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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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异动股扫描

创业板指数延续升势

□

本报记者 李波

昨日创业板指数震荡小幅收涨，继续跑

赢主板，个股继续掀起涨停潮。

创业板指数昨日以3843.98点小幅高开，

早盘震荡拉升，一度冲高至3884.37点的日内

高点，之后反复震荡，盘中数度翻绿，尾盘企

稳回升，收报3862.14点，上涨0.72%。 创业板

昨日成交1675.38亿元，量能环比基本持平。

个股方面， 尽管上涨家数不及前日，但

涨停家数环比增多。 395只正常交易的创业

板股票中，有280只上涨，其中，包括四只新

股在内的63只股票涨停， 共有111只股票涨

幅超过5%。 下跌的113只股票中，同花顺跌

幅最大，为6.69%，任子行、阳光电源、机器人

等9只股票的跌幅超过4%。

分析人士指出，虽然转型升级的大背景

和主力抱团的资金结构使得创业板总体强

势难撼，但随着创业板指数行至高位，多空

分歧明显加大，双向波动开始加剧。 另外，6

月以来蓝筹股频繁异动，加上国企改革预期

再升温，后市还将有所表现，对创业板将构

成资金分流。 因此，当前对于创业板应控制

仓位，不盲目追高，精选滞涨优质品种。

用途不断拓宽触发产业大浪潮

“刷脸时代” 牵出人脸识别千亿市场

□

本报记者 李波

我国自主研发的首台可人脸识别的ATM机

日前通过验收，这台ATM机将与银行、公安等系

统联网，持卡人只能从自己的银行卡中取款。与此

同时，部分券商人脸识别远程开户已在测试阶段，

将突破网上开户的瓶颈。 另外，阿里、腾讯等互联

网巨头纷纷加码人脸识别。当前，我国金融与安防

领域对于人脸识别的需求迫切， 产业将进入爆发

式增长期， 预计未来十年内有望形成年销售额过

千亿的市场规模。 受此推动，A股市场人脸识别概

念股具备较大的上涨空间，值得重点关注。

人脸识别应用持续突破

2015年6月4日，世界首台人脸识别ATM机

在杭州亮相。 在实际使用时，取款人在ATM机

上进行取款， 若设备所采集到的人脸图像与公

安系统采集的身份证登记图像或银行登记照片

不符， 取款人即使输入密码也无法完成取款操

作，持卡人的资金安全得到尽可能的保障。 其原

理是通过机器屏幕上方的摄像机， 对在此设备

上操作的人员进行头部图像采集， 然后通过与

银行、公安等系统联网进行身份识别和比对。

除了刷脸取现以外，券商远程刷脸开户也在

积极推进。长城证券、华林证券、湘财证券等已获

准作为首批试点人脸识别开户的券商，其中长城

证券成为业内首家全面铺开人脸识别开户的券

商。传统的网上开户方式是通过客户上传身份证

影像资料和实时双向视频通过后台见证人员人

工确认用户身份， 存在客户排队等待时间较长，

券商支持7×24小时运营的成本较高等问题。 人

脸识别开户的核心在于突破了网上开户的瓶颈。

另外， 民生银行在推出手机银行指纹支付

服务之外， 对人脸识别等新技术也在积极开展

应用准备工作。 阿里、 腾讯先后表示将推“刷

脸” 支付： 阿里发布支付宝的人脸识别技术

“Smile� to� Pay” ，腾讯优图的人脸识别在实际

应用场景中也已经成熟并技术落地， 即将在微

众银行、财付通等相关产品中外发。

业内人士指出， 当前生物识别技术在金融

领域的应用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 金融和互联

网巨头纷纷加码人脸识别。 预计人脸识别产业

将出现爆发性增长，产业化进程将大幅提速。

产业大浪潮来临

人脸识别是基于人的脸部特征信息进行身

份识别的一种生物识别技术。 用摄像机或摄像

头采集含有人脸的图像或视频流， 并自动在图

像中检测和跟踪人脸， 进而对检测到的人脸进

行分析。人脸识别被广泛用于政府、军队、银行、

社会福利保障、电子商务、安全防务等领域。 随

