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板块名称 推荐券商 关注度

超跌股 银泰证券、民生证券、新时代证券、申万宏源

36%

金融 西南证券、光大证券

18%

医药 大同证券、光大证券

18%

白酒 大同证券

9%

地产 西南证券

9%

软件 信达证券

9%

传媒 信达证券

9%

基建 西部证券

9%

核电 西部证券

9%

券商名称 本周趋势 中线趋势 本周区间 本周热点

银泰证券 多 多

3800-4200

超跌优质成长股

民生证券 多 平

3700-4300

超跌股

太平洋证券 多 多

3750-4050

消息面

信达证券 多 多

3800-4300

软件股、传媒股

国都证券 平 平

3600-4100

无

西部证券 多 平

3720-4180

基建、核电

大同证券 多 多

3700-4000

医药、白酒

新时代证券 多 多

3850-4050

超跌股

西南证券 多 多

3800-4200

金融、地产

申万宏源 多 平

3800-4200

小盘超跌股

光大证券 平 多

3800-4200

金融股、医药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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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688.SZ

金河生物

2015-7-13 10153.38 21333.02 450.98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687.SZ

乔治白

2015-7-13 24611.40 35251.31 233.89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264.SZ

佳创视讯

2015-7-13 11.07 16251.20 6698.8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0082.SH

海泰发展

2015-7-13 238.68 63237.57 1374.02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600375.SH

华菱星马

2015-7-13 2449.91 55574.06 0.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097.SZ

山河智能

2015-7-13 13815.00 62939.23 12593.27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004.SZ

南风股份

2015-7-14 6915.43 34576.87 16345.02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515.SH

海岛建设

2015-7-15 12721.42 42277.41 0.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141.SH

兴发集团

2015-7-15 3035.39 43723.11 9275.09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0670.SZ

盈方微

2015-7-15 9698.18 56098.82 25563.92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300239.SZ

东宝生物

2015-7-15 7084.33 19335.94 418.86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0276.SH

恒瑞医药

2015-7-16 402.26 194913.89 736.02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600066.SH

宇通客车

2015-7-16 3618.76 190348.42 31045.50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002065.SZ

东华软件

2015-7-16 1071.28 134871.19 17874.29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867.SH

通化东宝

2015-7-17 181.50 112887.56 423.50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002689.SZ

博林特

2015-7-17 62869.62 93640.97 2594.49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176.SZ

江特电机

2015-7-17 9727.63 52276.38 39.41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A股产业资本净增（减）持金额市场分布 产业资本增持金额前50股票市场表现

产业资本减持金额前20股票市场表现

代码 名称

涉及

股东

人数

净买入

股份数合计

(万股)

增减仓

参考市值

(万元)

7月以来

涨跌幅

（%）

行业

601166.SH

兴业银行

2 60,837.81 991,742.69 2.49

银行

600036.SH

招商银行

1 18,630.56 355,513.66 5.22

银行

000540.SZ

中天城投

11 10,317.51 96,895.78 -24.60

房地产

601099.SH

太平洋

1 6,760.00 89,494.10 -10.91

非银金融

600028.SH

中国石化

1 7,200.00 49,505.09 4.11

化工

000069.SZ

华侨城

A 1 5,026.22 44,860.08 -36.41

房地产

002014.SZ

永新股份

4 1,679.48 37,798.58 -42.82

轻工制造

600311.SH

荣华实业

1 3,352.94 34,268.53 -35.37

有色金属

000012.SZ

南玻

A 1 2,657.26 33,726.76 3.97

建筑材料

002252.SZ

上海莱士

3 435.10 30,403.72 30.94

医药生物

000955.SZ

欣龙控股

1 2,691.98 28,046.10 -38.84

纺织服装

600209.SH

罗顿发展

1 2,072.00 24,795.81 -20.64

建筑装饰

600785.SH

新华百货

3 1,145.30 18,479.48 -9.59

商业贸易

601918.SH

国投新集

1 2,219.75 18,174.00 -35.61

采掘

600206.SH

有研新材

1 4,001.12 18,035.90 -13.17

电子

300169.SZ

天晟新材

1 1,632.81 17,024.81 -38.30

化工

600455.SH

博通股份

12 312.00 16,066.94 -41.43

计算机

600615.SH

丰华股份

2 945.00 15,742.85 -35.75

房地产

601088.SH

中国神华

1 802.45 15,385.86 5.18

采掘

300042.SZ

朗科科技

2 760.67 13,851.29 -8.77

计算机

600525.SH

长园集团

3 576.94 13,593.12 -7.58

电气设备

002210.SZ

飞马国际

1 508.33 13,235.58 3.18

交通运输

600239.SH

云南城投

1 2,147.07 13,144.53 -41.05

房地产

002648.SZ

卫星石化

1 826.54 12,404.29 -28.80

化工

600421.SH

仰帆控股

2 983.06 11,585.86 -35.12

综合

600998.SH

九州通

1 610.07 11,324.72 -8.50

医药生物

002112.SZ

三变科技

2 1,010.10 11,241.36 -31.47

电气设备

600896.SH

中海海盛

1 864.34 10,987.79 -26.19

交通运输

002352.SZ

鼎泰新材

1 397.61 10,962.32 -13.96

机械设备

002359.SZ

齐星铁塔

1 1,335.97 10,944.88 63.17

电气设备

300187.SZ

永清环保

1 400.68 10,746.27 -20.70

公用事业

002042.SZ

华孚色纺

2 843.00 10,421.39 -29.96

纺织服装

002641.SZ

永高股份

8 1,279.56 10,344.50 7.32

建筑材料

000623.SZ

吉林敖东

1 409.32 10,055.81 -12.02

医药生物

601668.SH

中国建筑

2 1,352.80 9,937.14 4.69

建筑装饰

600593.SH

大连圣亚

1 460.93 9,934.50 -21.54

休闲服务

002653.SZ

海思科

2 461.07 9,490.69 -24.30

医药生物

600980.SH

北矿磁材

1 651.30 9,471.44 -24.24

有色金属

600858.SH

银座股份

2 862.89 9,324.29 -18.95

商业贸易

000004.SZ

国农科技

1 419.89 9,163.11 -30.18

医药生物

300186.SZ

大华农

6 327.11 8,739.85 -26.44

农林牧渔

600705.SH

中航资本

1 644.25 8,642.42 -29.98

非银金融

000046.SZ

泛海控股

3 704.45 8,598.95 -9.15

房地产

600318.SH

巢东股份

1 566.71 8,518.92 -35.74

建筑材料

000048.SZ

康达尔

1 536.80 8,093.78 -46.40

农林牧渔

600070.SH

浙江富润

10 655.22 7,969.79 -9.60

纺织服装

002410.SZ

广联达

1 312.65 7,617.52 -13.03

计算机

600855.SH

航天长峰

1 291.52 7,120.48 -33.84

计算机

002286.SZ

保龄宝

1 645.00 7,028.44 -37.06

农林牧渔

600077.SH

宋都股份

1 1,030.17 6,984.72 -40.63

交通运输

代码 名称

涉及

股东

人数

净买入

股份数合计

(万股)

增减仓

参考市值

(万元)

