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新高股跌幅排行榜

券商名称 本周趋势 中线趋势 本周区间 本周热点

光大证券 平 多

4900-5150

金融股、医药股

银泰证券 平 多

4800-5100

国企改革、新能源、周期股

民生证券 多 多

4800-5100

工程建筑、有色金属

太平洋证券 多 多

4800-5100

消息面

信达证券 多 多

4800-5200

券商、软件

国都证券 平 多

4600-5200

房地产、京津冀、国企改革

西部证券 多 多

4850-5330

铁路基建、核电

大同证券 多 多

5000-5200 PPP

、互联网

+

新时代证券 多 多

4950-6000 PPP

、国企改革

西南证券 多 多

5000-5100

金融、地产

申万宏源 平 多

4950-5200

中盘题材股

券商名称 推荐券商 行业关注度

金融板块 光大证券、信达证券、西南证券

27%

国企改革 银泰证券、国都证券、新时代证券

27%

PPP

大同证券、新时代证券

18%

房地产 国都证券、西南证券

18%

互联网

+

大同证券

9%

新能源 银泰证券

9%

医药 光大证券

9%

铁路基建 西部证券

9%

核电 西部证券

9%

京津冀 国都证券

9%

工程建筑 民生证券

9%

有色金属 民生证券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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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1965.SH

中国汽研

2015-6-11 67317.99 96117.99 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1339.SH

百隆东方

2015-6-12 55800.00 75000.00 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0643.SH

爱建股份

2015-6-8 28508.77 110307.98 241.24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685.SZ

华东重机

2015-6-12 28140.00 56000.00 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322.SZ

硕贝德

2015-6-8 17393.64 37751.86 2769.38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0861.SZ

海印股份

2015-6-8 14144.00 97919.50 20494.34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684.SZ

猛狮科技

2015-6-12 12039.50 23353.44 440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683.SZ

宏大爆破

2015-6-12 11307.47 21708.22 2687.78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148.SZ

天舟文化

2015-6-11 11062.26 38299.98 3935.17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373.SZ

千方科技

2015-6-8 8185.89 21767.90 28782.87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324.SZ

旋极信息

2015-6-9 6056.04 12617.04 11004.95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682.SZ

龙洲股份

2015-6-12 5907.69 20242.00 558.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0198.SH

大唐电信

2015-6-8 3782.05 53298.94 34911.91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315.SH

上海家化

2015-6-8 1020.83 67107.30 129.38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600499.SH

科达洁能

2015-6-8 850.50 66908.19 3665.03

股权激励一般股份

300038.SZ

梅泰诺

2015-6-9 434.65 11237.43 4827.51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1311.SH

骆驼股份

2015-6-8 378.00 84839.58 324.00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002675.SZ

东诚药业

2015-6-8 276.40 12145.60 5134.4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215.SZ

诺普信

2015-6-8 183.61 68265.24 23232.14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0804.SH

鹏博士

2015-6-11 98.30 134387.57 4826.04

股权激励一般股份

600422.SH

昆药集团

2015-6-11 60.92 34028.65 84.37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300296.SZ

利亚德

2015-6-10 44.25 35902.05 29268.59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352.SZ

鼎泰新材

2015-6-8 17.01 4078.62 370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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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5.SZ

世纪星源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6-1 188063.5830 -6.13 13.77

000005.SZ

世纪星源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6-2 184063.1980 -3.84 14.12

000005.SZ

世纪星源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6-1 479691.1758 -11.50 36.30

000010.SZ

深华新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6-1 98487.0569 -4.99 16.44

000016.SZ

深康佳

A

振幅值达

15% 2015-6-5 107771.7003 2.29 7.36

000021.SZ

深科技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6-3 3364.5127 21.00 0.13

000031.SZ

中粮地产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6-5 168786.5654 10.03 6.93

000040.SZ

宝安地产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6-2 228649.1261 27.56 25.37

000040.SZ

宝安地产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6-5 100591.3742 -6.95 10.83

000050.SZ

深天马

A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6-5 136323.6209 10.00 6.51

000060.SZ

中金岭南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6-4 492311.4122 9.99 9.30

000060.SZ

中金岭南 振幅值达

15% 2015-6-4 492311.4122 9.99 9.30

000062.SZ

深圳华强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6-5 187466.2518 10.00 4.21

000062.SZ

深圳华强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6-2 598992.1704 30.45 16.56

000062.SZ

深圳华强 振幅值达

15% 2015-6-2 185075.7080 10.01 5.71

000062.SZ

深圳华强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6-1 114082.3895 -2.28 3.57

000096.SZ

广聚能源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6-3 137910.1326 28.31 12.01

000155.SZ *ST

川化 连续三个交易日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12%

的

ST

证券、

*ST

证券和未完成股改证券

2015-5-29 91725.2065 -4.08 14.66

000158.SZ

常山股份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5-29 388962.1670 33.10 15.53

000404.SZ

华意压缩 换手率达

20% 2015-6-4 151790.1599 9.98 23.44

000420.SZ

吉林化纤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6-3 91071.3318 21.09 26.93

000428.SZ

华天酒店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6-2 189618.3702 26.92 17.36

000506.SZ

中润资源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6-3 1065.7959 21.01 0.14

000524.SZ

东方宾馆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6-1 44847.4969 33.10 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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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104.SZ

乐视网

2015-6-3 72.10 0.00 78.98 1,457.03 105,051.86

300104.SZ

乐视网

2015-6-1 67.82 0.00 71.20 1,400.00 94,948.00

000831.SZ

五矿稀土

2015-6-3 37.71 0.72 38.23 1,470.00 55,433.70

600000.SH

浦发银行

2015-6-1 17.80 4.46 17.93 2,800.00 49,840.00

600673.SH

东阳光科

2015-6-4 10.01 -9.98 12.23 4,545.20 45,497.45

600999.SH

招商证券

2015-6-2 30.92 -3.31 32.28 1,270.00 39,268.40

300043.SZ

互动娱乐

2015-6-5 18.26 -0.92 18.77 1,869.00 34,127.94

600565.SH

迪马股份

2015-6-2 12.05 -10.01 14.73 2,818.54 33,963.41

002440.SZ

闰土股份

2015-6-5 33.00 2.17 34.26 1,000.00 33,000.00

300171.SZ

东富龙

2015-6-5 72.80 -6.92 77.90 440.00 32,032.00

000333.SZ

美的集团

2015-6-2 38.44 0.10 38.44 817.83 31,437.39

600999.SH

招商证券

2015-6-4 30.30 -3.99 31.55 1,000.00 30,300.00

600999.SH

招商证券

2015-6-3 30.30 -6.13 31.56 1,000.00 30,300.00

002228.SZ

合兴包装

2015-6-1 28.53 -10.00 33.67 1,000.00 28,530.00

600133.SH

东湖高新

2015-6-1 13.92 3.34 14.24 1,950.00 27,144.00

002215.SZ

诺普信

2015-6-1 29.28 0.90 30.50 900.00 26,352.00

002074.SZ

东源电器

2015-6-5 32.64 0.74 34.01 800.00 26,112.00

002340.SZ

格林美

2015-6-5 18.82 1.67 19.40 1,380.00 25,971.60

300229.SZ

拓尔思

2015-6-1 36.38 -8.02 40.42 700.00 25,466.00

300104.SZ

乐视网

2015-6-1 71.20 4.98 71.20 351.00 24,991.20

300104.SZ

乐视网

2015-6-3 78.98 9.54 78.98 316.00 24,957.68

600767.SH

运盛实业

2015-6-5 32.35 -9.99 35.38 770.00 24,909.50

300252.SZ

金信诺

2015-6-1 54.00 -10.00 61.50 460.00 24,840.00

300253.SZ

卫宁软件

2015-6-2 77.98 3.15 80.39 300.00 23,394.00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首发

上市日期

所属行业 最新股价

自由流通市

值(亿元)