着技术的日渐成熟和人们对私密信息和安全的

要求越来越高，该技术将广泛普及于相关领域。

资料显示，在各种生物特征识别技术中，人

脸识别的市场空间已经位居语音识别等其他生

物特征识别技术之上， 仅次于指纹识别。 据预

测，未来三年内，我国人脸识别产业的年销售额

有望过百亿， 未来十年内有望形成年销售额过

千亿的市场规模。

兴业证券研究报告指出，在互联网时代，人脸

识别技术的入口价值不可低估， 随着商业模式的

不断创新， 人脸识别全球潜在的市场规模超过万

亿。 中国由于人口基数大，互联网普及程度高，人

脸识别技术全球领先， 将成为人脸识别领域的主

战场，未来潜在的市场规模将超过千亿。人脸识别

目前的精准度已经超过人眼， 同时大规模普及的

软硬件基础条件也已具备， 在金融与安防领域需

求迫切，并成为互联网巨头争相抢夺的风口。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 人脸识别行业的

大潮来临，向上趋势已经确立。 A股市场人脸识

别概念股具备较大的上涨空间， 后市有望反复

表现，值得重点关注。

绿城水务（601368）

招商证券：12.00-15.30元

公司主营供水、污水处理和工程施工，依靠

其实际控股人南宁市国资委的资源， 具备很强

的项目获取能力、价格调整和费用回收优势。公

司在南宁当地具备绝对市场优势， 未来市场有

望向异地拓展。公司本次拟公开发行股票

14700

万股， 实际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将

用于南宁市河南水厂改造一期工程、 南宁市五

象污水处理厂一期工程、 五象新区玉洞大道供

水管道一期工程以及偿还银行借款。

蓝黛传动（002765）

恒泰证券：28.00-33.00元

公司主营业务是乘用车变速器齿轮及壳

体等零部件、变速器总成、摩托车主副轴组件

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产品主要应用于主机市

场，是多家知名乘用车企业动力传动部件供应

商，部分产品出口到中东地区、印度，初步形成

了内外销同步发展的业务格局。 公司在产销规

模、盈利能力等综合竞争实力方面居于行业领

先地位。 本次募集资金拟用于年产

600

万件乘

用车手动变速器齿轮扩产项目、 年产

160

万件

乘用车自动变速器零部件扩产项目、年产

10

万

台乘用车手动变速器总成扩产项目及补充营

运资金。

日机密封（300470）

申万宏源：44.75-53.70元

公司是国内领先的机械密封整体解决方案

提供商， 主营业务为各类机械密封的设计、研

发、制造和销售，并为客户提供技术咨询、技术

培训、现场安装、维修等售前、售中和售后全方

位技术服务。 主营产品包括常规机械密封、高参

数机械密封、 压缩机干气密封中的成套产品和

部分其他产品，安装于压缩机、泵、反应釜等，广

泛应用于石油化工、煤化工等行业。公司的压缩

机干气密封和高速机械密封等产品在国内拥有

较高的市场占有率。 募集资金主要拟用于高参

数机械密封扩能技术改造项目、 机械密封和特

种泵生产基地项目。

神思电子（300479）

东北证券：36.00-39.00元

公司以智能身份认证终端与行业应用软件

的研发、生产、销售与服务为主业，专业化程度

较高，竞争力保持在行业前列。 目前主导产品已

进入全国范围内的金融、公安、通信、社保（人

社）等主流行业，综合排名在智能身份认证行业

中位于前列，市场优势明显。 公司本次拟募集资

金

1.73

亿元，投入智能身份认证终端与行业解决

方案产研建设项目和营销服务体系升级建设项

目，将提升公司产品结构，丰富公司的产品线，

提高公司产品质量，加强公司技术创新能力，丰

富公司的服务内容， 从而进一步巩固公司的竞

争优势，提高公司的整体盈利能力。

德尔股份（300473）

财富证券：32.56-37.00元

公司主要从事汽车转向泵、齿轮泵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同时，公司具备批量生产自动变速