7月以来

涨跌幅

（%）

行业

300233.SZ

金城医药

3 -239.38 -12,521.14 -27.87

医药生物

600990.SH

四创电子

1 -134.70 -14,417.49 -29.98

国防军工

600359.SH

新农开发

1 -760.00 -15,019.68 -40.07

农林牧渔

600662.SH

强生控股

1 -753.00 -15,102.56 -35.65

交通运输

002299.SZ

圣农发展

3 -792.28 -16,555.17 -27.04

农林牧渔

000546.SZ

金圆股份

1 -1,694.10 -17,702.17 -39.15

建筑材料

600812.SH

华北制药

1 -1,800.00 -20,679.34 -29.00

医药生物

002392.SZ

北京利尔

1 -2,600.00 -21,190.42 -36.92

建筑材料

600821.SH

津劝业

1 -3,183.33 -21,676.11 -46.82

商业贸易

600611.SH

大众交通

9 -1,404.19 -22,687.70 -34.83

交通运输

002130.SZ

沃尔核材

1 -1,647.00 -31,790.88 -15.07

有色金属

000750.SZ

国海证券

1 -2,214.48 -35,373.63 -7.26

非银金融

600096.SH

云天化

10 -1,686.60 -35,851.24 -35.69

化工

600960.SH

渤海活塞

1 -2,623.53 -44,129.33 -34.77

机械设备

600760.SH

中航黑豹

2 -2,024.47 -50,000.63 -35.74

国防军工

600614.SH

鼎立股份

1 -1,800.00 -50,709.76 -2.81

综合

601566.SH

九牧王

1 -1,774.49 -56,710.05 -35.66

纺织服装

000897.SZ

津滨发展

1 -5,636.44 -58,853.14 -35.43

房地产

600999.SH

招商证券

1 -2,136.57 -64,729.59 0.91

非银金融

300359.SZ

全通教育

4 -619.61 -71,920.50 -42.96

传媒

7月以来398只股票获产业资本增持

□本报记者 徐伟平

7月以来， 沪深两市大盘大

幅下挫，大部分股票出现了超过

30%的回调。 随后在监管层发布

公告鼓励大股东二级市场的增

持行为。 处于维护股价稳定的考

虑，上市公司大股东大举增持股

票， 其中398家上市公司的大股

东对公司股票增持，增持金额达

到261.23亿元。 分析人士指出，

产业资本进行增持向市场传递

公司价值具有吸引力的信号，有

利于股价的走势， 回溯历史，产

业资本群体性的增持均带动了

指数的上行，获得增持的股票在

二级市场上的表现也较强，增持

潮有望对A股形成强力支撑。

398只股票获产业资本增持

步入7月份， 股指出现加速

下跌的趋势， 连续下破4000点、

3800点、3700点等多个重要关

口，一最低下探至3373.54点。 连

续大幅下挫一定程度上加重了

投资者的恐慌情绪。 不过随后一

系列维稳政策落地，政策底的支

撑力度凸显， 股指出现止跌反

弹， 连续两个交易日上涨超百

点，市场也由“千股跌停” 转为

“千股涨停” ， 显示市场情绪逐

渐被修复。 值得注意的是，在市

场大幅调整之际，处于维护股价

稳定的考虑，上市公司大股东大

举增持股票同样为市场企稳立

下汗马功劳。

Wind数据显示，7月以来共

有474只股票出现重要股东持股

变动，其中增持的股票有398只，

合计增持股份数量18.84亿股，

增持金额估算为261.23亿元；遭

减持的股票有75只，合计减持股

份数量为4.30亿股，减持规模估

算为80.96亿元。 整体来看，净增

持金额为180.27亿元。 此前连续

净减持的格局出现扭转，7月沪

深两市出现产业资本的大规模

的增持。

从市场分布来看，上证主板

有138只股票获得增持， 合计增

持金额为195.89亿元。 有23只股

获得减持， 合计减持金额为

44.16亿元。 上证主板整体净增

持金额为151.73亿元。 深证主板

有63只股票获得增持，合计增持

金额为28.84亿元。 有11只股票

出现减持， 合计减持金额为

13.15亿元。 深证主板整体净增

持金额为15.68亿元。 中小企业

板有122只股票获得增持， 合计

增持金额为25.27亿元。 23只股

票出现减持， 合计减持金额为

11.20亿元。 中小板整体净增持

金额为14.07亿元。 创业板有74

只股票获得增持，合计增持金额

为11.04亿元。 19只股票出现减

持，合计减持金额为12.44亿元。

创业板整体净减持金额为1.40

亿元。

总的看，7月以来，沪深两市

的产业资本上演反转剧情，转而

大幅增持公司股票。 分市场看，

沪市股票获得增持金额较多，显

著高于深市。 不过，创业板和中

小板此前一直是产业资本减持

的重灾区，不过7月以来，中小

板出现14.07亿元的净增持，虽

然创业板仍出现净减持，但减持

规模较此前显著下降。值得注意

的是， 在市场整体大幅下挫，个

股连续跌停的背景下，获得产业

资本增持的部分股票表现较为

强势，例如齐星铁塔和上海莱士

7月以来涨幅超过30%， 部分大

举增持的银行股在7月也实现

上涨。

增持潮力挺A股

证监会7月8日晚间发布公

告，鼓励大股东及董监高增持行

为， 为相关股东增持提供便利。

随后证监会再发一道令牌，即日

起6个月内大股东及董监高不得

通过二级市场减持。

通知称， 允许近期减持过股

票的产业资本可以通过证券公司

定向资管等方式立即在二级市场

增持本公司股票； 对于近期股价

出现大幅下跌的（连续十个交易

日内累计跌幅超过30%的），董

监高增持本公司股票可以不受窗

口期限制； 上市公司大股东持股

达到或超过30%的， 可以不等待

12个月立即增持2%股份。

证监会还表示， 经与国资

委沟通，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

控股股东及董监高通过二级市

场增持本公司股票， 无需事前

报请国资委批准， 履行自身决

策程序即可。

分析人士指出，无风险收益

率继续下降、居民资产配置倾向

资本市场，利率持续走低趋势仍

在延续，目前市场情绪正在不断

恢复之中， 个股也迎来 “修正

式” 反弹。 产业资本作为最了解

上市公司的群体，其行为往往可

以影响市场对公司股价的态度。

产业资本进行增持向市场传递

公司价值具有吸引力的信号，有

利于股价的走势， 回溯历史，产

业资本群体性的增持均带动了

指数的上行，成功增持在底部或

阶段性底部。 鼓励增持政策是稳

定证券市场重要举措，有利于提

升市场信心。

V型反弹 沪综指上周上涨

5.18%

上周前半周，沪综指延续了

此前的弱势探底的势头，期间连

续出现“千股跌停” 的现象，不

过后半周伴随着悲观情绪逐渐

出清， 沪综指迎来强势反弹，连

续两个交易日涨幅超百点，市场

也由“千股跌停” 转为“千股涨

停” ， 全周沪综指累计上涨

5.18%，重返10日均线之上。

在大部分股票遭遇快速“腰

斩” 之后，超跌反弹一触即发，市

场需要的只是信心和流动性，一

旦这两个关键因素回归，行情便

会发生质变。 而随着政策底的明

朗以及信心的修复，市场底有望

逐步探明。 这也就不难解释市场

突然由“千股跌停” 到“千股涨

停”的转变。

从目前来看，牛市的基础逻

辑和根本格局受到了一定冲击，

但并未发生实质变化。 无风险收

益率继续下降、居民资产配置倾

向资本市场，利率持续走低趋势

仍在延续。

但值得注意的是， 指数反弹

过程中将面临上方重重技术阻

力，后市多空反复争夺难以避免。

在阶段性的超跌反弹动能大幅释

放后，套牢盘压力将逐步显现，多

空博弈将加剧， 连续大涨难以为

继。大量套牢盘的消化需求，意味

着反弹必然在波动中进行。

目前这个位置市场已经出现