市盈率

（TTM）

6月涨跌

幅%

6月振幅%

600701.SH

工大高新

1996-05-28

综合

33.83 133.61 -607.88 61.10 51.10

002188.SZ

新嘉联

2007-11-22

电子

29.04 34.19 -210.56 60.98 51.00

000710.SZ

天兴仪表

1997-04-22

汽车

34.98 21.76 1,853.99 53.96 53.87

002143.SZ

印纪传媒

2007-07-20

农林牧渔

42.96 25.13 92.84 51.91 52.69

000524.SZ

东方宾馆

1993-11-18

休闲服务

29.83 38.98 203.94 49.82 54.34

002055.SZ

得润电子

2006-07-25

电子

73.14 174.77 321.06 48.72 54.21

002684.SZ

猛狮科技

2012-06-12

汽车

46.05 52.10 781.63 47.12 46.36

600083.SH

博信股份

1997-06-06

综合

18.77 30.77 482.75 45.84 43.28

002471.SZ

中超电缆

2010-09-10

电气设备

38.90 122.80 186.36 44.23 51.06

600789.SH

鲁抗医药

1997-02-26

医药生物

23.22 85.01 -130.39 43.87 41.20

600889.SH

南京化纤

1996-03-08

化工

27.12 48.45 425.73 42.74 44.32

300299.SZ

富春通信

2012-03-19

通信

44.24 49.21 855.09 42.71 44.32

600448.SH

华纺股份

2001-09-03

纺织服装

13.97 43.39 239.03 41.40 44.94

600876.SH

洛阳玻璃

1995-10-31

建筑材料

26.05 23.71 -150.53 41.12 45.02

600573.SH

惠泉啤酒

2003-02-26

食品饮料

20.95 23.15 156.70 40.98 46.37

000062.SZ

深圳华强

1997-01-30

商业贸易

68.23 113.92 115.19 40.22 47.72

000797.SZ

中国武夷

1997-07-15

房地产

42.02 77.62 141.43 39.83 40.87

600677.SH

航天通信

1993-09-28

国防军工

40.47 135.34 -58.87 39.46 38.15

601567.SH

三星电气

2011-06-15

电气设备

58.49 79.07 73.14 38.73 44.64

300397.SZ

天和防务

2014-09-10

机械设备

166.88 50.06 246.37 37.44 45.66

600400.SH

红豆股份

2001-01-08

纺织服装

22.90 63.16 198.11 36.47 42.55

300308.SZ

中际装备

2012-04-10

电气设备

30.00 20.82 -21,270.94 36.36 37.95

002181.SZ

粤传媒

2007-11-16

传媒

21.04 73.40 115.39 35.93 45.29

000096.SZ

广聚能源

2000-07-24

化工

25.65 60.39 82.83 35.86 35.81

000559.SZ

万向钱潮

1994-01-10

汽车

26.89 297.46 84.29 35.60 43.87

002358.SZ

森源电气

2010-02-10

电气设备

61.14 97.15 99.45 34.37 47.49

002692.SZ

远程电缆

2012-08-08

电气设备

34.66 37.41 110.72 33.93 37.94

000909.SZ

数源科技

1999-05-07

房地产

28.35 43.41 246.10 33.73 43.40

000989.SZ

九芝堂

2000-06-28

医药生物

43.45 77.13 52.83 33.57 37.57

601179.SH

中国西电

2010-01-28

电气设备

14.14 245.71 97.25 33.15 32.86

300240.SZ

飞力达

2011-07-06

交通运输

40.55 30.26 183.65 33.13 33.13

000050.SZ

深天马

A 1995-03-15

电子

36.95 115.37 58.72 32.53 32.14

000605.SZ

渤海股份

1996-09-13

医药生物

34.90 25.29 158.61 32.25 28.69

002265.SZ

西仪股份

2008-08-06

汽车

25.30 25.16 2,285.66 32.05 37.58

000997.SZ

新大陆

2000-08-07

计算机

72.95 245.51 144.10 31.87 38.47

300311.SZ

任子行

2012-04-25

计算机

61.60 48.70 341.49 31.83 56.38

002349.SZ

精华制药

2010-02-03

医药生物

78.31 64.04 477.92 31.77 44.47

002026.SZ

山东威达

2004-07-27

机械设备

19.86 24.59 104.10 31.70 41.58

600179.SH

黑化股份

1998-11-04

采掘

27.83 56.51 -35.29 31.52 46.79

600513.SH

联环药业

2003-03-19

医药生物

41.12 38.63 152.88 31.21 27.54

002617.SZ

露笑科技

2011-09-20

电气设备

52.47 71.99 -391.42 31.04 32.94

000595.SZ

宝塔实业

1996-04-19

机械设备

20.52 35.59 1,951.33 30.95 30.70

000828.SZ

东莞控股

1997-06-17

交通运输

20.30 64.26 32.72 30.55 35.50

600358.SH

国旅联合

2000-09-22

休闲服务

26.30 87.99 -74.26 30.52 34.99

002231.SZ

奥维通信

2008-05-12

通信

34.68 56.11 1,248.48 29.94 31.40

600634.SH

中技控股

1993-03-04

综合

37.38 148.53 162.31 29.48 36.20

300350.SZ

华鹏飞

2012-08-21

交通运输

167.01 40.28 488.16 29.47 40.57

603166.SH

福达股份

2014-11-27

汽车

46.24 20.11 196.61 29.20 36.21

002184.SZ

海得控制

2007-11-16

电气设备

72.70 72.46 259.46 29.13 35.08

600097.SH

开创国际

1997-06-19

农林牧渔

30.40 29.29 78.39 29.09 28.03

002682.SZ

龙洲股份

2012-06-12

交通运输

41.68 59.45 420.45 29.04 24.71

600156.SH

华升股份

1998-05-27

纺织服装

16.62 40.02 -224.52 29.04 34.32

002058.SZ

威尔泰

2006-08-02

电气设备

29.27 31.72 1,149.11 28.89 29.50

000821.SZ

京山轻机

1998-06-26

机械设备

25.08 64.25 227.42 28.81 34.16

600805.SH

悦达投资

1994-01-03

汽车

23.00 148.35 20.35 28.78 37.12

000693.SZ

华泽钴镍

1997-02-26

有色金属

32.70 80.33 85.96 28.74 30.32

002507.SZ

涪陵榨菜

2010-11-23

食品饮料

48.89 43.15 72.33 28.73 29.70

600234.SH

山水文化

2000-06-15

综合

34.12 56.07 -375.49 28.66 38.31

601199.SH

江南水务

2011-03-17

公用事业

42.09 35.27 54.04 28.48 28.75

600775.SH

南京熊猫

1996-11-18

通信

29.40 87.58 169.59 28.44 37.57

600965.SH

福成五丰

2004-07-13

农林牧渔

18.62 52.06 130.68 28.41 30.14

000929.SZ

兰州黄河

1999-06-23

食品饮料

24.75 31.87 31.94 27.97 31.54

002620.SZ

瑞和股份

2011-09-29

建筑装饰

61.92 27.34 132.72 27.93 36.16

002287.SZ

奇正藏药

2009-08-28

医药生物

46.03 18.87 76.81 27.86 29.42

002227.SZ

奥特迅

2008-05-06

电气设备

49.70 34.72 165.47 27.63 40.19

600571.SH

信雅达

2002-11-01

计算机

185.03 242.61 330.59 27.61 46.51

600061.SH

中纺投资

1997-05-19

化工

37.82 103.88 211.22 27.60 34.58

002098.SZ

浔兴股份

2006-12-22

纺织服装

26.46 35.57 111.63 27.40 29.84

300339.SZ

润和软件

2012-07-18

计算机

81.09 103.82 216.71 27.38 44.58

002103.SZ

广博股份

2007-01-10

轻工制造

38.16 39.77 1,006.04 27.28 36.22

6月新高股涨幅排行榜

6月新高股行业分布

顺应风格转换 掘金“补涨+低价”

6月首周602只股票创历史新高

□本报记者 张怡

据统计，6月首周，全部A股

中共有602只个股创出历史新高

（不复权）， 而剔除掉今年以来

上市的62只次新股之后， 仍有

540只个股创出历史新高。其中，

仍有包括我武生物、飞天诚信等

在内31只个股是2014年以来上

市的次新股。 值得关注的是，上

述个股大多集中在热门成长性

行业，但上周后期的风格转换已

经激发了部分个股的高位回调，

因而投资者可以因循板块轮动

寻找补涨机遇，同时可从低价股

中掘金，获得“水涨船高” 收益。

掘金补涨轮动板块

从这些个股的市场分布来

看，有203只个股属于沪市主板，

84只个股属于深市主板，104只

个股属于创业板，149只个股属

于中小企业板。 总体来看，主板

市场个股占据的比重较大。

不过，这些新高股的平均自

由流通市值仅为83.78亿元，超

过百亿元的个股有133只， 可见

中小盘股仍然占据主力。 其中，

东方财富和光大银行的流通盘

最大，均超过了900亿元；恒生电

子、中航资本和康美药业的流通

市值也超过了600亿元。

行业方面，55只个股属于医

药生物行业，机械设备、化工和

计算机行业也分别有49只、41只

和41只个股；电气设备、汽车、电

子、纺织服装、公用事业和交通

运输行业也均有超过20只个股。

相反，银行、采掘、钢铁、非银金

融和国防军工该行业个股数目

均未超过5只，建筑装饰、建筑材

料、休闲服务行业的均未超过10

只。

诚然， 上述统计中不难发

现， 新高股大多属于是5月表现

优异的成长性板块， 它们乘着

“工业4.0” 、“互联网+” 、 新能

源和“走出去” 等恒强的风口而

起舞，由于盘子较小，这些个股

普遍弹性大。

不过， 从6月以来的行情可

见，上述品种正在经历爆炒之后

的获利回吐，特别是前期暴涨的

个股均面临短线顶部格局。 显

然，市场风口正在从上述热门板

块逐步迁移至前期滞涨的传统

蓝筹板块， 特别是国企改革、一

带一路和区域振兴等相关概念

股，有望在政策预期和动作频频

中受到资金青睐。

掘金低价股

值得关注的是，5月受到资

金爆炒的热门品种不少在6月遭

遇高位回调， 而且统计发现，股

价低于30元的相对低价股表现

更好。 后市除了关注板块补涨轮

动，还可以从风口品种中精选低

估值和低价格的品种，更有望获

得超越大盘的稳定收益。

从股价上看，6月新高股的

平均股价为47.25元，高于A股整

体的34.23元。 其中， 有莎普爱

思、 飞天诚信和石基信息3只个

股的股价超过了200元， 同时还

有包括斯莱克、腾信股份等在内

的35只百元股。 很容易看到，这

些个股中不少是次新股，还有大

多数属于计算机和传媒这两大

前期热门行业，还有部分复牌不

久。 这些个股随着创业板新高秀

的行进而越涨越高，贡献了部分

高价奇迹。

这些新高个股平均在6月实

现了14.99%的涨幅，相对于上证

综指平均上涨超过6%；而所有A

股的同期平均涨幅为11.56%，相

对于大盘平均仅上涨2.64%。 同

时，其中股价低于30元的个股高

达174只， 而且其期间的平均涨

幅为16.33%，超过了所有新高股

的水平，较百元股的11.53%也明

显提升，可见低价股是值得关注

的一个重点。

具体来看，工大高新、新嘉

联在本月的涨幅最高，均超过了

60%，而这两只个股均为刚刚复

牌不久， 在6月均实现了连续一

字涨停板；天兴仪表和印纪传媒

的涨幅也均超过了5成。 上述四

只个股的股价29元至43元之间，

可见在6月之前也属于相对低价

股之列； 同时还有包括东方宾

馆、得润电子等12只个股的区间

涨幅超过了40%。

相反，新高股中也有51只个

股在6月首周出现下跌。 其中，华

懋科技、友利控股、大华农、天保

重装和三峡新材的跌幅均超过

了10%。 不难发现，这其中不少

个股是在5月收到资金爆炒的个

股， 要么是复牌连续涨停过，要

么是次新股。

总体来看， 市场风水轮流

转，在经过爆炒之后获利资金的

调仓换股，正在激发市场中的风

格转换。 此时布局相对低价的个

股，有望获得“水涨船高” 带来

的稳定收益。

高位震荡 5000点待夯实

□本报记者 李波

本周有11家券商发表了对

后市的看法，7家看多，4家看平。

本周没有券商看空，意味着市场

综合情绪短期回升；但看平家数

环比增多， 也表明沪综指突破

5000点关口后，震荡预期明显升

温。与上周相比，共有6家机构改

变了对大盘走势的看法：（1）

平→多，民生证券、新时代证券、

大同证券对本周趋势由看平转

为看多， 对中线持看多不变。

（2）空→多，西南证券、西部证

券对本周趋势由空翻多，对中线

持看多不变。 （3）空→平，银泰

证券对本周趋势由看空转为看

平，对中线持看多不变。

在看多后市的7家机构中，

西部证券表示，沪指新高阶段上

攻趋势并未改变，但两市热点的

持续性及指数稳定性均需进一

步夯实，预计本周初沪指5000点

有效性仍待夯实。 操作策略方

面，短期市场波动风险未见完全

化解之前，整体持仓比重应有防

御性体现。

新时代证券分析称，本周是

新股空窗期，打新资金还将陆续

回流二级市场，市场“弹药” 充

裕，后市将向历史大顶6124点发

起攻击，不破誓不罢休。 创业板

目前估值过高，短期有调整的要

求，但仍在上升趋势之中。 操作

策略上，建议投资者加大对主板

的投资力度，持股待涨。

大同证券认为， 从5月已经

公布的经济数据观测，经济基本

面正在缓慢回升向着A股“高”