箱油泵的能力，已完成电动助力转向系统（

EPS

）

电机的产品开发并进入试装阶段， 并成功研发

电液泵和无钥匙进入及启动系统等产品。 公司

拟募集

73582.71

万元投资汽车转向助力泵扩产

和技术升级项目、自动变速箱油泵生产线项目、

EPS

电机技术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EPS

电机产业

化项目、电液泵技术研发及产业化项目、无钥匙

进入及启动系统

PEPS

产业化项目、转向泵、电机

核心部件建设项目。

先锋电子（002767）

海通证券：18.75-22.50元

公司主要产品为民用、 工商用智能燃气表

及控制装置， 位居国内智能燃气表制造商第一

梯队，市占率约

20%

。 主要客户为各大城市及地

区燃气运营商，合作关系稳定。 公司本次募投项

目为智能燃气表建设项目（建设期

2

年，新增民

用智能燃气表及控制装置产能

100

万只，工商用

产品产能

2

万只）、创新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营销及服务网络建设项目、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总投资

31886

万元。 预计达产后每年新增营业收

入

3.12

亿元、息税前利润

7285

万元。

■ 新股定位

轻工制造板块强势领涨

□

本报记者 王威

本周以来，行业板块的轮动明显提速。 继银

行、煤炭、传媒之后，昨日轻工制造接过“领涨”大

旗。 中信轻工制造指数昨日高开高走，尾盘摸高

7011.24点的历史新高，最终以7008.50点报收，并

以3.05%的涨幅位居中信一级行业指数的首位。

轻工制造板块昨日成长交易的52只成分

股中仅8只下跌，其中冠豪高新、安妮股份和天

津磁卡的跌幅超过2%， 其余5只股票的跌幅均

不足1%；而当日上涨的44只股票中，金山开发、

骅威股份、新通联等7只股票强势涨停，另有19

只股票的涨幅超过3%。

不过至此，今年以来轻工制造板块的涨幅已

经高达176.85%， 在所有中信一级行业行业指数

中位居第三名，在大幅快速上涨后板块内部成分

股进入分化格局的概率较大。 招商证券建议投资

者布局轻工制造行业“领头羊”与“后进生” 两

大板块。 具体来看，“领头羊”即公司在细分领域

业务出色，具备工业4.0、互联网+和教育产业转型

业务布局，且业绩支撑预期较好；“后进生”则是

国企改革预期，2015年随着岳阳林纸等央企停牌

开启央企改革新路径，后期国企改革预期会逐渐

过渡到地方国企。

垃圾发电概念持续活跃

□

本报记者 叶涛

近几日环保热潮大行其道， 刺激垃圾发电

类概念股集体走强，昨日wind垃圾发电指数大

涨4.85%，仅次于次新股指数，在全部概念板块

中排位第二。包括次新股伟明环保在内，昨日成

分股中共有3只股票涨停。

与大盘走势跌宕起伏不同， 昨日垃圾发电

指数上攻动力强劲，早盘大幅跳空高开，之后持

续震荡走高，最终以全天最高价位报收。除伟明

环保、华西能源、盛运环保涨停外，全部15只成

分股中另有10只个股出现上涨， 永清环保、富

春环保、 凯迪电力单日涨幅分别达到8.48%、

6.34%、5.56%。 下跌股票仅有燃控科技和长青

集团，昨日跌幅分别为0.74%和0.57%。

根据环保部与国家质检总局联合发布的

《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 自今年7月1

日起， 新建生活垃圾焚烧炉需执行新标准的污

染物浓度限值，自2016年起，现有生活垃圾焚

烧炉也需执行新标准限值。

业内分析指出， 环保门槛提升可能会引发

垃圾发电行业整合洗牌， 拥有资金和技术优势

的大公司有望在“大浪淘沙”中做大做强。据估

算，“十二五” 期间，仅仅垃圾焚烧发电厂烟气

净化系统市场空间就将超过130亿元。 随着新

标准启用时间临近， 预计近期垃圾发电概念将

持续受到资金关注。

AH溢价指数6月首跌

□

本报记者 王威

6月以来沪股通连续遭遇资金净卖出，本周

三出现净买入后，昨日再度归回净卖出格局，港

股通活跃度则明显高于沪股通。据Wind资讯数

据，昨日沪股通再度遭遇8.66亿元的净卖出，当

日余额报138.66亿元，额度余额占比106.66%；