一批估值合理甚至低估、 竞争格

局向好的真成长股。目前正值7月

中报密集披露期， 中期业绩增长

有望成为下一阶段市场关注的焦

点，在盘整企稳的过程中，可借助

中报进行筛选个股， 在市场情绪

的修复阶段， 投资者更需以质地

甄别个股。（徐伟平）

企稳反弹 上证50指数周涨

12.24%

随着一系列救市政策利好

的累积，上周在前三个交易日连

续下挫并引发了大面积跌停潮

后绝地反击，后两个交易日连续

强势反弹，普涨特征显著的同时

个股也掀起涨停潮。 其中，从全

周角度来看，蓝筹股无疑是上周

反转大戏的绝对主角。 代表指数

上证50指数上周上涨12.24%，在

26个交易所核心指数中涨幅位

居榜首。

上证50指数的50个成分股

本周有42只实现上涨， 占比达

84%。其中，周涨幅在20%以上的

共有13只，上港集团、中国交建、

中国铁建、中国中铁和宝钢股份

的涨幅居前五位，具体数据分别

为 51.44% 、43.02% 、40.03% 、

39.65%和36.39%，另有包括中国

人寿、上汽集团、中国建筑、中国

神华等在内的8只股票的周涨幅

在20%以上；与之相对，特变电

工、海油工程、中航动力、广汇能

源、国金证券、康美药业、中国重

工和中国船舶则逆势下跌。

前期市场快速下跌期间蓝筹

股估值优势与抗跌价值凸显，又

是救市资金的首选目标及救市政

策的首批受益标的， 因此在风险

偏好显著下行的背景下， 资金对

于蓝筹股的偏好度明显提升。 另

外，保监会7月8日发布《关于提

高保险资金投资蓝筹股票监管比

例有关事项的通知》， 将单一蓝

筹股票的比例上限由5％调升至

10％；投资权益类资产达到30％

后可继续增持蓝筹股至40％。 长

江证券估计，理论增加逾1万亿元

的险资可以涌入蓝筹。

不仅如此，经济数据依旧疲

弱为货币及政策环境延续宽松

提供了空间，因此蓝筹股的估值

修复及偏好度高企料短期仍将

延续。 不过同时也需提防短线获

利盘回吐意愿抬头造成蓝筹股

出现大幅波动的可能。（王威）

反弹延续 震荡分化

□本报记者 李波

本周有11家券商发表了对

后市的看法， 其中9家看多，2家

看平。 券商大面积看多后市，反

映市场情绪较前期出现明显回

升。 目前主流券商普遍认为，最

坏的时候正在过去，救市组合拳

发挥效用， 技术性反弹仍有动

力， 预计后市将延续反弹行情，

重返4000点上方是大概率事件。

不过与此同时，本周大批股票复

牌以及大涨之后的套牢盘解套

压力，将令市场震荡加剧，个股

走势也将出现明显分化。

看多后市的券商中，西部证

券认为，本周上半周的市场走势

将会极为关键。 一方面，市场延

续报复性反弹，需要量能和热点

再度追加确认， 二者缺一不可；

另一方面，短期指数低位大幅波

动， 不利于构筑稳定的筑底结

构，而市场心态趋稳是促成反弹

强度夯实的先决条件。建议关注

沪指对半年线能否形成带量突

破，在市场未能完全脱离阶段底

部时， 策略上应多备一份谨慎，

耐心等待强势个股的盘中回落

时机，分批试探性建仓的操作手

法较为适宜。

新时代证券分析称，随着一

系列救市政策出现成效，市场中

期底部3373点已经探明，恐慌杀

跌已经过去，巨量的场外融资基

本上已经清理干净，场内融资也

已经大幅下降至1.5万亿元左

右，抛压大幅减轻。 特别是对恶

意做空期指的机构进行查处，对

市场信心有很大的鼓舞和提振，

有利于后市继续展开恢复性上

涨。 在政策强力支持下，预计后

市大盘还有一定的反弹空间，攻

上4000点问题不大。 建议仓轻

者积极介入参与反弹，套牢者继

续持股不动。

民生证券预计，市场在连续

上涨后， 会出现明显的分化走

势。 超跌反弹得到修正后，业绩

和成长性将主导市场。 建议关

注业绩稳定增长的医药、 通信

技术等行业的投资机会， 以及

逢低关注具有估值优势的银

行、券商、保险股，受益改革红

利释放， 相关上市公司有价值

重估的可能。 后市很有可能在

超跌反弹后继续分化， 寻求多

空平衡点展开震荡。

太平洋证券指出，当前市场

信心正在逐步回暖，从上周后两

个交易日连续出现逾千家上市

公司涨停的实况来看，前期已经

宣布停牌的1382只个股，有望在

本周开始陆续步入复牌潮。 在交

易气氛回暖的市场中，复牌潮或

逐步步入补涨行列，对短期市场

形成正向带动。

银泰证券认为，目前支撑沪

深两市中长期稳定运行的一系

列有利因素并未发生根本性变

化，因此对超跌后市场的反弹可

以看高一线。近期出台的一系列

利好政策对沪深两市的提振料

将持续显现，尤其是IPO暂停、国

家资金入市以及对5%以上股东

及高管减持作出的限制，均对未

来一段时间A股形成实质性利

好。 但不容忽视的是，本轮市场

的快速杀跌带来的影响短期难

以彻底消除；反弹初期两市近半

数公司停牌，为市场企稳回升创

造了较好条件，但随着更多公司

的复牌，犹存的平仓压力以及股

票作为筹码供给的增加将对市

场整体形成负面影响。 在此背景

下，阶段反弹过后投资者仍需保

持必要的谨慎，市场出现反复将

不可避免。

申万宏源也指出，大盘在初

战告捷的同时，预期其迅速逼空

向上是不切实际的，毕竟经过这

一次的大洗礼，市场心态的修复

需要较长时间。从正常交易的个

股来看，大多数品种从上周四的

最低点到上周五的涨停位，已经

上涨了30%左右， 如果再涨5%

就将接近反弹三分之一的目标

位， 技术修复的动能就会下降。

再加上本周可能有大批个股复

牌，市场容量扩大对资金面也将

构成考验。 因此从目前看，行情

在成功探底之后， 还有冲高回

落、震荡整固以确认本轮低点有

效性的可能。

看平本周走势的光大证券

则明确提醒，后续市场依然存在

着较大的震荡整固需求。 一方

面，本轮下跌的跌速过快，并且

盘中大面积的跌停导致了市场

成交量的萎缩，这使得上方存在

套牢盘解套的巨大压力；另一方

面，此前市场不断攀升的主要动

力来自于赚钱效应吸引来的大

量融资盘， 但6月中旬以来融资

盘规模迅速回落，市场整体的杠

杆水平短时间很难恢复到下跌

前的水平，需要通过一段时间来

反复震荡、充分换手，以积蓄后

续上涨的动力。鉴于本轮连续下

跌几乎波及了所有板块，投资者

可以重点关注在金融、医药等业

绩较为稳定、估值水平合理的板

块中被错杀的相关个股。对于没

有业绩支撑的高估值品种，可以

考虑借助市场的反弹降低仓位。

跌停变涨停 创业板指周跌

2.66%

上周， 创业板指数展开惊

天逆转，前半周持续跳水，后半

周连续实质性涨停。 上周一创

业板指高开低走，失守2500点；

上周二接近实质性跌停； 上周

三跌停开盘后震荡上行， 不少

个股由跌停板展开反击； 而上

周四和上周五， 创业板指数正

常交易的成分股连续全线涨

停。 创业板指数上周累计下跌

2.66%， 由于大量股票停牌，指

数失真严重。

在连续大幅调整甚至腰斩

后，创业板许多股票本轮牛市的

累计利润消失殆尽，超跌反弹动

能蓄势待发。 上周三证监会提出

证金公司将加大对中小股票购

买力度， 有效缓解了悲观情绪，

引爆了超跌反弹动能。 鉴于创业

板的小体量高弹性、巨大的短期

跌幅以及改革转型驱动力犹存，

场外资金大举抄底，加上创业板

股票大量停牌，“水多池小” 导

致交易个股大面积涨停。

具体来看，上周创业板共有

67只股票实现上涨，其中24只股

票的周涨幅超过10%， 光力科

技、蓝晓科技、万孚生物、中飞股

份和沃施股份的周涨幅超过

60%，濮阳惠成、东杰智能和恒

锋工具的周涨幅在30%以上。 与

之对比，20只股票上周累计跌幅

超过20%，其中，开元仪器、天山

生物、蓝英装备、昌红科技等8只

股票周跌幅超过27%。

随着流动性危机的化解，

前期严重超跌的创业板股票成

为抄底资金博取反弹盈利的首

选， 预计短期创业板股票仍将

获得资金青睐， 特别是近期停

牌的品种复牌后有望展开补涨

行情。 不过随着反弹的推进，套

牢盘解套压力将显现， 创业板

后市震荡难免， 个股分化将加

剧。 只有前期遭遇错杀的优质

成长股，才能延续反弹行情，成

为牛市下半场的主角。 因此操

作上应精选业绩和成长性向好

的龙头品种布局， 对于股价虚

高的纯题材炒作品种不妨借反

弹降低仓位。 （李波）

A股产业资本净增（减）持金额市场分布