估值靠拢，景气度回升但增长动

能依然较弱。如果经济情况没有

好转，“底线思维” 将加强对于

政策投放的预期， 同样利好A

股。

民生证券指出，煤炭、有色、

电力以及银行等都出现了强于

大盘的走势，特别是银行股由于

混合所有制改革、资产证券化以

及混业经营等措施正在推进，整

个行业估值有望提升，因此可逢

低关注。一些传统企业一旦转型

成功也有价值重估的可能，特别

是国企改革，引入了股权激励以

及PPP模式， 都有助于竞争力的

提升。

西南证券指出，6月11日国

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份工业增加

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固定

资产投资增速等主要经济数据。

此前公布的5月份中国制造业采

购经理指数 （PMI） 高于临界

点，制造业小幅扩张，略有回暖

迹象。 相关经济数据预计将呈现

利好效应，促成强周期性行业走

强，促成大盘站稳5000点整数关

口后震荡攀升。

太平洋证券认为，在当前相

对高位， 一方面新股发行密集，

资金在一、二级市场的轮动将会

打乱大盘的运行节奏，另一方面

前期存在重组预期落空的个股

将会踏入补跌之旅，市场赚钱效

应将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 预计

未来个股分化将为必然，6月份

市场高位震荡在所难免。 本周如

果创业板出现调整，前期传统滞

涨板中的个股可从高弹性、国企

改革、转型“触网” 三条路线进

行筛选。 在短期波动调整过后，

依旧继续看好创业板。

信达证券提醒， 上证指数

5000点附近难免宽幅震荡。理由

一是许多次新股纷纷连续暴跌，

可能引发其他股票补跌；二是近

期许多题材股涨幅过大，技术上

有回调的压力，部分大盘蓝筹股

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涨，持续

上涨难度较大；第三，前期管理

层多次提示市场风险，慢牛行情

才能长久，因此短线需要回调蓄

势。 建议投资者谨慎操作，调整

仓位。

看平本周趋势的机构中，国

都证券指出，目前市场分歧明显

加大，本周市场将确认上证指数

突破5000点的有效性。 整体看

来，牛市格局没有改变；四季度

新股发行注册制改革政策出台

后，才可能将彻底改变市场供求

关系和盈利模式。

申万宏源认为，行情趋势震

荡向上，但要防止大开大合对投

资者的心理考验和可能出现的

意外走势，不妨适当收缩杠杆以

本金实盘为主。品种的选择上适

当考虑部分补涨品种及中等市

值的题材品种。

银泰证券指出， 对于中小

板、创业板而言，后期预计其风

险将明显增大，一方面其估值水

平处于历史高位，进一步上行的

空间有限，另一方面即将公布的

半年报也将增大其股价的压力，

中小市值个股的调整料将成为

未来一段时间市场风险的主要

来源。

同样持看平观点的光大证

券指出， 市场强势特征依然明

显， 供求关系也在继续改善，推

动市场震荡上行的动力依然存

在。 但大涨过后，后续波动幅度

也会逐渐增加，像上周四那样的

大幅回落可能会不时出现，投资

者需要警惕。

前景向好 智能物流指数大涨

19.64%

上周，Wind智能物流指数快

速上攻， 周内不断跳空高开并刷

新历史新高，全周以19.64%的周

涨幅，在117个Wind概念板块中

强势领跑。政策利好催化、行业前

景明朗、 市值及涨幅相对居中均

为板块的强势表现提供支撑。

一方面， 智慧物流相关政策

利好频至。6月1日商务部网站发布

了由商务部等10部门联合印发的

《全国流通节点城市布局规划

（2015-2020年）》， 旨在加快构

建全国骨干流通网络，努力提升流

通节点城市功能，更好发挥流通产

业的基础性和先导性作用，进一步

释放消费力。 2014年9月国务院印

发的 《物流业发展中长期规划

（2014-2020年）》也提出，加快

推进交通运输物流公共信息平台

发展，推进联运、物流园区、农产品

物流、制造业务流与供应链管理等

12项重点任务。 除此之外，“中国

制造2025” 、 跨境电商、“一带一

路” 、“互联网+”等相关政策也都

对智能物流产生利好。在我国经济

转型过程中，智慧物流的相关政策

利好预计仍将持续升温。

另一方面， 电子商务及物流

业本身也保持着高增长态势。 据

《中国物流技术与装备市场发展

报告（2014）》显示，我国物流运

输装备与智能设备均在2013年

迅速发展， 其中物流系统与自动

化装备同比增速达近30%， 超过

欧洲、日本、美国成为全球最大市

场。此外，电子商务近年来的快速

增长和冷链物流领域发展的相对

滞后，都加大了智慧物流的需求。

而物流公司的纷纷触网、 以及物

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新一

代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 也在助

推智能物流产业的优化。

民生证券指出，物流系统自

动化、智能化是物流行业不可逆

转趋势，具有长期发展潜力。 而

且板块相关上市公司市值相对

较小，且板块年初至今涨幅位居

概念中游，在政策利好频繁催化

下，上涨动力充足。 建议投资者

重点把握转型、外延扩张和战略

合作三条投资主线。（王威）

年内最大单周涨幅 沪综指上涨

8.92%

上周沪综指在巨震中展开

反弹，向5000点发动进攻。 上周

一和周二， 沪综指快速恢复元

气，展开超跌反弹；周三和周四

盘中大幅波动，尽管一度跳水但

都在尾盘成功拉升；周五沪综指

高开后强势震荡，收盘站稳5000

点。沪综指上周累计上涨8.92%，

创下去年12月8日以来的最大单

周涨幅。

上周蓝筹股轮番发力，带

领指数站上5000点。 资金并非

青睐单一蓝筹股， 而是全面撒

网，轮番推进。 这既源于主板和

创业板持续背离引发的风格回

归动力， 也受到经济企稳预期

和周期品价格回升的驱动，同

时契合指数冲关时点。 随着蓝

筹股的全面复苏， 预计短期市

场风格将由中小创业板向大盘

蓝筹股偏移。

不过另一方面，上周蓝筹板

块上涨的持续性不佳， 银行、非

银、采掘、交运等板块均在领涨

后出现休整。 蓝筹股难以持续走

强，而是轮番救场，很大程度上

表明上行动能不够充足，同时也

折射出主力资金快进快出的短

线操作思路。 缺乏明确的领涨主

力，5000点上方持续反弹恐怕难

以一帆风顺， 震荡料在所难免。

后市需密切关注大盘蓝筹股的

动向，如果能出现明确的领涨品

种，且市场密切回应，将助力大

盘突出重围。

A股站上5000点，进一步向

上拓展了反弹空间。 中期来看，

牛市格局进一步确立。 不过，不

论是从技术面回踩需求来看，还

是资金获利回吐压力，短期5000

点整数关口都需要整数蓄势。

业内人士建议，对于投资者

而言，短期应顺势而为，更多关

注滞涨蓝筹股的低吸机会，同时

面对市场可能的震荡，应控制仓

位，高抛低吸。（李波）

高位回落 创业板指上涨

9.68%

本周，创业板指仍旧保持强

势， 前三个交易日分别上涨了

4.97%、4.92%和2.07%， 屡创历

史新高，登上4000点上方。 不过

后期随着市场风格的转换，创业

板指在高位开启横盘震荡模式，

巨震频率增多，围绕4000点展开

多空博弈，上周五更是在沪指冲

击5000点整数关口之时，触及历

史新高点4037.96点之后就调头

逆市下跌。 不过由于前几个交易

日走势较为强劲，其一周涨幅仍

然达到了9.68%， 跑赢了沪深主

板指数，但略逊于中小板指。

触发创业板高位剧烈波动的

因素有两个，一是消息面上，有媒

体报道称，国盛证券将创业板全部

股票调出两融标的，且调整创业板

股票的可冲抵保证金折算率；而近

期多家券商收紧两融杠杆、收缩两

融标的股。 二是，在创业板经过连

续快速上涨、 冲击4000点整数关

口的敏感时期，市场风格转向蓝筹

股， 资金对创业板的谨慎情绪升

温，遭遇资金撤离。

个股方面来看，本周创业板

中共有300只个股实现上涨，而

仅有101只个股下跌。 其中有19

只个股的涨幅超过了六成，不过

其中大多是刚上市不久的次新

股，以及刚刚复牌的股票；相反，

金石东方和鹏辉能源的跌幅均

超过了三成，此外，包括汉邦高

科、航新科技、清水源等多只前

期被市场爆炒的次新股的跌幅

也均超过了两成。

总体来看，近期市场风格的

转换激发了获利回吐，而创业板

调整的根本原因还是前期涨得

快且涨得多。 当前二八风格转换

迎来契机，此时资金更倾向于弃

小抓大；中长期来看，牛市中创

业板仍有较强的动力。 因此短期

内投资者应规避前期涨幅较大

的成长股，从低估值低价格中掘

金。（张怡）

供需改善 煤炭板块大涨

19.13%

上周沪深两市大盘震荡走

高，前期表现低迷的煤炭板块强

势崛起，中信煤炭指数全周累计

上涨19.13%，涨幅在29个中信一

级行业指数中位居首位。 指数成

分股中，上周正常交易的37只指

数成分股中， 除陕西黑猫下跌

10.62%外， 其余个股均实现上

涨，美锦能源和永东股份涨幅居

前，超过60%，分别为61.10%和

61.07%。6只股票涨幅超过30%、

21只股票涨幅超过20%，33只股

票涨幅超过10%。

5月初，国家能源局连发《关

于严格治理煤矿超能力生产的

通知》和《做好2015年煤炭行业

淘汰落后产能工作的通知》，明

确今年我国拟淘汰煤炭行业落

后产能7779万吨/年， 淘汰煤矿

1254座。 供给侧收缩已成常态，

煤价下行逼迫亏损煤企退出市

场，产业链上横向、纵向整合将

是必然趋势，煤炭上市公司价值

有待重估。 短期供需格局改善将

助推涨幅滞后的煤炭股的补涨

需求。

从中长期来看，虽然经济增

速的下滑以及能源结构的变化

会降低煤炭需求的增速，但由于

资源禀赋的特征以及能源需求

的增长，决定了在未来很长的一

段时间以煤炭为主导的能源消

费形式不会发生根本改变。 从国

内外市场环境两个方面看，需求

都将触底反弹。 未来货币政策，

房地产政策调控累计效应对二

三季度经济有明显的作用，需求

将会企稳反弹， 供需格局改善，

市场预期差强烈，将导致涨幅滞

后的煤炭等资源品在后市有强

烈的补涨需求。（徐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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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多空分析

6月新高股行业分布

顺应风格转换 掘金“补涨+低价”