港股通则获得了11.69亿元的净买入额，余额报

93.31亿元，额度余额占比88.87%。

与本周前几个交易日不同， 昨日AH两市大

盘双双收红。 上证综指早盘受到权重股拖累一度

跌破5100点，随后受题材股活跃带动企稳并保持

红绿震荡走势，尾盘再度翻红，收报5121.59点，上

涨0.30%。 恒生指数昨日则在高开后维持高位震

荡走势，收报26907.85点，涨0.83%，在60日均线

上方企稳。 由此，恒生AH溢价指数6月以来首次

下跌，收报140.18点，跌幅为1.63%，止步八连阳。

沪股通成分股昨日有318只上涨，198只下

跌，其中哈药股份、光明乳业、渤海轮渡、瑞贝卡

等19只股票暂停，另有58只股票涨超5%；港股

通昨日有167只成分股上涨，97只下跌，其中南

京熊猫电子股份、天津创业环保股份、信义光能

和中国财险的涨幅超过了5%。

三板做市指数

创阶段新低

□

本报记者 张怡

三板做市指数昨日以1798.78点开盘短暂

冲高， 在触及1801.73点的日内高点后快速翻

绿，随后正再度短暂翻红但最终仍然震荡下挫，

最低触及1786.52点， 创下自今年3月25日以来

的最低点。 尾盘跌幅明显缩小， 最终收报

1796.27点，跌幅为0.14%。

整体来看， 昨日新三板中共有523只个股

发生交易，合计成交额为8.06亿元，依旧在相对

低位徘徊。个股来看，昨日新三板成交千万元以

上的个股有17只。 其中，中科招商领跑新三板，

全日成交额为5267.66万元，紧随其后的随视传

媒、 财安金融和先临三维的成交额也分别达

3864.10万元、3291.53万元和3181.39万元。

涨跌幅方面， 昨日新三板中共有235只个

股实现上涨，232只个股下跌。 其中，华油科技

以20750%的涨幅位居涨幅榜首位， 其股价从

0.08元涨至了16.68元， 成交额仅为100.08万

元 ； 傅恒新材位居第二位， 涨幅达到了

716.83%，股价收于8.25元，其成交额仅为1.65

万元；此外，康泰股份、世纪网通、鸿辉光通、巨

正源、恒神股份和云叶股份的涨幅也均在100%

以上。 跌幅最大的博硕光电下跌了96.55%。

鲁抗医药创历史新高

MERS疫情还在升级， 显著提振了医药生

物股的股价，昨日申万医药生物板块表现强势，

全天共有17只股票联袂涨停， 其中鲁抗医药收

盘报24.43元，刷新该股历史新高。

消息面显示，目前韩国MERS确诊患者增至

122人，据韩国官方通报，韩国中东呼吸综合症隔

离对象人数为3439人，641人解除隔离；在我国，

上海市报告1例人感染H7N9病毒确诊病例。

鲁抗医药昨日跳空高开， 短暂休整后连续

拉升，上午10点过后即牢牢封死涨停。 昨日该股

虽然实际成交时间不长， 但累计成交额达到

17.83亿元，与前一日全天大体持平。申万医药生

物成分股中，昨日涨停的股票还有哈药股份、华

润万东、福安药业、华海药业等其他16只股票；

整体上，涨幅跑赢沪综指的成分股多达136只。

分析人士表示， 随着周边国家疫情愈演愈

烈，我国相关部门势必加大对疫情防控，增加对

防护性疫苗的研发和投入； 同时随着疫情的发

展变化，短期生物疫苗概念还将延续升温，鉴于

昨日量能未能有效放大， 预计该股后市继续上

涨概率较大。 （叶涛）

定增易主 中海海盛复牌涨停

昨日，停牌近两个月的中海海盛复牌并发布

定增预案，值得关注的是，此次定增使得公司控

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易主引发后续资

本运作遐想，公司股价一字涨停收于9.19元。

据 公 告 ， 公 司 拟 以 6.85 元 / 股 发 行

29197.0802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0亿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偿还贷款。 值得关注

的是， 此次定增股份全部由上海览海投资有限

公司以现金方式认购，发行完成后，览海投资将

持有公司33.43%的股份， 代替中国海运集团成

为公司控股股东；由此，密春雷代替国资委成为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分析人士指出，此前中海海盛受到经济周期