7月以来398只股票获产业资本增持

□本报记者 徐伟平

7月以来， 沪深两市大盘大

幅下挫，大部分股票出现了超过

30%的回调。 随后在监管层发布

公告鼓励大股东二级市场的增

持行为。 处于维护股价稳定的考

虑，上市公司大股东大举增持股

票， 其中398家上市公司的大股

东对公司股票增持，增持金额达

到261.23亿元。 分析人士指出，

产业资本进行增持向市场传递

公司价值具有吸引力的信号，有

利于股价的走势， 回溯历史，产

业资本群体性的增持均带动了

指数的上行，获得增持的股票在

二级市场上的表现也较强，增持

潮有望对A股形成强力支撑。

398只股票获产业资本增持

步入7月份， 股指出现加速

下跌的趋势， 连续下破4000点、

3800点、3700点等多个重要关

口，一最低下探至3373.54点。 连

续大幅下挫一定程度上加重了

投资者的恐慌情绪。 不过随后一

系列维稳政策落地，政策底的支

撑力度凸显， 股指出现止跌反

弹， 连续两个交易日上涨超百

点，市场也由“千股跌停” 转为

“千股涨停” ， 显示市场情绪逐

渐被修复。 值得注意的是，在市

场大幅调整之际，处于维护股价

稳定的考虑，上市公司大股东大

举增持股票同样为市场企稳立

下汗马功劳。

Wind数据显示，7月以来共

有474只股票出现重要股东持股

变动，其中增持的股票有398只，

合计增持股份数量18.84亿股，

增持金额估算为261.23亿元；遭

减持的股票有75只，合计减持股

份数量为4.30亿股，减持规模估

算为80.96亿元。 整体来看，净增

持金额为180.27亿元。 此前连续

净减持的格局出现扭转，7月沪

深两市出现产业资本的大规模

的增持。

从市场分布来看，上证主板

有138只股票获得增持， 合计增

持金额为195.89亿元。 有23只股

获得减持， 合计减持金额为

44.16亿元。 上证主板整体净增

持金额为151.73亿元。 深证主板

有63只股票获得增持，合计增持

金额为28.84亿元。 有11只股票

出现减持， 合计减持金额为

13.15亿元。 深证主板整体净增

持金额为15.68亿元。 中小企业

板有122只股票获得增持， 合计

增持金额为25.27亿元。 23只股

票出现减持， 合计减持金额为

11.20亿元。 中小板整体净增持

金额为14.07亿元。 创业板有74

只股票获得增持，合计增持金额

为11.04亿元。 19只股票出现减

持，合计减持金额为12.44亿元。

创业板整体净减持金额为1.40

亿元。

总的看，7月以来，沪深两市

的产业资本上演反转剧情，转而

大幅增持公司股票。 分市场看，

沪市股票获得增持金额较多，显

著高于深市。 不过，创业板和中

小板此前一直是产业资本减持

的重灾区，不过7月以来，中小

板出现14.07亿元的净增持，虽

然创业板仍出现净减持，但减持

规模较此前显著下降。值得注意

的是， 在市场整体大幅下挫，个

股连续跌停的背景下，获得产业

资本增持的部分股票表现较为

强势，例如齐星铁塔和上海莱士

7月以来涨幅超过30%， 部分大

举增持的银行股在7月也实现

上涨。

增持潮力挺A股

证监会7月8日晚间发布公

告，鼓励大股东及董监高增持行

为， 为相关股东增持提供便利。

随后证监会再发一道令牌，即日

起6个月内大股东及董监高不得

通过二级市场减持。

通知称， 允许近期减持过股

票的产业资本可以通过证券公司

定向资管等方式立即在二级市场

增持本公司股票； 对于近期股价

出现大幅下跌的（连续十个交易

日内累计跌幅超过30%的），董

监高增持本公司股票可以不受窗

口期限制； 上市公司大股东持股

达到或超过30%的， 可以不等待

12个月立即增持2%股份。

证监会还表示， 经与国资

委沟通，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

控股股东及董监高通过二级市

场增持本公司股票， 无需事前

报请国资委批准， 履行自身决

策程序即可。

分析人士指出，无风险收益

率继续下降、居民资产配置倾向

资本市场，利率持续走低趋势仍

在延续，目前市场情绪正在不断

恢复之中， 个股也迎来 “修正

式” 反弹。 产业资本作为最了解

上市公司的群体，其行为往往可

以影响市场对公司股价的态度。

产业资本进行增持向市场传递

公司价值具有吸引力的信号，有

利于股价的走势， 回溯历史，产

业资本群体性的增持均带动了

指数的上行，成功增持在底部或

阶段性底部。 鼓励增持政策是稳

定证券市场重要举措，有利于提

升市场信心。

V型反弹 沪综指上周上涨

5.18%

上周前半周，沪综指延续了

此前的弱势探底的势头，期间连

续出现“千股跌停” 的现象，不

过后半周伴随着悲观情绪逐渐

出清， 沪综指迎来强势反弹，连

续两个交易日涨幅超百点，市场

也由“千股跌停” 转为“千股涨

停” ， 全周沪综指累计上涨

5.18%，重返10日均线之上。

在大部分股票遭遇快速“腰

斩” 之后，超跌反弹一触即发，市

场需要的只是信心和流动性，一

旦这两个关键因素回归，行情便

会发生质变。 而随着政策底的明

朗以及信心的修复，市场底有望

逐步探明。 这也就不难解释市场

突然由“千股跌停” 到“千股涨

停”的转变。

从目前来看，牛市的基础逻

辑和根本格局受到了一定冲击，

但并未发生实质变化。 无风险收

益率继续下降、居民资产配置倾

向资本市场，利率持续走低趋势

仍在延续。

但值得注意的是， 指数反弹

过程中将面临上方重重技术阻

力，后市多空反复争夺难以避免。

在阶段性的超跌反弹动能大幅释

放后，套牢盘压力将逐步显现，多

空博弈将加剧， 连续大涨难以为

继。大量套牢盘的消化需求，意味

着反弹必然在波动中进行。

目前这个位置市场已经出现

一批估值合理甚至低估、 竞争格

局向好的真成长股。目前正值7月

中报密集披露期， 中期业绩增长

有望成为下一阶段市场关注的焦

点，在盘整企稳的过程中，可借助

中报进行筛选个股， 在市场情绪

的修复阶段， 投资者更需以质地

甄别个股。（徐伟平）

企稳反弹 上证50指数周涨

12.24%

随着一系列救市政策利好

的累积，上周在前三个交易日连

续下挫并引发了大面积跌停潮

后绝地反击，后两个交易日连续

强势反弹，普涨特征显著的同时

个股也掀起涨停潮。 其中，从全

周角度来看，蓝筹股无疑是上周

反转大戏的绝对主角。 代表指数

上证50指数上周上涨12.24%，在

26个交易所核心指数中涨幅位

居榜首。

上证50指数的50个成分股

本周有42只实现上涨， 占比达

84%。其中，周涨幅在20%以上的

共有13只，上港集团、中国交建、

中国铁建、中国中铁和宝钢股份

的涨幅居前五位，具体数据分别

为 51.44% 、43.02% 、40.03% 、

39.65%和36.39%，另有包括中国

人寿、上汽集团、中国建筑、中国

神华等在内的8只股票的周涨幅

在20%以上；与之相对，特变电

工、海油工程、中航动力、广汇能

源、国金证券、康美药业、中国重

工和中国船舶则逆势下跌。

前期市场快速下跌期间蓝筹

股估值优势与抗跌价值凸显，又

是救市资金的首选目标及救市政

策的首批受益标的， 因此在风险

偏好显著下行的背景下， 资金对

于蓝筹股的偏好度明显提升。 另

外，保监会7月8日发布《关于提

高保险资金投资蓝筹股票监管比

例有关事项的通知》， 将单一蓝

筹股票的比例上限由5％调升至

10％；投资权益类资产达到30％

后可继续增持蓝筹股至40％。 长

江证券估计，理论增加逾1万亿元

的险资可以涌入蓝筹。

不仅如此，经济数据依旧疲

弱为货币及政策环境延续宽松

提供了空间，因此蓝筹股的估值

修复及偏好度高企料短期仍将

延续。 不过同时也需提防短线获

利盘回吐意愿抬头造成蓝筹股

出现大幅波动的可能。（王威）

反弹延续 震荡分化

□本报记者 李波

本周有11家券商发表了对

后市的看法， 其中9家看多，2家

看平。 券商大面积看多后市，反

映市场情绪较前期出现明显回

升。 目前主流券商普遍认为，最

坏的时候正在过去，救市组合拳

发挥效用， 技术性反弹仍有动

力， 预计后市将延续反弹行情，

重返4000点上方是大概率事件。