6月首周602只股票创历史新高

□本报记者 张怡

据统计，6月首周，全部A股

中共有602只个股创出历史新高

（不复权）， 而剔除掉今年以来

上市的62只次新股之后， 仍有

540只个股创出历史新高。其中，

仍有包括我武生物、飞天诚信等

在内31只个股是2014年以来上

市的次新股。 值得关注的是，上

述个股大多集中在热门成长性

行业，但上周后期的风格转换已

经激发了部分个股的高位回调，

因而投资者可以因循板块轮动

寻找补涨机遇，同时可从低价股

中掘金，获得“水涨船高” 收益。

掘金补涨轮动板块

从这些个股的市场分布来

看，有203只个股属于沪市主板，

84只个股属于深市主板，104只

个股属于创业板，149只个股属

于中小企业板。 总体来看，主板

市场个股占据的比重较大。

不过，这些新高股的平均自

由流通市值仅为83.78亿元，超

过百亿元的个股有133只， 可见

中小盘股仍然占据主力。 其中，

东方财富和光大银行的流通盘

最大，均超过了900亿元；恒生电

子、中航资本和康美药业的流通

市值也超过了600亿元。

行业方面，55只个股属于医

药生物行业，机械设备、化工和

计算机行业也分别有49只、41只

和41只个股；电气设备、汽车、电

子、纺织服装、公用事业和交通

运输行业也均有超过20只个股。

相反，银行、采掘、钢铁、非银金

融和国防军工该行业个股数目

均未超过5只，建筑装饰、建筑材

料、休闲服务行业的均未超过10

只。

诚然， 上述统计中不难发

现， 新高股大多属于是5月表现

优异的成长性板块， 它们乘着

“工业4.0” 、“互联网+” 、 新能

源和“走出去” 等恒强的风口而

起舞，由于盘子较小，这些个股

普遍弹性大。

不过， 从6月以来的行情可

见，上述品种正在经历爆炒之后

的获利回吐，特别是前期暴涨的

个股均面临短线顶部格局。 显

然，市场风口正在从上述热门板

块逐步迁移至前期滞涨的传统

蓝筹板块， 特别是国企改革、一

带一路和区域振兴等相关概念

股，有望在政策预期和动作频频

中受到资金青睐。

掘金低价股

值得关注的是，5月受到资

金爆炒的热门品种不少在6月遭

遇高位回调， 而且统计发现，股

价低于30元的相对低价股表现

更好。 后市除了关注板块补涨轮

动，还可以从风口品种中精选低

估值和低价格的品种，更有望获

得超越大盘的稳定收益。

从股价上看，6月新高股的

平均股价为47.25元，高于A股整

体的34.23元。 其中， 有莎普爱

思、 飞天诚信和石基信息3只个

股的股价超过了200元， 同时还

有包括斯莱克、腾信股份等在内

的35只百元股。 很容易看到，这

些个股中不少是次新股，还有大

多数属于计算机和传媒这两大

前期热门行业，还有部分复牌不

久。 这些个股随着创业板新高秀

的行进而越涨越高，贡献了部分

高价奇迹。

这些新高个股平均在6月实

现了14.99%的涨幅，相对于上证

综指平均上涨超过6%；而所有A

股的同期平均涨幅为11.56%，相

对于大盘平均仅上涨2.64%。 同

时，其中股价低于30元的个股高

达174只， 而且其期间的平均涨

幅为16.33%，超过了所有新高股

的水平，较百元股的11.53%也明

显提升，可见低价股是值得关注

的一个重点。

具体来看，工大高新、新嘉

联在本月的涨幅最高，均超过了

60%，而这两只个股均为刚刚复

牌不久， 在6月均实现了连续一

字涨停板；天兴仪表和印纪传媒

的涨幅也均超过了5成。 上述四

只个股的股价29元至43元之间，

可见在6月之前也属于相对低价

股之列； 同时还有包括东方宾

馆、得润电子等12只个股的区间

涨幅超过了40%。

相反，新高股中也有51只个

股在6月首周出现下跌。 其中，华

懋科技、友利控股、大华农、天保

重装和三峡新材的跌幅均超过

了10%。 不难发现，这其中不少

个股是在5月收到资金爆炒的个

股， 要么是复牌连续涨停过，要

么是次新股。

总体来看， 市场风水轮流

转，在经过爆炒之后获利资金的

调仓换股，正在激发市场中的风

格转换。 此时布局相对低价的个

股，有望获得“水涨船高” 带来

的稳定收益。

高位震荡 5000点待夯实

□本报记者 李波

本周有11家券商发表了对

后市的看法，7家看多，4家看平。

本周没有券商看空，意味着市场

综合情绪短期回升；但看平家数

环比增多， 也表明沪综指突破

5000点关口后，震荡预期明显升

温。与上周相比，共有6家机构改

变了对大盘走势的看法：（1）

平→多，民生证券、新时代证券、

大同证券对本周趋势由看平转

为看多， 对中线持看多不变。

（2）空→多，西南证券、西部证

券对本周趋势由空翻多，对中线

持看多不变。 （3）空→平，银泰

证券对本周趋势由看空转为看

平，对中线持看多不变。

在看多后市的7家机构中，

西部证券表示，沪指新高阶段上

攻趋势并未改变，但两市热点的

持续性及指数稳定性均需进一

步夯实，预计本周初沪指5000点

有效性仍待夯实。 操作策略方

面，短期市场波动风险未见完全

化解之前，整体持仓比重应有防

御性体现。

新时代证券分析称，本周是

新股空窗期，打新资金还将陆续

回流二级市场，市场“弹药” 充

裕，后市将向历史大顶6124点发

起攻击，不破誓不罢休。 创业板

目前估值过高，短期有调整的要

求，但仍在上升趋势之中。 操作

策略上，建议投资者加大对主板

的投资力度，持股待涨。

大同证券认为， 从5月已经

公布的经济数据观测，经济基本

面正在缓慢回升向着A股“高”