和航运业景气度低迷的影响而经营业绩持续发

力，览海投资入主后将利用上市公司平台协助公

司实现业务转型、 改善经营状况和提高资产质

量，未来公司将向新兴行业发展。 而这种转型预

期正是当前市场所偏爱的题材，后续资本运作预

期的增强料将促使公司股价维系强势。（张怡）

四机构买入 红相电力涨停

红相电力昨日强势涨停， 盘后龙虎榜数据

显示，有四家机构买入该股。

红相电力昨日以79.00元开盘，下探后震荡

上攻，于10：45左右涨停，封死直至收盘，最终收

报86.91元。昨日该股成交2.08亿元，量能环比小

幅萎缩。

深交所盘后公布的公开信息显示， 该股昨

日前五大买入席位中， 第一至四位均为机构专

用， 买入金额分别为1.06亿元、7152.33万元、

4662.17万元和866.57万元；前五大卖出席位均

为普通营业部席位。

业内人士指出， 红相电力拥有丰富的电力

设备状态检测、监测经验，在数据积累、技术研

发、客户渠道三方面具备较明显的优势，一方面

借助公司渠道优势有望迅速扩充产品线丰富数

据资源， 另一方面有望从电力系统渗透到其他

用电行业（铁路、石油、军工）等领域拓展客户

资源。 公司有望成为市场上最具延展性的能源

互联网标的，而国家能源局近日已正式确定《能

源互联网行动计划大纲》 和12个支撑课题，昨

日四机构买入反映主力看好该股， 短期有望持

续走强。（李波）

■ X因素主导5000点变局（四）

主题唱戏 热点开花

强弱判断需看“赚钱效应”