不过与此同时，本周大批股票复

牌以及大涨之后的套牢盘解套

压力，将令市场震荡加剧，个股

走势也将出现明显分化。

看多后市的券商中，西部证

券认为，本周上半周的市场走势

将会极为关键。 一方面，市场延

续报复性反弹，需要量能和热点

再度追加确认， 二者缺一不可；

另一方面，短期指数低位大幅波

动， 不利于构筑稳定的筑底结

构，而市场心态趋稳是促成反弹

强度夯实的先决条件。建议关注

沪指对半年线能否形成带量突

破，在市场未能完全脱离阶段底

部时， 策略上应多备一份谨慎，

耐心等待强势个股的盘中回落

时机，分批试探性建仓的操作手

法较为适宜。

新时代证券分析称，随着一

系列救市政策出现成效，市场中

期底部3373点已经探明，恐慌杀

跌已经过去，巨量的场外融资基

本上已经清理干净，场内融资也

已经大幅下降至1.5万亿元左

右，抛压大幅减轻。 特别是对恶

意做空期指的机构进行查处，对

市场信心有很大的鼓舞和提振，

有利于后市继续展开恢复性上

涨。 在政策强力支持下，预计后

市大盘还有一定的反弹空间，攻

上4000点问题不大。 建议仓轻

者积极介入参与反弹，套牢者继

续持股不动。

民生证券预计，市场在连续

上涨后， 会出现明显的分化走

势。 超跌反弹得到修正后，业绩

和成长性将主导市场。 建议关

注业绩稳定增长的医药、 通信

技术等行业的投资机会， 以及

逢低关注具有估值优势的银

行、券商、保险股，受益改革红

利释放， 相关上市公司有价值

重估的可能。 后市很有可能在

超跌反弹后继续分化， 寻求多

空平衡点展开震荡。

太平洋证券指出，当前市场

信心正在逐步回暖，从上周后两

个交易日连续出现逾千家上市

公司涨停的实况来看，前期已经

宣布停牌的1382只个股，有望在

本周开始陆续步入复牌潮。 在交

易气氛回暖的市场中，复牌潮或

逐步步入补涨行列，对短期市场

形成正向带动。

银泰证券认为，目前支撑沪

深两市中长期稳定运行的一系

列有利因素并未发生根本性变

化，因此对超跌后市场的反弹可

以看高一线。近期出台的一系列

利好政策对沪深两市的提振料

将持续显现，尤其是IPO暂停、国

家资金入市以及对5%以上股东

及高管减持作出的限制，均对未

来一段时间A股形成实质性利

好。 但不容忽视的是，本轮市场

的快速杀跌带来的影响短期难

以彻底消除；反弹初期两市近半

数公司停牌，为市场企稳回升创

造了较好条件，但随着更多公司

的复牌，犹存的平仓压力以及股

票作为筹码供给的增加将对市

场整体形成负面影响。 在此背景

下，阶段反弹过后投资者仍需保

持必要的谨慎，市场出现反复将

不可避免。

申万宏源也指出，大盘在初

战告捷的同时，预期其迅速逼空

向上是不切实际的，毕竟经过这

一次的大洗礼，市场心态的修复

需要较长时间。从正常交易的个

股来看，大多数品种从上周四的

最低点到上周五的涨停位，已经

上涨了30%左右， 如果再涨5%

就将接近反弹三分之一的目标

位， 技术修复的动能就会下降。

再加上本周可能有大批个股复

牌，市场容量扩大对资金面也将

构成考验。 因此从目前看，行情

在成功探底之后， 还有冲高回

落、震荡整固以确认本轮低点有

效性的可能。

看平本周走势的光大证券

则明确提醒，后续市场依然存在

着较大的震荡整固需求。 一方

面，本轮下跌的跌速过快，并且

盘中大面积的跌停导致了市场

成交量的萎缩，这使得上方存在

套牢盘解套的巨大压力；另一方

面，此前市场不断攀升的主要动

力来自于赚钱效应吸引来的大

量融资盘， 但6月中旬以来融资

盘规模迅速回落，市场整体的杠

杆水平短时间很难恢复到下跌

前的水平，需要通过一段时间来

反复震荡、充分换手，以积蓄后

续上涨的动力。鉴于本轮连续下

跌几乎波及了所有板块，投资者

可以重点关注在金融、医药等业

绩较为稳定、估值水平合理的板

块中被错杀的相关个股。对于没

有业绩支撑的高估值品种，可以

考虑借助市场的反弹降低仓位。

跌停变涨停 创业板指周跌

2.66%

上周， 创业板指数展开惊

天逆转，前半周持续跳水，后半

周连续实质性涨停。 上周一创

业板指高开低走，失守2500点；

上周二接近实质性跌停； 上周

三跌停开盘后震荡上行， 不少

个股由跌停板展开反击； 而上

周四和上周五， 创业板指数正

常交易的成分股连续全线涨

停。 创业板指数上周累计下跌

2.66%， 由于大量股票停牌，指

数失真严重。

在连续大幅调整甚至腰斩

后，创业板许多股票本轮牛市的

累计利润消失殆尽，超跌反弹动

能蓄势待发。 上周三证监会提出

证金公司将加大对中小股票购

买力度， 有效缓解了悲观情绪，

引爆了超跌反弹动能。 鉴于创业

板的小体量高弹性、巨大的短期

跌幅以及改革转型驱动力犹存，

场外资金大举抄底，加上创业板

股票大量停牌，“水多池小” 导

致交易个股大面积涨停。

具体来看，上周创业板共有

67只股票实现上涨，其中24只股

票的周涨幅超过10%， 光力科

技、蓝晓科技、万孚生物、中飞股

份和沃施股份的周涨幅超过

60%，濮阳惠成、东杰智能和恒

锋工具的周涨幅在30%以上。 与

之对比，20只股票上周累计跌幅

超过20%，其中，开元仪器、天山

生物、蓝英装备、昌红科技等8只

股票周跌幅超过27%。

随着流动性危机的化解，

前期严重超跌的创业板股票成

为抄底资金博取反弹盈利的首

选， 预计短期创业板股票仍将

获得资金青睐， 特别是近期停

牌的品种复牌后有望展开补涨

行情。 不过随着反弹的推进，套

牢盘解套压力将显现， 创业板

后市震荡难免， 个股分化将加

剧。 只有前期遭遇错杀的优质

成长股，才能延续反弹行情，成

为牛市下半场的主角。 因此操

作上应精选业绩和成长性向好

的龙头品种布局， 对于股价虚

高的纯题材炒作品种不妨借反

弹降低仓位。 （李波）

产业资本增持金额前50股票市场表现

7月以来398只股票获产业资本增持

□本报记者 徐伟平

7月以来， 沪深两市大盘大

幅下挫，大部分股票出现了超过

30%的回调。 随后在监管层发布

公告鼓励大股东二级市场的增

持行为。 处于维护股价稳定的考

虑，上市公司大股东大举增持股

票， 其中398家上市公司的大股

东对公司股票增持，增持金额达

到261.23亿元。 分析人士指出，

产业资本进行增持向市场传递

公司价值具有吸引力的信号，有

利于股价的走势， 回溯历史，产

业资本群体性的增持均带动了

指数的上行，获得增持的股票在

二级市场上的表现也较强，增持

潮有望对A股形成强力支撑。

398只股票获产业资本增持

步入7月份， 股指出现加速

下跌的趋势， 连续下破4000点、

3800点、3700点等多个重要关

口，一最低下探至3373.54点。 连

续大幅下挫一定程度上加重了

投资者的恐慌情绪。 不过随后一

系列维稳政策落地，政策底的支

撑力度凸显， 股指出现止跌反

弹， 连续两个交易日上涨超百

点，市场也由“千股跌停” 转为

“千股涨停” ， 显示市场情绪逐

渐被修复。 值得注意的是，在市

场大幅调整之际，处于维护股价

稳定的考虑，上市公司大股东大

举增持股票同样为市场企稳立

下汗马功劳。

Wind数据显示，7月以来共

有474只股票出现重要股东持股

变动，其中增持的股票有398只，

合计增持股份数量18.84亿股，

增持金额估算为261.23亿元；遭

减持的股票有75只，合计减持股

份数量为4.30亿股，减持规模估

算为80.96亿元。 整体来看，净增

持金额为180.27亿元。 此前连续

净减持的格局出现扭转，7月沪

深两市出现产业资本的大规模

的增持。

从市场分布来看，上证主板

有138只股票获得增持， 合计增

持金额为195.89亿元。 有23只股

获得减持， 合计减持金额为

44.16亿元。 上证主板整体净增

持金额为151.73亿元。 深证主板

有63只股票获得增持，合计增持

金额为28.84亿元。 有11只股票

出现减持， 合计减持金额为

13.15亿元。 深证主板整体净增

持金额为15.68亿元。 中小企业

板有122只股票获得增持， 合计

增持金额为25.27亿元。 23只股

票出现减持， 合计减持金额为

11.20亿元。 中小板整体净增持

金额为14.07亿元。 创业板有74