估值靠拢，景气度回升但增长动

能依然较弱。如果经济情况没有

好转，“底线思维” 将加强对于

政策投放的预期， 同样利好A

股。

民生证券指出，煤炭、有色、

电力以及银行等都出现了强于

大盘的走势，特别是银行股由于

混合所有制改革、资产证券化以

及混业经营等措施正在推进，整

个行业估值有望提升，因此可逢

低关注。一些传统企业一旦转型

成功也有价值重估的可能，特别

是国企改革，引入了股权激励以

及PPP模式， 都有助于竞争力的

提升。

西南证券指出，6月11日国

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份工业增加

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固定

资产投资增速等主要经济数据。

此前公布的5月份中国制造业采

购经理指数 （PMI） 高于临界

点，制造业小幅扩张，略有回暖

迹象。 相关经济数据预计将呈现

利好效应，促成强周期性行业走

强，促成大盘站稳5000点整数关

口后震荡攀升。

太平洋证券认为，在当前相

对高位， 一方面新股发行密集，

资金在一、二级市场的轮动将会

打乱大盘的运行节奏，另一方面

前期存在重组预期落空的个股

将会踏入补跌之旅，市场赚钱效

应将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 预计

未来个股分化将为必然，6月份

市场高位震荡在所难免。 本周如

果创业板出现调整，前期传统滞

涨板中的个股可从高弹性、国企

改革、转型“触网” 三条路线进

行筛选。 在短期波动调整过后，

依旧继续看好创业板。

信达证券提醒， 上证指数

5000点附近难免宽幅震荡。理由

一是许多次新股纷纷连续暴跌，

可能引发其他股票补跌；二是近

期许多题材股涨幅过大，技术上

有回调的压力，部分大盘蓝筹股

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涨，持续

上涨难度较大；第三，前期管理

层多次提示市场风险，慢牛行情

才能长久，因此短线需要回调蓄

势。 建议投资者谨慎操作，调整

仓位。

看平本周趋势的机构中，国

都证券指出，目前市场分歧明显

加大，本周市场将确认上证指数

突破5000点的有效性。 整体看

来，牛市格局没有改变；四季度

新股发行注册制改革政策出台

后，才可能将彻底改变市场供求

关系和盈利模式。

申万宏源认为，行情趋势震

荡向上，但要防止大开大合对投

资者的心理考验和可能出现的

意外走势，不妨适当收缩杠杆以

本金实盘为主。品种的选择上适

当考虑部分补涨品种及中等市

值的题材品种。

银泰证券指出， 对于中小

板、创业板而言，后期预计其风

险将明显增大，一方面其估值水

平处于历史高位，进一步上行的

空间有限，另一方面即将公布的

半年报也将增大其股价的压力，

中小市值个股的调整料将成为

未来一段时间市场风险的主要

来源。

同样持看平观点的光大证

券指出， 市场强势特征依然明

显， 供求关系也在继续改善，推

动市场震荡上行的动力依然存

在。 但大涨过后，后续波动幅度

也会逐渐增加，像上周四那样的

大幅回落可能会不时出现，投资

者需要警惕。

前景向好 智能物流指数大涨

19.64%

上周，Wind智能物流指数快

速上攻， 周内不断跳空高开并刷

新历史新高，全周以19.64%的周

涨幅，在117个Wind概念板块中

强势领跑。政策利好催化、行业前

景明朗、 市值及涨幅相对居中均

为板块的强势表现提供支撑。

一方面， 智慧物流相关政策

利好频至。6月1日商务部网站发布

了由商务部等10部门联合印发的

《全国流通节点城市布局规划

（2015-2020年）》， 旨在加快构

建全国骨干流通网络，努力提升流

通节点城市功能，更好发挥流通产

业的基础性和先导性作用，进一步

释放消费力。 2014年9月国务院印

发的 《物流业发展中长期规划

（2014-2020年）》也提出，加快

推进交通运输物流公共信息平台

发展，推进联运、物流园区、农产品

物流、制造业务流与供应链管理等

12项重点任务。 除此之外，“中国

制造2025” 、 跨境电商、“一带一

路” 、“互联网+”等相关政策也都

对智能物流产生利好。在我国经济

转型过程中，智慧物流的相关政策

利好预计仍将持续升温。

另一方面， 电子商务及物流

业本身也保持着高增长态势。 据

《中国物流技术与装备市场发展

报告（2014）》显示，我国物流运

输装备与智能设备均在2013年

迅速发展， 其中物流系统与自动

化装备同比增速达近30%， 超过

欧洲、日本、美国成为全球最大市

场。此外，电子商务近年来的快速

增长和冷链物流领域发展的相对

滞后，都加大了智慧物流的需求。

而物流公司的纷纷触网、 以及物

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新一

代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 也在助

推智能物流产业的优化。

民生证券指出，物流系统自

动化、智能化是物流行业不可逆

转趋势，具有长期发展潜力。 而

且板块相关上市公司市值相对

较小，且板块年初至今涨幅位居

概念中游，在政策利好频繁催化

下，上涨动力充足。 建议投资者

重点把握转型、外延扩张和战略

合作三条投资主线。（王威）

年内最大单周涨幅 沪综指上涨

8.92%

上周沪综指在巨震中展开

反弹，向5000点发动进攻。 上周

一和周二， 沪综指快速恢复元

气，展开超跌反弹；周三和周四

盘中大幅波动，尽管一度跳水但

都在尾盘成功拉升；周五沪综指

高开后强势震荡，收盘站稳5000

点。沪综指上周累计上涨8.92%，

创下去年12月8日以来的最大单

周涨幅。

上周蓝筹股轮番发力，带

领指数站上5000点。 资金并非

青睐单一蓝筹股， 而是全面撒

网，轮番推进。 这既源于主板和

创业板持续背离引发的风格回

归动力， 也受到经济企稳预期

和周期品价格回升的驱动，同

时契合指数冲关时点。 随着蓝

筹股的全面复苏， 预计短期市

场风格将由中小创业板向大盘

蓝筹股偏移。

不过另一方面，上周蓝筹板

块上涨的持续性不佳， 银行、非

银、采掘、交运等板块均在领涨

后出现休整。 蓝筹股难以持续走

强，而是轮番救场，很大程度上

表明上行动能不够充足，同时也

折射出主力资金快进快出的短

线操作思路。 缺乏明确的领涨主

力，5000点上方持续反弹恐怕难

以一帆风顺， 震荡料在所难免。

后市需密切关注大盘蓝筹股的

动向，如果能出现明确的领涨品

种，且市场密切回应，将助力大

盘突出重围。

A股站上5000点，进一步向

上拓展了反弹空间。 中期来看，

牛市格局进一步确立。 不过，不

论是从技术面回踩需求来看，还

是资金获利回吐压力，短期5000

点整数关口都需要整数蓄势。

业内人士建议，对于投资者

而言，短期应顺势而为，更多关

注滞涨蓝筹股的低吸机会，同时

面对市场可能的震荡，应控制仓

位，高抛低吸。（李波）

高位回落 创业板指上涨

9.68%

本周，创业板指仍旧保持强

势， 前三个交易日分别上涨了

4.97%、4.92%和2.07%， 屡创历

史新高，登上4000点上方。 不过

后期随着市场风格的转换，创业

板指在高位开启横盘震荡模式，

巨震频率增多，围绕4000点展开

多空博弈，上周五更是在沪指冲

击5000点整数关口之时，触及历

史新高点4037.96点之后就调头

逆市下跌。 不过由于前几个交易

日走势较为强劲，其一周涨幅仍

然达到了9.68%， 跑赢了沪深主

板指数，但略逊于中小板指。

触发创业板高位剧烈波动的

因素有两个，一是消息面上，有媒

体报道称，国盛证券将创业板全部

股票调出两融标的，且调整创业板

股票的可冲抵保证金折算率；而近

期多家券商收紧两融杠杆、收缩两

融标的股。 二是，在创业板经过连

续快速上涨、 冲击4000点整数关

口的敏感时期，市场风格转向蓝筹

股， 资金对创业板的谨慎情绪升

温，遭遇资金撤离。

个股方面来看，本周创业板

中共有300只个股实现上涨，而

仅有101只个股下跌。 其中有19

只个股的涨幅超过了六成，不过

其中大多是刚上市不久的次新

股，以及刚刚复牌的股票；相反，

金石东方和鹏辉能源的跌幅均

超过了三成，此外，包括汉邦高

科、航新科技、清水源等多只前

期被市场爆炒的次新股的跌幅

也均超过了两成。

总体来看，近期市场风格的

转换激发了获利回吐，而创业板

调整的根本原因还是前期涨得

快且涨得多。 当前二八风格转换

迎来契机，此时资金更倾向于弃

小抓大；中长期来看，牛市中创

业板仍有较强的动力。 因此短期

内投资者应规避前期涨幅较大

的成长股，从低估值低价格中掘

金。（张怡）

供需改善 煤炭板块大涨

19.13%

上周沪深两市大盘震荡走

高，前期表现低迷的煤炭板块强

势崛起，中信煤炭指数全周累计

上涨19.13%，涨幅在29个中信一

级行业指数中位居首位。 指数成

分股中，上周正常交易的37只指

数成分股中， 除陕西黑猫下跌

10.62%外， 其余个股均实现上

涨，美锦能源和永东股份涨幅居

前，超过60%，分别为61.10%和

61.07%。6只股票涨幅超过30%、

21只股票涨幅超过20%，33只股

票涨幅超过10%。

5月初，国家能源局连发《关

于严格治理煤矿超能力生产的

通知》和《做好2015年煤炭行业

淘汰落后产能工作的通知》，明

确今年我国拟淘汰煤炭行业落

后产能7779万吨/年， 淘汰煤矿

1254座。 供给侧收缩已成常态，

煤价下行逼迫亏损煤企退出市

场，产业链上横向、纵向整合将

是必然趋势，煤炭上市公司价值

有待重估。 短期供需格局改善将

助推涨幅滞后的煤炭股的补涨

需求。

从中长期来看，虽然经济增

速的下滑以及能源结构的变化

会降低煤炭需求的增速，但由于

资源禀赋的特征以及能源需求

的增长，决定了在未来很长的一

段时间以煤炭为主导的能源消

费形式不会发生根本改变。 从国

内外市场环境两个方面看，需求

都将触底反弹。 未来货币政策，

房地产政策调控累计效应对二

三季度经济有明显的作用，需求

将会企稳反弹， 供需格局改善，

市场预期差强烈，将导致涨幅滞

后的煤炭等资源品在后市有强

烈的补涨需求。（徐伟平）

6月新高股涨幅排行榜

顺应风格转换 掘金“补涨+低价”

6月首周602只股票创历史新高

□本报记者 张怡

据统计，6月首周，全部A股

中共有602只个股创出历史新高

（不复权）， 而剔除掉今年以来

上市的62只次新股之后， 仍有

540只个股创出历史新高。其中，

仍有包括我武生物、飞天诚信等

在内31只个股是2014年以来上

市的次新股。 值得关注的是，上

述个股大多集中在热门成长性

行业，但上周后期的风格转换已

经激发了部分个股的高位回调，

因而投资者可以因循板块轮动

寻找补涨机遇，同时可从低价股

中掘金，获得“水涨船高” 收益。

掘金补涨轮动板块

从这些个股的市场分布来

看，有203只个股属于沪市主板，

84只个股属于深市主板，104只

个股属于创业板，149只个股属

于中小企业板。 总体来看，主板

市场个股占据的比重较大。

不过，这些新高股的平均自

由流通市值仅为83.78亿元，超

过百亿元的个股有133只， 可见

中小盘股仍然占据主力。 其中，

东方财富和光大银行的流通盘

最大，均超过了900亿元；恒生电

子、中航资本和康美药业的流通

市值也超过了600亿元。

行业方面，55只个股属于医

药生物行业，机械设备、化工和

计算机行业也分别有49只、41只

和41只个股；电气设备、汽车、电

子、纺织服装、公用事业和交通

运输行业也均有超过20只个股。

相反，银行、采掘、钢铁、非银金

融和国防军工该行业个股数目

均未超过5只，建筑装饰、建筑材

料、休闲服务行业的均未超过10

只。

诚然， 上述统计中不难发

现， 新高股大多属于是5月表现

优异的成长性板块， 它们乘着

“工业4.0” 、“互联网+” 、 新能

源和“走出去” 等恒强的风口而

起舞，由于盘子较小，这些个股

普遍弹性大。

不过， 从6月以来的行情可

见，上述品种正在经历爆炒之后

的获利回吐，特别是前期暴涨的

个股均面临短线顶部格局。 显

然，市场风口正在从上述热门板

块逐步迁移至前期滞涨的传统

蓝筹板块， 特别是国企改革、一

带一路和区域振兴等相关概念

股，有望在政策预期和动作频频

中受到资金青睐。

掘金低价股

值得关注的是，5月受到资

金爆炒的热门品种不少在6月遭

遇高位回调， 而且统计发现，股

价低于30元的相对低价股表现

更好。 后市除了关注板块补涨轮

动，还可以从风口品种中精选低

估值和低价格的品种，更有望获

得超越大盘的稳定收益。

从股价上看，6月新高股的

平均股价为47.25元，高于A股整

体的34.23元。 其中， 有莎普爱

思、 飞天诚信和石基信息3只个

股的股价超过了200元， 同时还

有包括斯莱克、腾信股份等在内

的35只百元股。 很容易看到，这

些个股中不少是次新股，还有大

多数属于计算机和传媒这两大

前期热门行业，还有部分复牌不

久。 这些个股随着创业板新高秀

的行进而越涨越高，贡献了部分

高价奇迹。

这些新高个股平均在6月实

现了14.99%的涨幅，相对于上证

综指平均上涨超过6%；而所有A

股的同期平均涨幅为11.56%，相

对于大盘平均仅上涨2.64%。 同

时，其中股价低于30元的个股高

达174只， 而且其期间的平均涨

幅为16.33%，超过了所有新高股

的水平，较百元股的11.53%也明

显提升，可见低价股是值得关注

的一个重点。

具体来看，工大高新、新嘉

联在本月的涨幅最高，均超过了

60%，而这两只个股均为刚刚复

牌不久， 在6月均实现了连续一

字涨停板；天兴仪表和印纪传媒

的涨幅也均超过了5成。 上述四

只个股的股价29元至43元之间，

可见在6月之前也属于相对低价

股之列； 同时还有包括东方宾

馆、得润电子等12只个股的区间

涨幅超过了40%。

相反，新高股中也有51只个

股在6月首周出现下跌。 其中，华

懋科技、友利控股、大华农、天保

重装和三峡新材的跌幅均超过

了10%。 不难发现，这其中不少

个股是在5月收到资金爆炒的个

股， 要么是复牌连续涨停过，要

么是次新股。

总体来看， 市场风水轮流

转，在经过爆炒之后获利资金的

调仓换股，正在激发市场中的风

格转换。 此时布局相对低价的个

股，有望获得“水涨船高” 带来

的稳定收益。

高位震荡 5000点待夯实

□本报记者 李波

本周有11家券商发表了对

后市的看法，7家看多，4家看平。

本周没有券商看空，意味着市场

综合情绪短期回升；但看平家数

环比增多， 也表明沪综指突破

5000点关口后，震荡预期明显升

温。与上周相比，共有6家机构改

变了对大盘走势的看法：（1）

平→多，民生证券、新时代证券、

大同证券对本周趋势由看平转

为看多， 对中线持看多不变。

（2）空→多，西南证券、西部证

券对本周趋势由空翻多，对中线

持看多不变。 （3）空→平，银泰

证券对本周趋势由看空转为看

平，对中线持看多不变。

在看多后市的7家机构中，

西部证券表示，沪指新高阶段上

攻趋势并未改变，但两市热点的

持续性及指数稳定性均需进一

步夯实，预计本周初沪指5000点

有效性仍待夯实。 操作策略方

面，短期市场波动风险未见完全

化解之前，整体持仓比重应有防

御性体现。

新时代证券分析称，本周是

新股空窗期，打新资金还将陆续

回流二级市场，市场“弹药” 充

裕，后市将向历史大顶6124点发

起攻击，不破誓不罢休。 创业板

目前估值过高，短期有调整的要

求，但仍在上升趋势之中。 操作

策略上，建议投资者加大对主板

的投资力度，持股待涨。

大同证券认为， 从5月已经

公布的经济数据观测，经济基本

面正在缓慢回升向着A股“高”

