红利对于其

业绩构成支撑，同时交通运输板

块确实是“一带一路” 的主要受

益品种，而且这类基建股大多也

是宽松货币政策的受益品种，短

线震荡整固后依然具备布局价

值。（徐伟平）

多空拉锯趋于平衡

□西南证券 张刚 刘浩

本周有10家券商发表了对

后市的看法，2家看多，6家看平，

2家看空； 市场综合情绪指数为

51.0%，较前一周继续回升2个百

分点， 重回50多空平衡线上方，

表明市场经历快速调整后，多空

拉锯再次趋于平衡。 与上周相

比， 共有5家机构改变了对大盘

走势的看法， 其中2家机构修正

了对中线的观点：（1） 多→平，

太平证券对本周趋势由看多转

为看平，新时代证券对中线趋势

转为看平。 （2）平→空，大同证

券对本周趋势由看平转为看空，

对中线由多翻空。 （3）空→平，

东吴证券对本周趋势由看空转

为看平。 （4）空→多，信达证券

对本周趋势由空翻多。

多头代表新时代证券认为

本周IPO将迎来短暂的空窗期，

大盘释放了一定风险对解冻资

金有较强吸引力，因此有望延续

技术性超跌反弹，期间结构性热

点会非常火爆，成长股、转型股

仍将收到资金追捧，可能走出慢

牛独立行情。 建议轻仓的投资者

可逢低参与反弹，重仓投资者可

借机调仓换股。

信达证券表示大盘将震荡

盘升，近期利空因素基本消化，

降准预期犹存； 龙头品种回调

到位，继续下跌空间有限；市场

人气高涨，场外资金充裕，热点

轮涨将推动股指重心逐步上

移。 本周持看平观点的光大证

券指出下跌是风险的释放，利

率下降和流动性回升的基本趋

势未变， 随着市场回落成交量

显著萎缩，抛压减轻，打新资金

回流将改善供求关系， 后市有

望逐渐企稳回升。

太平洋证券认为当前最大

的风险是政策性风险，即短期管

理层对市场的态度成为影响市

场节奏的重要因素。 经历快速调

整后， 本周震荡整固概率较大。

申万宏源证券同样表示短线大

盘将转入企稳整理阶段，震荡区

间应在4100-4500点。个股板块

的结构性分化仍将持续，未来权

重股机会不多， 或以调整为主；

高弹性的小市值品种可继续活

跃。 此外，场内资金依然宽松，有

利于行情复苏。

民生证券分析指出若市场

重回Boll中轨（4287点）以上，

那么强势格局没有改变， 否则

仍将继续调整。 后市需关注供

求关系、 中字头股票能否企稳

以及调整的时间周期， 周线不

有效跌破10周均线则中长期走

势依然强势。

东吴证券认为短线快速杀

跌部分释放了做空能量，短期仍

有反弹动力，但无法判断调整是

否结束， 仍需观察权重动向，建

议投资者逢高降低仓位。特别对

于中小盘个股，由于机构持股比

例相对较小，在未快速调整的背

景下继续强拉只会增加风险，在

达到临界点后亦会迎来更大的

调整。

持看空观点的西南证券分

析称本周既是期指1505合约最

后交易周，也是经济数据密集披

露周，多因素预示数据可能不容

乐观。本周虽然继续有申购资金

解冻，但上周五成交维持低迷水

平，做多积极性不高，预示大盘

或再度考验4100点支撑。

同样看空的大同证券指出

短期内市场杠杆仍有下降空

间，本周技术性调整仍将延续，

沪指或进一步向60日线靠拢，

板块个股则根据基本面继续分

化。 建议回避上游行业，关注一

季度基本面改善较好的房地产

和白酒板块。

上周部分大宗交易成交情况上周部分大宗交易成交情况 上周出现交易异动的部分股票上周出现交易异动的部分股票

■

一周多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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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券商多空观点基本情况国内券商多空观点基本情况

本周市场情绪指数（★表示看多，○表示看平，☆表示看空）本周市场情绪指数（★表示看多，○表示看平，☆表示看空）

本周推荐关注行业情况一览本周推荐关注行业情况一览

数据来源：中国证券报，西南证券研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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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