只股票获得增持，合计增持金额

为11.04亿元。 19只股票出现减

持，合计减持金额为12.44亿元。

创业板整体净减持金额为1.40

亿元。

总的看，7月以来，沪深两市

的产业资本上演反转剧情，转而

大幅增持公司股票。 分市场看，

沪市股票获得增持金额较多，显

著高于深市。 不过，创业板和中

小板此前一直是产业资本减持

的重灾区，不过7月以来，中小

板出现14.07亿元的净增持，虽

然创业板仍出现净减持，但减持

规模较此前显著下降。值得注意

的是， 在市场整体大幅下挫，个

股连续跌停的背景下，获得产业

资本增持的部分股票表现较为

强势，例如齐星铁塔和上海莱士

7月以来涨幅超过30%， 部分大

举增持的银行股在7月也实现

上涨。

增持潮力挺A股

证监会7月8日晚间发布公

告，鼓励大股东及董监高增持行

为， 为相关股东增持提供便利。

随后证监会再发一道令牌，即日

起6个月内大股东及董监高不得

通过二级市场减持。

通知称， 允许近期减持过股

票的产业资本可以通过证券公司

定向资管等方式立即在二级市场

增持本公司股票； 对于近期股价

出现大幅下跌的（连续十个交易

日内累计跌幅超过30%的），董

监高增持本公司股票可以不受窗

口期限制； 上市公司大股东持股

达到或超过30%的， 可以不等待

12个月立即增持2%股份。

证监会还表示， 经与国资

委沟通，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

控股股东及董监高通过二级市

场增持本公司股票， 无需事前

报请国资委批准， 履行自身决

策程序即可。

分析人士指出，无风险收益

率继续下降、居民资产配置倾向

资本市场，利率持续走低趋势仍

在延续，目前市场情绪正在不断

恢复之中， 个股也迎来 “修正

式” 反弹。 产业资本作为最了解

上市公司的群体，其行为往往可

以影响市场对公司股价的态度。

产业资本进行增持向市场传递

公司价值具有吸引力的信号，有

利于股价的走势， 回溯历史，产

业资本群体性的增持均带动了

指数的上行，成功增持在底部或

阶段性底部。 鼓励增持政策是稳

定证券市场重要举措，有利于提

升市场信心。

V型反弹 沪综指上周上涨

5.18%

上周前半周，沪综指延续了

此前的弱势探底的势头，期间连

续出现“千股跌停” 的现象，不

过后半周伴随着悲观情绪逐渐

出清， 沪综指迎来强势反弹，连

续两个交易日涨幅超百点，市场

也由“千股跌停” 转为“千股涨

停” ， 全周沪综指累计上涨

5.18%，重返10日均线之上。

在大部分股票遭遇快速“腰

斩” 之后，超跌反弹一触即发，市

场需要的只是信心和流动性，一

旦这两个关键因素回归，行情便

会发生质变。 而随着政策底的明

朗以及信心的修复，市场底有望

逐步探明。 这也就不难解释市场

突然由“千股跌停” 到“千股涨

停”的转变。

从目前来看，牛市的基础逻

辑和根本格局受到了一定冲击，

但并未发生实质变化。 无风险收

益率继续下降、居民资产配置倾

向资本市场，利率持续走低趋势

仍在延续。

但值得注意的是， 指数反弹

过程中将面临上方重重技术阻

力，后市多空反复争夺难以避免。

在阶段性的超跌反弹动能大幅释

放后，套牢盘压力将逐步显现，多

空博弈将加剧， 连续大涨难以为

继。大量套牢盘的消化需求，意味

着反弹必然在波动中进行。

目前这个位置市场已经出现

一批估值合理甚至低估、 竞争格

局向好的真成长股。目前正值7月

中报密集披露期， 中期业绩增长

有望成为下一阶段市场关注的焦

点，在盘整企稳的过程中，可借助

中报进行筛选个股， 在市场情绪

的修复阶段， 投资者更需以质地

甄别个股。（徐伟平）

企稳反弹 上证50指数周涨

12.24%

随着一系列救市政策利好

的累积，上周在前三个交易日连

续下挫并引发了大面积跌停潮

后绝地反击，后两个交易日连续

强势反弹，普涨特征显著的同时

个股也掀起涨停潮。 其中，从全

周角度来看，蓝筹股无疑是上周

反转大戏的绝对主角。 代表指数

上证50指数上周上涨12.24%，在

26个交易所核心指数中涨幅位

居榜首。

上证50指数的50个成分股

本周有42只实现上涨， 占比达

84%。其中，周涨幅在20%以上的

共有13只，上港集团、中国交建、

中国铁建、中国中铁和宝钢股份

的涨幅居前五位，具体数据分别

为 51.44% 、43.02% 、40.03% 、

39.65%和36.39%，另有包括中国

人寿、上汽集团、中国建筑、中国

神华等在内的8只股票的周涨幅

在20%以上；与之相对，特变电

工、海油工程、中航动力、广汇能

源、国金证券、康美药业、中国重

工和中国船舶则逆势下跌。

前期市场快速下跌期间蓝筹

股估值优势与抗跌价值凸显，又

是救市资金的首选目标及救市政

策的首批受益标的， 因此在风险

偏好显著下行的背景下， 资金对

于蓝筹股的偏好度明显提升。 另

外，保监会7月8日发布《关于提

高保险资金投资蓝筹股票监管比

例有关事项的通知》， 将单一蓝

筹股票的比例上限由5％调升至

10％；投资权益类资产达到30％

后可继续增持蓝筹股至40％。 长

江证券估计，理论增加逾1万亿元

的险资可以涌入蓝筹。

不仅如此，经济数据依旧疲

弱为货币及政策环境延续宽松

提供了空间，因此蓝筹股的估值

修复及偏好度高企料短期仍将

延续。 不过同时也需提防短线获

利盘回吐意愿抬头造成蓝筹股

出现大幅波动的可能。（王威）

反弹延续 震荡分化

□本报记者 李波

本周有11家券商发表了对

后市的看法， 其中9家看多，2家

看平。 券商大面积看多后市，反

映市场情绪较前期出现明显回

升。 目前主流券商普遍认为，最

坏的时候正在过去，救市组合拳

发挥效用， 技术性反弹仍有动

力， 预计后市将延续反弹行情，

重返4000点上方是大概率事件。

不过与此同时，本周大批股票复

牌以及大涨之后的套牢盘解套

压力，将令市场震荡加剧，个股

走势也将出现明显分化。

看多后市的券商中，西部证

券认为，本周上半周的市场走势

将会极为关键。 一方面，市场延

续报复性反弹，需要量能和热点

再度追加确认， 二者缺一不可；

另一方面，短期指数低位大幅波

动， 不利于构筑稳定的筑底结

构，而市场心态趋稳是促成反弹

强度夯实的先决条件。建议关注

沪指对半年线能否形成带量突

破，在市场未能完全脱离阶段底

部时， 策略上应多备一份谨慎，

耐心等待强势个股的盘中回落

时机，分批试探性建仓的操作手

法较为适宜。

新时代证券分析称，随着一

系列救市政策出现成效，市场中

期底部3373点已经探明，恐慌杀

跌已经过去，巨量的场外融资基

本上已经清理干净，场内融资也

已经大幅下降至1.5万亿元左

右，抛压大幅减轻。 特别是对恶

意做空期指的机构进行查处，对

市场信心有很大的鼓舞和提振，

有利于后市继续展开恢复性上

涨。 在政策强力支持下，预计后

市大盘还有一定的反弹空间，攻

上4000点问题不大。 建议仓轻

者积极介入参与反弹，套牢者继

续持股不动。

民生证券预计，市场在连续

上涨后， 会出现明显的分化走

势。 超跌反弹得到修正后，业绩

和成长性将主导市场。 建议关

注业绩稳定增长的医药、 通信

技术等行业的投资机会， 以及

逢低关注具有估值优势的银

行、券商、保险股，受益改革红

利释放， 相关上市公司有价值

重估的可能。 后市很有可能在

超跌反弹后继续分化， 寻求多

空平衡点展开震荡。

太平洋证券指出，当前市场

信心正在逐步回暖，从上周后两

个交易日连续出现逾千家上市

公司涨停的实况来看，前期已经

宣布停牌的1382只个股，有望在

本周开始陆续步入复牌潮。 在交

易气氛回暖的市场中，复牌潮或

逐步步入补涨行列，对短期市场

形成正向带动。

银泰证券认为，目前支撑沪

深两市中长期稳定运行的一系

列有利因素并未发生根本性变

化，因此对超跌后市场的反弹可

以看高一线。近期出台的一系列

利好政策对沪深两市的提振料

将持续显现，尤其是IPO暂停、国

家资金入市以及对5%以上股东

及高管减持作出的限制，均对未

来一段时间A股形成实质性利

好。 但不容忽视的是，本轮市场

的快速杀跌带来的影响短期难

以彻底消除；反弹初期两市近半

数公司停牌，为市场企稳回升创