估值靠拢，景气度回升但增长动

能依然较弱。如果经济情况没有

好转，“底线思维” 将加强对于

政策投放的预期， 同样利好A

股。

民生证券指出，煤炭、有色、

电力以及银行等都出现了强于

大盘的走势，特别是银行股由于

混合所有制改革、资产证券化以

及混业经营等措施正在推进，整

个行业估值有望提升，因此可逢

低关注。一些传统企业一旦转型

成功也有价值重估的可能，特别

是国企改革，引入了股权激励以

及PPP模式， 都有助于竞争力的

提升。

西南证券指出，6月11日国

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份工业增加

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固定

资产投资增速等主要经济数据。

此前公布的5月份中国制造业采

购经理指数 （PMI） 高于临界

点，制造业小幅扩张，略有回暖

迹象。 相关经济数据预计将呈现

利好效应，促成强周期性行业走

强，促成大盘站稳5000点整数关

口后震荡攀升。

太平洋证券认为，在当前相

对高位， 一方面新股发行密集，

资金在一、二级市场的轮动将会

打乱大盘的运行节奏，另一方面

前期存在重组预期落空的个股

将会踏入补跌之旅，市场赚钱效

应将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 预计

未来个股分化将为必然，6月份

市场高位震荡在所难免。 本周如

果创业板出现调整，前期传统滞

涨板中的个股可从高弹性、国企

改革、转型“触网” 三条路线进

行筛选。 在短期波动调整过后，

依旧继续看好创业板。

信达证券提醒， 上证指数

5000点附近难免宽幅震荡。理由

一是许多次新股纷纷连续暴跌，

可能引发其他股票补跌；二是近

期许多题材股涨幅过大，技术上

有回调的压力，部分大盘蓝筹股

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涨，持续

上涨难度较大；第三，前期管理

层多次提示市场风险，慢牛行情

才能长久，因此短线需要回调蓄

势。 建议投资者谨慎操作，调整

仓位。

看平本周趋势的机构中，国

都证券指出，目前市场分歧明显

加大，本周市场将确认上证指数

突破5000点的有效性。 整体看

来，牛市格局没有改变；四季度

新股发行注册制改革政策出台

后，才可能将彻底改变市场供求

关系和盈利模式。

申万宏源认为，行情趋势震

荡向上，但要防止大开大合对投

资者的心理考验和可能出现的

意外走势，不妨适当收缩杠杆以

本金实盘为主。品种的选择上适

当考虑部分补涨品种及中等市

值的题材品种。

银泰证券指出， 对于中小

板、创业板而言，后期预计其风

险将明显增大，一方面其估值水

平处于历史高位，进一步上行的

空间有限，另一方面即将公布的

半年报也将增大其股价的压力，

中小市值个股的调整料将成为

未来一段时间市场风险的主要

来源。

同样持看平观点的光大证

券指出， 市场强势特征依然明

显， 供求关系也在继续改善，推

动市场震荡上行的动力依然存

在。 但大涨过后，后续波动幅度

也会逐渐增加，像上周四那样的

大幅回落可能会不时出现，投资

者需要警惕。

前景向好 智能物流指数大涨

19.64%

上周，Wind智能物流指数快

速上攻， 周内不断跳空高开并刷

新历史新高，全周以19.64%的周

涨幅，在117个Wind概念板块中

强势领跑。政策利好催化、行业前

景明朗、 市值及涨幅相对居中均

为板块的强势表现提供支撑。

一方面， 智慧物流相关政策

利好频至。6月1日商务部网站发布

了由商务部等10部门联合印发的

《全国流通节点城市布局规划

（2015-2020年）》， 旨在加快构

建全国骨干流通网络，努力提升流

通节点城市功能，更好发挥流通产

业的基础性和先导性作用，进一步

释放消费力。 2014年9月国务院印

发的 《物流业发展中长期规划

（2014-2020年）》也提出，加快

推进交通运输物流公共信息平台

发展，推进联运、物流园区、农产品

物流、制造业务流与供应链管理等

12项重点任务。 除此之外，“中国

制造2025” 、 跨境电商、“一带一

路” 、“互联网+”等相关政策也都

对智能物流产生利好。在我国经济

转型过程中，智慧物流的相关政策

利好预计仍将持续升温。

另一方面， 电子商务及物流

业本身也保持着高增长态势。 据

《中国物流技术与装备市场发展

报告（2014）》显示，我国物流运

输装备与智能设备均在2013年

迅速发展， 其中物流系统与自动

化装备同比增速达近30%， 超过

欧洲、日本、美国成为全球最大市

场。此外，电子商务近年来的快速

增长和冷链物流领域发展的相对

滞后，都加大了智慧物流的需求。

而物流公司的纷纷触网、 以及物

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新一

代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 也在助

推智能物流产业的优化。

民生证券指出，物流系统自

动化、智能化是物流行业不可逆

转趋势，具有长期发展潜力。 而

且板块相关上市公司市值相对

较小，且板块年初至今涨幅位居

概念中游，在政策利好频繁催化

下，上涨动力充足。 建议投资者

重点把握转型、外延扩张和战略

合作三条投资主线。（王威）

年内最大单周涨幅 沪综指上涨

8.92%

上周沪综指在巨震中展开

反弹，向5000点发动进攻。 上周

一和周二， 沪综指快速恢复元

气，展开超跌反弹；周三和周四

盘中大幅波动，尽管一度跳水但

都在尾盘成功拉升；周五沪综指

高开后强势震荡，收盘站稳5000

点。沪综指上周累计上涨8.92%，

创下去年12月8日以来的最大单

周涨幅。

上周蓝筹股轮番发力，带

领指数站上5000点。 资金并非

青睐单一蓝筹股， 而是全面撒

网，轮番推进。 这既源于主板和

创业板持续背离引发的风格回

归动力， 也受到经济企稳预期

和周期品价格回升的驱动，同

时契合指数冲关时点。 随着蓝

筹股的全面复苏， 预计短期市

场风格将由中小创业板向大盘

蓝筹股偏移。

不过另一方面，上周蓝筹板

块上涨的持续性不佳， 银行、非

银、采掘、交运等板块均在领涨

后出现休整。 蓝筹股难以持续走

强，而是轮番救场，很大程度上

表明上行动能不够充足，同时也

折射出主力资金快进快出的短

线操作思路。 缺乏明确的领涨主

力，5000点上方持续反弹恐怕难

以一帆风顺， 震荡料在所难免。

后市需密切关注大盘蓝筹股的

动向，如果能出现明确的领涨品

种，且市场密切回应，将助力大

盘突出重围。

A股站上5000点，进一步向

上拓展了反弹空间。 中期来看，

牛市格局进一步确立。 不过，不

论是从技术面回踩需求来看，还

是资金获利回吐压力，短期5000

点整数关口都需要整数蓄势。

业内人士建议，对于投资者

而言，短期应顺势而为，更多关

注滞涨蓝筹股的低吸机会，同时

面对市场可能的震荡，应控制仓

位，高抛低吸。（李波）

高位回落 创业板指上涨

9.68%

本周，创业板指仍旧保持强

势， 前三个交易日分别上涨了

4.97%、4.92%和2.07%， 屡创历

史新高，登上4000点上方。 不过

后期随着市场风格的转换，创业

板指在高位开启横盘震荡模式，

巨震频率增多，围绕4000点展开

多空博弈，上周五更是在沪指冲

击5000点整数关口之时，触及历

史新高点4037.96点之后就调头

逆市下跌。 不过由于前几个交易

日走势较为强劲，其一周涨幅仍

然达到了9.68%， 跑赢了沪深主

板指数，但略逊于中小板指。

触发创业板高位剧烈波动的

因素有两个，一是消息面上，有媒

体报道称，国盛证券将创业板全部

股票调出两融标的，且调整创业板

股票的可冲抵保证金折算率；而近

期多家券商收紧两融杠杆、收缩两

融标的股。 二是，在创业板经过连

续快速上涨、 冲击4000点整数关

口的敏感时期，市场风格转向蓝筹

股， 资金对创业板的谨慎情绪升

温，遭遇资金撤离。

个股方面来看，本周创业板

中共有300只个股实现上涨，而

仅有101只个股下跌。 其中有19

只个股的涨幅超过了六成，不过

其中大多是刚上市不久的次新

股，以及刚刚复牌的股票；相反，

金石东方和鹏辉能源的跌幅均

超过了三成，此外，包括汉邦高

科、航新科技、清水源等多只前

期被市场爆炒的次新股的跌幅

也均超过了两成。

总体来看，近期市场风格的

转换激发了获利回吐，而创业板

调整的根本原因还是前期涨得

快且涨得多。 当前二八风格转换

迎来契机，此时资金更倾向于弃

小抓大；中长期来看，牛市中创

业板仍有较强的动力。 因此短期

内投资者应规避前期涨幅较大

的成长股，从低估值低价格中掘

金。（张怡）

供需改善 煤炭板块大涨

19.13%

上周沪深两市大盘震荡走

高，前期表现低迷的煤炭板块强

势崛起，中信煤炭指数全周累计

上涨19.13%，涨幅在29个中信一

级行业指数中位居首位。 指数成

分股中，上周正常交易的37只指

数成分股中， 除陕西黑猫下跌

10.62%外， 其余个股均实现上

涨，美锦能源和永东股份涨幅居

前，超过60%，分别为61.10%和

61.07%。6只股票涨幅超过30%、

21只股票涨幅超过20%，33只股

票涨幅超过10%。

5月初，国家能源局连发《关

于严格治理煤矿超能力生产的

通知》和《做好2015年煤炭行业

淘汰落后产能工作的通知》，明

确今年我国拟淘汰煤炭行业落

后产能7779万吨/年， 淘汰煤矿

1254座。 供给侧收缩已成常态，

煤价下行逼迫亏损煤企退出市

场，产业链上横向、纵向整合将

是必然趋势，煤炭上市公司价值

有待重估。 短期供需格局改善将

助推涨幅滞后的煤炭股的补涨

需求。

从中长期来看，虽然经济增

速的下滑以及能源结构的变化

会降低煤炭需求的增速，但由于

资源禀赋的特征以及能源需求

的增长，决定了在未来很长的一

段时间以煤炭为主导的能源消

费形式不会发生根本改变。 从国

内外市场环境两个方面看，需求

都将触底反弹。 未来货币政策，

房地产政策调控累计效应对二

三季度经济有明显的作用，需求

将会企稳反弹， 供需格局改善，

市场预期差强烈，将导致涨幅滞

后的煤炭等资源品在后市有强

烈的补涨需求。（徐伟平）

6月新高股跌幅排行榜

顺应风格转换 掘金“补涨+低价”