□

本报记者 叶涛

本周以来市场高位震荡，指数盘整僵局难

破，不过相比本周一两市过半股票下跌，自周

二开始，伴随着题材热点的回暖，市场的赚钱

效应也出现恢复。不过若要进一步推升指数突

破盘整格局， 尚需场内交投活跃度持续提升，

带来更加丰厚的赚钱效应，从而吸引增量资金

入场，打开大盘向上空间。短期看，此轮成长股

反弹能否刺激赚钱效应扩散，成为判断市场走

势关键。

热点开花 题材活跃

在连续三个交易日震荡下挫后，创业板指

数小幅震荡反弹，中小板指数更是再度上演新

高秀，个股的赚钱效应有所恢复。 截至昨日收

盘，涵盖宝钢包装、凤形股份、音非储存等9只

新股在内， 两市共有1641只股票出现上涨，其

中涨幅跑赢沪综指的有1574只， 涨幅超过5%

的有565只，另有218只股票封上涨停。 往前追

溯，本周二全部A股中实现上涨的股票同样多

达1809只，其中有188只为涨停股。 这与本周

一两市1465只股票下跌、21只股票跌停颓势形

成鲜明对照。

受技术回踩、资金派发、经济数据、两融降

杠杆等一系列因素影响，一周来股指每日盘中

频繁跳水，虽然先后有银行、煤炭、钢铁等权重

板块拉升护盘，维系市场中枢稳固，但整体上

周期性板块并不为多数投资者所接受，包括银

行、非银金融等在内的部分低估值品种振翅乏

力，与之相对，中小盘股短线反弹趋势和空间

都相对明确，这为以创业板为代表的成长品种

崛起带来契机。

在此背景下，备受外界关注的中国核电等

新一轮新股陆续上市，激发起场内次新股炒作

热潮。 据wind数据，6月9日次新股指数涨幅为

1.45%，在全部概念板块中排名20位开外；6月

10日，该指数涨幅继续提升，达到4.97%；6月

11日，单日涨幅更扩大至6.27%，位居概念板块

第一，市场关注度与日俱增。

本周三， 全部119个Wind概念指数中有

101个出现上涨，占比为84.87%；昨日，上涨板

块数量进一步攀升，达到112个；反观本周一，

全天红盘报收的概念指数仅有27个。而且截至

昨日收盘，创业板指报3862.14点，距前期创下

的4037.96点仍有一段距离， 显示题材活跃度

显著提升，市场赚钱效应正在恢复。

两大桎梏待解

就目前市场而言， 个股活跃有利于形成支

点，撬动局部热点供资金炒作，但从支撑指数角

度考量，短短两三个交易日的题材热点升温远远

不够，指数上涨背后需要的是源源不断的市场人

气，需要的是大级别资金增量驰援，而资金入场

意愿提升又与场内赚钱效应息息相关，市场提供

的利益诱惑够不够大、赚钱机会够不够多，直接

影响到场外资金预期、入场节奏。

从这个意义上说，大盘5100点上方，市场赚

钱效应能不能有效维系并持续“发扬” ，对此番

A股能否走出盘整、顺利进入牛市“下半场”至

关重要。 但目前来看，其确定性依然存在隐忧。

一方面， 虽然近几日市场热点炒作遍地开

花，但赚钱效应主要集中在创业板和中小板，蓝

筹股云集的沪深300板块并未受到波及，以昨日

为例，正常交易的270余只成分股中，下跌数量

达到141只，占比超过一半；同时，自6月8日以

来，该板块每日成交额逐级而下，从9494.98亿

元相继挫至8714.32亿元、7115.09亿元，昨日进

一步降至6606.85亿元，对场外资金吸引力反而

大幅衰减。 影响指数较大的权重品种无法营造

赚钱氛围，大盘5100点成色也就备受质疑。

另一方面，热点轮动过快也对行情构成制

约。 目前来看，近日概念炒作的另一面,其实是

板块“一日游” 行情，资金参与博弈仍以短线

操作为主，快进快出，大涨过后即迎来明显回

调。如周中火爆的能源互联网、网络安全、核能

核电乃至央企重组等概念，昨日纷纷下跌且跌

幅居前， 暴露出场外资金对市场信心不足问

题。 后市一旦市场赚钱效应弱化，资金获利离

场，市场料将继续休整。

分析人士指出，指数5000点之上，尚需场

内交投活跃度持续提升，带来更加丰厚的赚钱

效应，从而吸引增量资金入场，打开大盘向上

空间。（本系列完）

四机构买入 红相电力涨停

红相电力昨日强势涨停，盘后龙虎榜数据显示，有四家机构买入该股。

红相电力昨日以79.00元开盘，下探后震荡上攻，于10：45左右涨停，封死直至收盘，最终收报86.91元。 昨日该股成交2.08亿元，量能环比小幅萎缩。

深交所盘后公布的公开信息显示，该股昨日前五大买入席位中，第一至四位均为机构专用，买入金额分别为1.06亿元、7152.33万元、4662.17万元和866.57万元；前五大卖出席位均为普通营业部席位。

业内人士指出，红相电力拥有丰富的电力设备状态检测、监测经验，在数据积累、技术研发、客户渠道三方面具备较明显的优势，一方面借助公司渠道优势有望迅速扩充产品线丰富数据资源，另一方面有望从电

力系统渗透到其他用电行业（铁路、石油、军工）等领域拓展客户资源。 公司有望成为市场上最具延展性的能源互联网标的，而国家能源局近日已正式确定《能源互联网行动计划大纲》和12个支撑课题，昨日四机构

买入反映主力看好该股，短期有望持续走强。 （李波）

定增易主 中海海盛复牌涨停

昨日，停牌近两个月的中海海盛复牌并发布定增预案，值得关注的是，此次定增使得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易主引发后续资本运作遐想，公司股价一字涨停收于9.19元。

据公告，公司拟以6.85元/股发行29197.0802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偿还贷款。 值得关注的是，此次定增股份全部由上海览海投资有限公司以现金方式认购，发行完成后，览

海投资将持有公司33.43%的股份，代替中国海运集团成为公司控股股东；由此，密春雷代替国资委成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分析人士指出，此前中海海盛受到经济周期和航运业景气度低迷的影响而经营业绩持续发力，览海投资入主后将利用上市公司平台协助公司实现业务转型、改善经营状况和提高资产质量，未来公司将向新兴

行业发展。 而这种转型预期正是当前市场所偏爱的题材，后续资本运作预期的增强料将促使公司股价维系强势。 （张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