造了较好条件，但随着更多公司

的复牌，犹存的平仓压力以及股

票作为筹码供给的增加将对市

场整体形成负面影响。 在此背景

下，阶段反弹过后投资者仍需保

持必要的谨慎，市场出现反复将

不可避免。

申万宏源也指出，大盘在初

战告捷的同时，预期其迅速逼空

向上是不切实际的，毕竟经过这

一次的大洗礼，市场心态的修复

需要较长时间。从正常交易的个

股来看，大多数品种从上周四的

最低点到上周五的涨停位，已经

上涨了30%左右， 如果再涨5%

就将接近反弹三分之一的目标

位， 技术修复的动能就会下降。

再加上本周可能有大批个股复

牌，市场容量扩大对资金面也将

构成考验。 因此从目前看，行情

在成功探底之后， 还有冲高回

落、震荡整固以确认本轮低点有

效性的可能。

看平本周走势的光大证券

则明确提醒，后续市场依然存在

着较大的震荡整固需求。 一方

面，本轮下跌的跌速过快，并且

盘中大面积的跌停导致了市场

成交量的萎缩，这使得上方存在

套牢盘解套的巨大压力；另一方

面，此前市场不断攀升的主要动

力来自于赚钱效应吸引来的大

量融资盘， 但6月中旬以来融资

盘规模迅速回落，市场整体的杠

杆水平短时间很难恢复到下跌

前的水平，需要通过一段时间来

反复震荡、充分换手，以积蓄后

续上涨的动力。鉴于本轮连续下

跌几乎波及了所有板块，投资者

可以重点关注在金融、医药等业

绩较为稳定、估值水平合理的板

块中被错杀的相关个股。对于没

有业绩支撑的高估值品种，可以

考虑借助市场的反弹降低仓位。

跌停变涨停 创业板指周跌

2.66%

上周， 创业板指数展开惊

天逆转，前半周持续跳水，后半

周连续实质性涨停。 上周一创

业板指高开低走，失守2500点；

上周二接近实质性跌停； 上周

三跌停开盘后震荡上行， 不少

个股由跌停板展开反击； 而上

周四和上周五， 创业板指数正

常交易的成分股连续全线涨

停。 创业板指数上周累计下跌

2.66%， 由于大量股票停牌，指

数失真严重。

在连续大幅调整甚至腰斩

后，创业板许多股票本轮牛市的

累计利润消失殆尽，超跌反弹动

能蓄势待发。 上周三证监会提出

证金公司将加大对中小股票购

买力度， 有效缓解了悲观情绪，

引爆了超跌反弹动能。 鉴于创业

板的小体量高弹性、巨大的短期

跌幅以及改革转型驱动力犹存，

场外资金大举抄底，加上创业板

股票大量停牌，“水多池小” 导

致交易个股大面积涨停。

具体来看，上周创业板共有

67只股票实现上涨，其中24只股

票的周涨幅超过10%， 光力科

技、蓝晓科技、万孚生物、中飞股

份和沃施股份的周涨幅超过

60%，濮阳惠成、东杰智能和恒

锋工具的周涨幅在30%以上。 与

之对比，20只股票上周累计跌幅

超过20%，其中，开元仪器、天山

生物、蓝英装备、昌红科技等8只

股票周跌幅超过27%。

随着流动性危机的化解，

前期严重超跌的创业板股票成

为抄底资金博取反弹盈利的首

选， 预计短期创业板股票仍将

获得资金青睐， 特别是近期停

牌的品种复牌后有望展开补涨

行情。 不过随着反弹的推进，套

牢盘解套压力将显现， 创业板

后市震荡难免， 个股分化将加

剧。 只有前期遭遇错杀的优质

成长股，才能延续反弹行情，成

为牛市下半场的主角。 因此操

作上应精选业绩和成长性向好

的龙头品种布局， 对于股价虚

高的纯题材炒作品种不妨借反

弹降低仓位。 （李波）

产业资本减持金额前20股票市场表现

7月以来398只股票获产业资本增持

□本报记者 徐伟平

7月以来， 沪深两市大盘大

幅下挫，大部分股票出现了超过

30%的回调。 随后在监管层发布

公告鼓励大股东二级市场的增

持行为。 处于维护股价稳定的考

虑，上市公司大股东大举增持股

票， 其中398家上市公司的大股

东对公司股票增持，增持金额达

到261.23亿元。 分析人士指出，

产业资本进行增持向市场传递

公司价值具有吸引力的信号，有

利于股价的走势， 回溯历史，产

业资本群体性的增持均带动了

指数的上行，获得增持的股票在

二级市场上的表现也较强，增持

潮有望对A股形成强力支撑。

398只股票获产业资本增持

步入7月份， 股指出现加速

下跌的趋势， 连续下破4000点、

3800点、3700点等多个重要关

口，一最低下探至3373.54点。 连

续大幅下挫一定程度上加重了

投资者的恐慌情绪。 不过随后一

系列维稳政策落地，政策底的支

撑力度凸显， 股指出现止跌反

弹， 连续两个交易日上涨超百

点，市场也由“千股跌停” 转为

“千股涨停” ， 显示市场情绪逐

渐被修复。 值得注意的是，在市

场大幅调整之际，处于维护股价

稳定的考虑，上市公司大股东大

举增持股票同样为市场企稳立

下汗马功劳。

Wind数据显示，7月以来共

有474只股票出现重要股东持股

变动，其中增持的股票有398只，

合计增持股份数量18.84亿股，

增持金额估算为261.23亿元；遭

减持的股票有75只，合计减持股

份数量为4.30亿股，减持规模估

算为80.96亿元。 整体来看，净增

持金额为180.27亿元。 此前连续

净减持的格局出现扭转，7月沪

深两市出现产业资本的大规模

的增持。

从市场分布来看，上证主板

有138只股票获得增持， 合计增

持金额为195.89亿元。 有23只股

获得减持， 合计减持金额为

44.16亿元。 上证主板整体净增

持金额为151.73亿元。 深证主板

有63只股票获得增持，合计增持

金额为28.84亿元。 有11只股票

出现减持， 合计减持金额为

13.15亿元。 深证主板整体净增

持金额为15.68亿元。 中小企业

板有122只股票获得增持， 合计

增持金额为25.27亿元。 23只股

票出现减持， 合计减持金额为

11.20亿元。 中小板整体净增持

金额为14.07亿元。 创业板有74

只股票获得增持，合计增持金额

为11.04亿元。 19只股票出现减

持，合计减持金额为12.44亿元。

创业板整体净减持金额为1.40

亿元。

总的看，7月以来，沪深两市

的产业资本上演反转剧情，转而

大幅增持公司股票。 分市场看，

沪市股票获得增持金额较多，显

著高于深市。 不过，创业板和中

小板此前一直是产业资本减持

的重灾区，不过7月以来，中小

板出现14.07亿元的净增持，虽

然创业板仍出现净减持，但减持

规模较此前显著下降。值得注意

的是， 在市场整体大幅下挫，个

股连续跌停的背景下，获得产业

资本增持的部分股票表现较为

强势，例如齐星铁塔和上海莱士

7月以来涨幅超过30%， 部分大

举增持的银行股在7月也实现

上涨。

增持潮力挺A股

证监会7月8日晚间发布公

告，鼓励大股东及董监高增持行

为， 为相关股东增持提供便利。

随后证监会再发一道令牌，即日

起6个月内大股东及董监高不得

通过二级市场减持。

通知称， 允许近期减持过股

票的产业资本可以通过证券公司

定向资管等方式立即在二级市场

增持本公司股票； 对于近期股价

出现大幅下跌的（连续十个交易

日内累计跌幅超过30%的），董

监高增持本公司股票可以不受窗

口期限制； 上市公司大股东持股

达到或超过30%的， 可以不等待

12个月立即增持2%股份。

证监会还表示， 经与国资

委沟通，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

控股股东及董监高通过二级市

场增持本公司股票， 无需事前

报请国资委批准， 履行自身决

策程序即可。

分析人士指出，无风险收益

率继续下降、居民资产配置倾向

资本市场，利率持续走低趋势仍

在延续，目前市场情绪正在不断

恢复之中， 个股也迎来 “修正

式” 反弹。 产业资本作为最了解

上市公司的群体，其行为往往可

以影响市场对公司股价的态度。

产业资本进行增持向市场传递

公司价值具有吸引力的信号，有

利于股价的走势， 回溯历史，产

业资本群体性的增持均带动了

指数的上行，成功增持在底部或

阶段性底部。 鼓励增持政策是稳

定证券市场重要举措，有利于提

升市场信心。

V型反弹 沪综指上周上涨

5.18%

上周前半周，沪综指延续了

此前的弱势探底的势头，期间连

续出现“千股跌停” 的现象，不

过后半周伴随着悲观情绪逐渐

出清， 沪综指迎来强势反弹，连