6月首周602只股票创历史新高

□本报记者 张怡

据统计，6月首周，全部A股

中共有602只个股创出历史新高

（不复权）， 而剔除掉今年以来

上市的62只次新股之后， 仍有

540只个股创出历史新高。其中，

仍有包括我武生物、飞天诚信等

在内31只个股是2014年以来上

市的次新股。 值得关注的是，上

述个股大多集中在热门成长性

行业，但上周后期的风格转换已

经激发了部分个股的高位回调，

因而投资者可以因循板块轮动

寻找补涨机遇，同时可从低价股

中掘金，获得“水涨船高” 收益。

掘金补涨轮动板块

从这些个股的市场分布来

看，有203只个股属于沪市主板，

84只个股属于深市主板，104只

个股属于创业板，149只个股属

于中小企业板。 总体来看，主板

市场个股占据的比重较大。

不过，这些新高股的平均自

由流通市值仅为83.78亿元，超

过百亿元的个股有133只， 可见

中小盘股仍然占据主力。 其中，

东方财富和光大银行的流通盘

最大，均超过了900亿元；恒生电

子、中航资本和康美药业的流通

市值也超过了600亿元。

行业方面，55只个股属于医

药生物行业，机械设备、化工和

计算机行业也分别有49只、41只

和41只个股；电气设备、汽车、电

子、纺织服装、公用事业和交通

运输行业也均有超过20只个股。

相反，银行、采掘、钢铁、非银金

融和国防军工该行业个股数目

均未超过5只，建筑装饰、建筑材

料、休闲服务行业的均未超过10

只。

诚然， 上述统计中不难发

现， 新高股大多属于是5月表现

优异的成长性板块， 它们乘着

“工业4.0” 、“互联网+” 、 新能

源和“走出去” 等恒强的风口而

起舞，由于盘子较小，这些个股

普遍弹性大。

不过， 从6月以来的行情可

见，上述品种正在经历爆炒之后

的获利回吐，特别是前期暴涨的

个股均面临短线顶部格局。 显

然，市场风口正在从上述热门板

块逐步迁移至前期滞涨的传统

蓝筹板块， 特别是国企改革、一

带一路和区域振兴等相关概念

股，有望在政策预期和动作频频

中受到资金青睐。

掘金低价股

值得关注的是，5月受到资

金爆炒的热门品种不少在6月遭

遇高位回调， 而且统计发现，股

价低于30元的相对低价股表现

更好。 后市除了关注板块补涨轮

动，还可以从风口品种中精选低

估值和低价格的品种，更有望获

得超越大盘的稳定收益。

从股价上看，6月新高股的

平均股价为47.25元，高于A股整

体的34.23元。 其中， 有莎普爱

思、 飞天诚信和石基信息3只个

股的股价超过了200元， 同时还

有包括斯莱克、腾信股份等在内

的35只百元股。 很容易看到，这

些个股中不少是次新股，还有大

多数属于计算机和传媒这两大

前期热门行业，还有部分复牌不

久。 这些个股随着创业板新高秀

的行进而越涨越高，贡献了部分

高价奇迹。

这些新高个股平均在6月实

现了14.99%的涨幅，相对于上证

综指平均上涨超过6%；而所有A

股的同期平均涨幅为11.56%，相

对于大盘平均仅上涨2.64%。 同

时，其中股价低于30元的个股高

达174只， 而且其期间的平均涨

幅为16.33%，超过了所有新高股

的水平，较百元股的11.53%也明

显提升，可见低价股是值得关注

的一个重点。

具体来看，工大高新、新嘉

联在本月的涨幅最高，均超过了

60%，而这两只个股均为刚刚复

牌不久， 在6月均实现了连续一

字涨停板；天兴仪表和印纪传媒

的涨幅也均超过了5成。 上述四

只个股的股价29元至43元之间，

可见在6月之前也属于相对低价

股之列； 同时还有包括东方宾

馆、得润电子等12只个股的区间

涨幅超过了40%。

相反，新高股中也有51只个

股在6月首周出现下跌。 其中，华

懋科技、友利控股、大华农、天保

重装和三峡新材的跌幅均超过

了10%。 不难发现，这其中不少

个股是在5月收到资金爆炒的个

股， 要么是复牌连续涨停过，要

么是次新股。

总体来看， 市场风水轮流

转，在经过爆炒之后获利资金的

调仓换股，正在激发市场中的风

格转换。 此时布局相对低价的个

股，有望获得“水涨船高” 带来

的稳定收益。

高位震荡 5000点待夯实

□本报记者 李波

本周有11家券商发表了对

后市的看法，7家看多，4家看平。

本周没有券商看空，意味着市场

综合情绪短期回升；但看平家数

环比增多， 也表明沪综指突破

5000点关口后，震荡预期明显升

温。与上周相比，共有6家机构改

变了对大盘走势的看法：（1）

平→多，民生证券、新时代证券、

大同证券对本周趋势由看平转

为看多， 对中线持看多不变。

（2）空→多，西南证券、西部证

券对本周趋势由空翻多，对中线

持看多不变。 （3）空→平，银泰

证券对本周趋势由看空转为看

平，对中线持看多不变。

在看多后市的7家机构中，

西部证券表示，沪指新高阶段上

攻趋势并未改变，但两市热点的

持续性及指数稳定性均需进一

步夯实，预计本周初沪指5000点

有效性仍待夯实。 操作策略方

面，短期市场波动风险未见完全

化解之前，整体持仓比重应有防

御性体现。

新时代证券分析称，本周是

新股空窗期，打新资金还将陆续

回流二级市场，市场“弹药” 充

裕，后市将向历史大顶6124点发

起攻击，不破誓不罢休。 创业板

目前估值过高，短期有调整的要

求，但仍在上升趋势之中。 操作

策略上，建议投资者加大对主板

的投资力度，持股待涨。

大同证券认为， 从5月已经

公布的经济数据观测，经济基本

面正在缓慢回升向着A股“高”

估值靠拢，景气度回升但增长动

能依然较弱。如果经济情况没有

好转，“底线思维” 将加强对于

政策投放的预期， 同样利好A

股。

民生证券指出，煤炭、有色、

电力以及银行等都出现了强于

大盘的走势，特别是银行股由于

混合所有制改革、资产证券化以

及混业经营等措施正在推进，整

个行业估值有望提升，因此可逢

低关注。一些传统企业一旦转型

成功也有价值重估的可能，特别

是国企改革，引入了股权激励以

及PPP模式， 都有助于竞争力的

提升。

西南证券指出，6月11日国

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份工业增加

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固定

资产投资增速等主要经济数据。

此前公布的5月份中国制造业采

购经理指数 （PMI） 高于临界

点，制造业小幅扩张，略有回暖

迹象。 相关经济数据预计将呈现

利好效应，促成强周期性行业走

强，促成大盘站稳5000点整数关

口后震荡攀升。

太平洋证券认为，在当前相

对高位， 一方面新股发行密集，

资金在一、二级市场的轮动将会

打乱大盘的运行节奏，另一方面

前期存在重组预期落空的个股

将会踏入补跌之旅，市场赚钱效

应将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 预计

未来个股分化将为必然，6月份

市场高位震荡在所难免。 本周如

果创业板出现调整，前期传统滞

涨板中的个股可从高弹性、国企

改革、转型“触网” 三条路线进

行筛选。 在短期波动调整过后，

依旧继续看好创业板。

信达证券提醒， 上证指数

5000点附近难免宽幅震荡。理由

一是许多次新股纷纷连续暴跌，

可能引发其他股票补跌；二是近

期许多题材股涨幅过大，技术上

有回调的压力，部分大盘蓝筹股

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涨，持续

上涨难度较大；第三，前期管理

层多次提示市场风险，慢牛行情

才能长久，因此短线需要回调蓄

势。 建议投资者谨慎操作，调整

仓位。

看平本周趋势的机构中，国

都证券指出，目前市场分歧明显

加大，本周市场将确认上证指数

突破5000点的有效性。 整体看

来，牛市格局没有改变；四季度

新股发行注册制改革政策出台

后，才可能将彻底改变市场供求

关系和盈利模式。

申万宏源认为，行情趋势震

荡向上，但要防止大开大合对投

资者的心理考验和可能出现的

意外走势，不妨适当收缩杠杆以

本金实盘为主。品种的选择上适

当考虑部分补涨品种及中等市

值的题材品种。

银泰证券指出， 对于中小

板、创业板而言，后期预计其风

险将明显增大，一方面其估值水

平处于历史高位，进一步上行的

空间有限，另一方面即将公布的

半年报也将增大其股价的压力，

中小市值个股的调整料将成为

未来一段时间市场风险的主要

来源。

同样持看平观点的光大证

券指出， 市场强势特征依然明

显， 供求关系也在继续改善，推

动市场震荡上行的动力依然存

在。 但大涨过后，后续波动幅度

也会逐渐增加，像上周四那样的

大幅回落可能会不时出现，投资

者需要警惕。

前景向好 智能物流指数大涨

19.64%

上周，Wind智能物流指数快

速上攻， 周内不断跳空高开并刷

新历史新高，全周以19.64%的周

涨幅，在117个Wind概念板块中

强势领跑。政策利好催化、行业前

景明朗、 市值及涨幅相对居中均

为板块的强势表现提供支撑。

一方面， 智慧物流相关政策

利好频至。6月1日商务部网站发布

了由商务部等10部门联合印发的

《全国流通节点城市布局规划

（2015-2020年）》， 旨在加快构

建全国骨干流通网络，努力提升流

通节点城市功能，更好发挥流通产

业的基础性和先导性作用，进一步

释放消费力。 2014年9月国务院印

发的 《物流业发展中长期规划

（2014-2020年）》也提出，加快

推进交通运输物流公共信息平台

发展，推进联运、物流园区、农产品

物流、制造业务流与供应链管理等

12项重点任务。 除此之外，“中国

制造2025” 、 跨境电商、“一带一

路” 、“互联网+”等相关政策也都

对智能物流产生利好。在我国经济

转型过程中，智慧物流的相关政策

利好预计仍将持续升温。

另一方面， 电子商务及物流

业本身也保持着高增长态势。 据

《中国物流技术与装备市场发展

报告（2014）》显示，我国物流运

输装备与智能设备均在2013年

迅速发展， 其中物流系统与自动

化装备同比增速达近30%， 超过

欧洲、日本、美国成为全球最大市

场。此外，电子商务近年来的快速

增长和冷链物流领域发展的相对

滞后，都加大了智慧物流的需求。

而物流公司的纷纷触网、 以及物

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新一

代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 也在助

推智能物流产业的优化。

民生证券指出，物流系统自

动化、智能化是物流行业不可逆

转趋势，具有长期发展潜力。 而

且板块相关上市公司市值相对

较小，且板块年初至今涨幅位居

概念中游，在政策利好频繁催化

下，上涨动力充足。 建议投资者

重点把握转型、外延扩张和战略

合作三条投资主线。（王威）

年内最大单周涨幅 沪综指上涨

8.92%

上周沪综指在巨震中展开

反弹，向5000点发动进攻。 上周

一和周二， 沪综指快速恢复元

气，展开超跌反弹；周三和周四

盘中大幅波动，尽管一度跳水但

都在尾盘成功拉升；周五沪综指

高开后强势震荡，收盘站稳5000

点。沪综指上周累计上涨8.92%，

创下去年12月8日以来的最大单

周涨幅。

上周蓝筹股轮番发力，带

领指数站上5000点。 资金并非

青睐单一蓝筹股， 而是全面撒

网，轮番推进。 这既源于主板和

创业板持续背离引发的风格回

归动力， 也受到经济企稳预期

和周期品价格回升的驱动，同

时契合指数冲关时点。 随着蓝

筹股的全面复苏， 预计短期市

场风格将由中小创业板向大盘

蓝筹股偏移。

不过另一方面，上周蓝筹板

块上涨的持续性不佳， 银行、非

银、采掘、交运等板块均在领涨

后出现休整。 蓝筹股难以持续走

强，而是轮番救场，很大程度上

表明上行动能不够充足，同时也

折射出主力资金快进快出的短

线操作思路。 缺乏明确的领涨主

力，5000点上方持续反弹恐怕难

以一帆风顺， 震荡料在所难免。

后市需密切关注大盘蓝筹股的

动向，如果能出现明确的领涨品

种，且市场密切回应，将助力大

盘突出重围。

A股站上5000点，进一步向

上拓展了反弹空间。 中期来看，

牛市格局进一步确立。 不过，不

论是从技术面回踩需求来看，还

是资金获利回吐压力，短期5000

点整数关口都需要整数蓄势。

业内人士建议，对于投资者

而言，短期应顺势而为，更多关

注滞涨蓝筹股的低吸机会，同时

面对市场可能的震荡，应控制仓

位，高抛低吸。（李波）

高位回落 创业板指上涨

9.68%

本周，创业板指仍旧保持强

势， 前三个交易日分别上涨了

4.97%、4.92%和2.07%， 屡创历

史新高，登上4000点上方。 不过

后期随着市场风格的转换，创业

板指在高位开启横盘震荡模式，

巨震频率增多，围绕4000点展开

多空博弈，上周五更是在沪指冲

击5000点整数关口之时，触及历

史新高点4037.96点之后就调头

逆市下跌。 不过由于前几个交易

日走势较为强劲，其一周涨幅仍

然达到了9.68%， 跑赢了沪深主

板指数，但略逊于中小板指。

触发创业板高位剧烈波动的

因素有两个，一是消息面上，有媒

体报道称，国盛证券将创业板全部

股票调出两融标的，且调整创业板

股票的可冲抵保证金折算率；而近

期多家券商收紧两融杠杆、收缩两

融标的股。 二是，在创业板经过连

续快速上涨、 冲击4000点整数关

口的敏感时期，市场风格转向蓝筹

股， 资金对创业板的谨慎情绪升

温，遭遇资金撤离。

个股方面来看，本周创业板

中共有300只个股实现上涨，而

仅有101只个股下跌。 其中有19

只个股的涨幅超过了六成，不过

其中大多是刚上市不久的次新

股，以及刚刚复牌的股票；相反，

金石东方和鹏辉能源的跌幅均

超过了三成，此外，包括汉邦高

科、航新科技、清水源等多只前

期被市场爆炒的次新股的跌幅

也均超过了两成。

总体来看，近期市场风格的

转换激发了获利回吐，而创业板

调整的根本原因还是前期涨得

快且涨得多。 当前二八风格转换

迎来契机，此时资金更倾向于弃

小抓大；中长期来看，牛市中创

业板仍有较强的动力。 因此短期

内投资者应规避前期涨幅较大

的成长股，从低估值低价格中掘

金。（张怡）

供需改善 煤炭板块大涨

19.13%

上周沪深两市大盘震荡走

高，前期表现低迷的煤炭板块强

势崛起，中信煤炭指数全周累计

上涨19.13%，涨幅在29个中信一

级行业指数中位居首位。 指数成

分股中，上周正常交易的37只指

数成分股中， 除陕西黑猫下跌

10.62%外， 其余个股均实现上

涨，美锦能源和永东股份涨幅居

前，超过60%，分别为61.10%和

61.07%。6只股票涨幅超过30%、

21只股票涨幅超过20%，33只股

票涨幅超过10%。

5月初，国家能源局连发《关

于严格治理煤矿超能力生产的

通知》和《做好2015年煤炭行业

淘汰落后产能工作的通知》，明

确今年我国拟淘汰煤炭行业落

后产能7779万吨/年， 淘汰煤矿

1254座。 供给侧收缩已成常态，

煤价下行逼迫亏损煤企退出市

场，产业链上横向、纵向整合将

是必然趋势，煤炭上市公司价值

有待重估。 短期供需格局改善将

助推涨幅滞后的煤炭股的补涨

需求。

从中长期来看，虽然经济增

速的下滑以及能源结构的变化

会降低煤炭需求的增速，但由于

资源禀赋的特征以及能源需求

的增长，决定了在未来很长的一

段时间以煤炭为主导的能源消

费形式不会发生根本改变。 从国

内外市场环境两个方面看，需求

都将触底反弹。 未来货币政策，

房地产政策调控累计效应对二

三季度经济有明显的作用，需求

将会企稳反弹， 供需格局改善，

市场预期差强烈，将导致涨幅滞

后的煤炭等资源品在后市有强

烈的补涨需求。（徐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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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售股解禁一览表大宗交易表格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首发

上市日期

所属行业 最新股价

自由流通市

值(亿元)

市盈率

（TTM）

6月涨跌

幅%

6月振幅%

603306.SH

华懋科技

2014-09-26

汽车

54.80 19.18 56.76 -14.09 -23.01 19.58

000584.SZ

友利控股

1995-11-28

化工

29.80 121.31 119.48 -13.87 -22.79 17.23

300186.SZ

大华农

2011-03-08

农林牧渔

41.09 153.52 173.98 -13.13 -22.05 27.44

300362.SZ

天保重装

2014-01-21

电气设备

60.00 22.15 184.57 -12.17 -21.08 21.08

600293.SH

三峡新材

2000-09-19

建筑材料

18.44 40.84 620.37 -10.00 -18.92 16.50

300112.SZ

万讯自控

2010-08-27

机械设备

25.88 25.55 283.98 -9.86 -18.78 21.49

603609.SH

禾丰牧业

2014-08-08

农林牧渔

28.30 22.64 56.46 -9.79 -18.71 22.70

300227.SZ

光韵达

2011-06-08

电子

47.85 37.27 242.72 -9.68 -18.60 25.59

002593.SZ

日上集团

2011-06-28

汽车

37.68 26.90 219.44 -9.18 -18.10 18.75

300233.SZ

金城医药

2011-06-22

医药生物

100.71 53.57 100.27 -8.42 -17.34 18.31

300379.SZ

东方通

2014-01-28

计算机

119.16 61.62 207.89 -8.34 -17.26 17.44

600365.SH

通葡股份

2001-01-15

食品饮料

26.05 33.84 1,157.62 -7.30 -16.22 17.08

600990.SH

四创电子

2004-05-10

国防军工

126.38 102.54 212.84 -6.76 -15.68 23.96

601566.SH

九牧王

2011-05-30

纺织服装

34.15 50.09 58.77 -6.74 -15.66 27.25

300174.SZ

元力股份

2011-02-01

化工

38.75 18.50 380.73 -6.40 -15.32 24.15

300398.SZ

飞凯材料

2014-10-09

化工

94.50 24.57 99.97 -6.11 -15.03 21.46

300357.SZ

我武生物

2014-01-21

医药生物

62.25 36.00 91.14 -6.04 -14.96 16.53

300173.SZ

智慧松德

2011-02-01

机械设备

26.79 43.02 1,903.70 -5.73 -14.65 25.68

300372.SZ

欣泰电气

2014-01-27

电气设备

28.00 22.61 109.82 -5.72 -14.64 15.56

002625.SZ

龙生股份

2011-11-03

汽车

92.99 97.97 682.27 -5.02 -13.94 31.67

300277.SZ

海联讯

2011-11-23

计算机

36.82 16.51 -134.25 -4.83 -13.75 13.49

600536.SH

中国软件

2002-05-17

计算机

58.98 156.02 1,203.54 -4.70 -13.62 14.51

300126.SZ

锐奇股份

2010-10-13

机械设备

38.66 48.48 200.66 -3.90 -12.82 21.85

000587.SZ

金叶珠宝

1996-04-25

轻工制造

33.84 132.07 136.77 -3.86 -12.78 14.72

300327.SZ

中颖电子

2012-06-13

电子

30.95 25.37 142.10 -3.55 -12.47 16.89

600850.SH

华东电脑

1994-03-24

计算机

87.29 82.68 110.29 -3.55 -12.47 21.12

600706.SH

曲江文旅

1996-05-16

休闲服务

29.90 25.63 142.42 -3.42 -12.34 17.99

300392.SZ

腾信股份

2014-09-10

传媒

186.00 59.52 257.09 -3.18 -12.10 19.00

600661.SH

新南洋

1993-06-14

传媒

54.18 60.63 198.55 -3.09 -12.01 18.40

002361.SZ

神剑股份

2010-03-03

化工

30.61 50.53 129.05 -3.04 -11.96 15.65

300337.SZ

银邦股份

2012-07-18

有色金属

33.26 49.17 710.26 -3.03 -11.95 23.82

300235.SZ

方直科技

2011-06-29

计算机

49.25 35.23 312.54 -3.01 -11.93 23.20

300289.SZ

利德曼

2012-02-16

医药生物

69.88 39.46 84.20 -2.94 -11.86 17.01

002640.SZ

百圆裤业

2011-12-08

纺织服装

106.98 42.75 383.42 -2.84 -11.76 14.23

300219.SZ

鸿利光电

2011-05-18

电子

40.35 43.50 95.63 -2.56 -11.48 23.62

002380.SZ

科远股份

2010-03-31

计算机

81.40 27.39 202.00 -2.52 -11.43 18.02

300386.SZ

飞天诚信

2014-06-26

计算机

227.40 45.50 86.31 -2.48 -11.40 12.41

002318.SZ

久立特材

2009-12-11

钢铁

75.20 150.73 146.81 -2.34 -11.26 16.74

300210.SZ

森远股份

2011-04-26

机械设备

29.89 23.52 65.94 -1.97 -10.89 16.37

002451.SZ

摩恩电气

2010-07-20

电气设备

26.85 13.21 415.93 -1.58 -10.50 14.30

300271.SZ

华宇软件

2011-10-26

计算机

63.81 131.54 129.03 -1.48 -10.40 16.69

002034.SZ

美欣达

2004-08-26

纺织服装

54.78 24.32 -264.70 -1.32 -10.23 20.72

600262.SH

北方股份

2000-06-30

机械设备

44.33 30.69 75.17 -1.29 -10.21 14.43

600271.SH

航天信息

2003-07-11

计算机

93.15 462.04 72.22 -1.26 -10.18 15.66

002737.SZ

葵花药业

2014-12-30

医药生物

139.50 50.92 65.27 -1.14 -10.06 15.95

000922.SZ

佳电股份

1999-06-18

电气设备

23.74 40.81 -234.81 -1.00 -9.92 21.18

600559.SH

老白干酒

2002-10-29

食品饮料

69.58 62.24 149.15 -1.00 -9.92 14.34

002189.SZ

利达光电

2007-12-03

电子

49.00 55.32 563.51 -0.95 -9.87 19.40

300001.SZ

特锐德

2009-10-30

电气设备

65.12 117.96 153.66 -0.73 -9.65 23.14

300168.SZ

万达信息

2011-01-25

计算机

140.00 439.86 366.69 -0.24 -9.16 15.75

600704.SH

物产中大

1996-06-06

商业贸易

40.19 209.64 110.80 -0.12 -9.04 11.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