续两个交易日涨幅超百点，市场

也由“千股跌停” 转为“千股涨

停” ， 全周沪综指累计上涨

5.18%，重返10日均线之上。

在大部分股票遭遇快速“腰

斩” 之后，超跌反弹一触即发，市

场需要的只是信心和流动性，一

旦这两个关键因素回归，行情便

会发生质变。 而随着政策底的明

朗以及信心的修复，市场底有望

逐步探明。 这也就不难解释市场

突然由“千股跌停” 到“千股涨

停”的转变。

从目前来看，牛市的基础逻

辑和根本格局受到了一定冲击，

但并未发生实质变化。 无风险收

益率继续下降、居民资产配置倾

向资本市场，利率持续走低趋势

仍在延续。

但值得注意的是， 指数反弹

过程中将面临上方重重技术阻

力，后市多空反复争夺难以避免。

在阶段性的超跌反弹动能大幅释

放后，套牢盘压力将逐步显现，多

空博弈将加剧， 连续大涨难以为

继。大量套牢盘的消化需求，意味

着反弹必然在波动中进行。

目前这个位置市场已经出现

一批估值合理甚至低估、 竞争格

局向好的真成长股。目前正值7月

中报密集披露期， 中期业绩增长

有望成为下一阶段市场关注的焦

点，在盘整企稳的过程中，可借助

中报进行筛选个股， 在市场情绪

的修复阶段， 投资者更需以质地

甄别个股。（徐伟平）

企稳反弹 上证50指数周涨

12.24%

随着一系列救市政策利好

的累积，上周在前三个交易日连

续下挫并引发了大面积跌停潮

后绝地反击，后两个交易日连续

强势反弹，普涨特征显著的同时

个股也掀起涨停潮。 其中，从全

周角度来看，蓝筹股无疑是上周

反转大戏的绝对主角。 代表指数

上证50指数上周上涨12.24%，在

26个交易所核心指数中涨幅位

居榜首。

上证50指数的50个成分股

本周有42只实现上涨， 占比达

84%。其中，周涨幅在20%以上的

共有13只，上港集团、中国交建、

中国铁建、中国中铁和宝钢股份

的涨幅居前五位，具体数据分别

为 51.44% 、43.02% 、40.03% 、

39.65%和36.39%，另有包括中国

人寿、上汽集团、中国建筑、中国

神华等在内的8只股票的周涨幅

在20%以上；与之相对，特变电

工、海油工程、中航动力、广汇能

源、国金证券、康美药业、中国重

工和中国船舶则逆势下跌。

前期市场快速下跌期间蓝筹

股估值优势与抗跌价值凸显，又

是救市资金的首选目标及救市政

策的首批受益标的， 因此在风险

偏好显著下行的背景下， 资金对

于蓝筹股的偏好度明显提升。 另

外，保监会7月8日发布《关于提

高保险资金投资蓝筹股票监管比

例有关事项的通知》， 将单一蓝

筹股票的比例上限由5％调升至

10％；投资权益类资产达到30％

后可继续增持蓝筹股至40％。 长

江证券估计，理论增加逾1万亿元

的险资可以涌入蓝筹。

不仅如此，经济数据依旧疲

弱为货币及政策环境延续宽松

提供了空间，因此蓝筹股的估值

修复及偏好度高企料短期仍将

延续。 不过同时也需提防短线获

利盘回吐意愿抬头造成蓝筹股

出现大幅波动的可能。（王威）

反弹延续 震荡分化

□本报记者 李波

本周有11家券商发表了对

后市的看法， 其中9家看多，2家

看平。 券商大面积看多后市，反

映市场情绪较前期出现明显回

升。 目前主流券商普遍认为，最

坏的时候正在过去，救市组合拳

发挥效用， 技术性反弹仍有动

力， 预计后市将延续反弹行情，

重返4000点上方是大概率事件。

不过与此同时，本周大批股票复

牌以及大涨之后的套牢盘解套

压力，将令市场震荡加剧，个股

走势也将出现明显分化。

看多后市的券商中，西部证

券认为，本周上半周的市场走势

将会极为关键。 一方面，市场延

续报复性反弹，需要量能和热点

再度追加确认， 二者缺一不可；

另一方面，短期指数低位大幅波

动， 不利于构筑稳定的筑底结

构，而市场心态趋稳是促成反弹

强度夯实的先决条件。建议关注

沪指对半年线能否形成带量突

破，在市场未能完全脱离阶段底

部时， 策略上应多备一份谨慎，

耐心等待强势个股的盘中回落

时机，分批试探性建仓的操作手

法较为适宜。

新时代证券分析称，随着一

系列救市政策出现成效，市场中

期底部3373点已经探明，恐慌杀

跌已经过去，巨量的场外融资基

本上已经清理干净，场内融资也

已经大幅下降至1.5万亿元左

右，抛压大幅减轻。 特别是对恶

意做空期指的机构进行查处，对

市场信心有很大的鼓舞和提振，

有利于后市继续展开恢复性上

涨。 在政策强力支持下，预计后

市大盘还有一定的反弹空间，攻

上4000点问题不大。 建议仓轻

者积极介入参与反弹，套牢者继

续持股不动。

民生证券预计，市场在连续

上涨后， 会出现明显的分化走

势。 超跌反弹得到修正后，业绩

和成长性将主导市场。 建议关

注业绩稳定增长的医药、 通信

技术等行业的投资机会， 以及

逢低关注具有估值优势的银

行、券商、保险股，受益改革红

利释放， 相关上市公司有价值

重估的可能。 后市很有可能在

超跌反弹后继续分化， 寻求多

空平衡点展开震荡。

太平洋证券指出，当前市场

信心正在逐步回暖，从上周后两

个交易日连续出现逾千家上市

公司涨停的实况来看，前期已经

宣布停牌的1382只个股，有望在

本周开始陆续步入复牌潮。 在交

易气氛回暖的市场中，复牌潮或

逐步步入补涨行列，对短期市场

形成正向带动。

银泰证券认为，目前支撑沪

深两市中长期稳定运行的一系

列有利因素并未发生根本性变

化，因此对超跌后市场的反弹可

以看高一线。近期出台的一系列

利好政策对沪深两市的提振料

将持续显现，尤其是IPO暂停、国

家资金入市以及对5%以上股东

及高管减持作出的限制，均对未

来一段时间A股形成实质性利

好。 但不容忽视的是，本轮市场

的快速杀跌带来的影响短期难

以彻底消除；反弹初期两市近半

数公司停牌，为市场企稳回升创

造了较好条件，但随着更多公司

的复牌，犹存的平仓压力以及股

票作为筹码供给的增加将对市

场整体形成负面影响。 在此背景

下，阶段反弹过后投资者仍需保

持必要的谨慎，市场出现反复将

不可避免。

申万宏源也指出，大盘在初

战告捷的同时，预期其迅速逼空

向上是不切实际的，毕竟经过这

一次的大洗礼，市场心态的修复

需要较长时间。从正常交易的个

股来看，大多数品种从上周四的

最低点到上周五的涨停位，已经

上涨了30%左右， 如果再涨5%

就将接近反弹三分之一的目标

位， 技术修复的动能就会下降。

再加上本周可能有大批个股复

牌，市场容量扩大对资金面也将

构成考验。 因此从目前看，行情

在成功探底之后， 还有冲高回

落、震荡整固以确认本轮低点有

效性的可能。

看平本周走势的光大证券

则明确提醒，后续市场依然存在

着较大的震荡整固需求。 一方

面，本轮下跌的跌速过快，并且

盘中大面积的跌停导致了市场

成交量的萎缩，这使得上方存在

套牢盘解套的巨大压力；另一方

面，此前市场不断攀升的主要动

力来自于赚钱效应吸引来的大

量融资盘， 但6月中旬以来融资

盘规模迅速回落，市场整体的杠

杆水平短时间很难恢复到下跌

前的水平，需要通过一段时间来

反复震荡、充分换手，以积蓄后

续上涨的动力。鉴于本轮连续下

跌几乎波及了所有板块，投资者

可以重点关注在金融、医药等业

绩较为稳定、估值水平合理的板

块中被错杀的相关个股。对于没

有业绩支撑的高估值品种，可以

考虑借助市场的反弹降低仓位。

跌停变涨停 创业板指周跌

2.66%

上周， 创业板指数展开惊

天逆转，前半周持续跳水，后半

周连续实质性涨停。 上周一创

业板指高开低走，失守2500点；

上周二接近实质性跌停； 上周

三跌停开盘后震荡上行， 不少

个股由跌停板展开反击； 而上

周四和上周五， 创业板指数正

常交易的成分股连续全线涨

停。 创业板指数上周累计下跌

2.66%， 由于大量股票停牌，指

数失真严重。

在连续大幅调整甚至腰斩

后，创业板许多股票本轮牛市的

累计利润消失殆尽，超跌反弹动

能蓄势待发。 上周三证监会提出

证金公司将加大对中小股票购

买力度， 有效缓解了悲观情绪，

引爆了超跌反弹动能。 鉴于创业

板的小体量高弹性、巨大的短期

跌幅以及改革转型驱动力犹存，

场外资金大举抄底，加上创业板

股票大量停牌，“水多池小” 导

致交易个股大面积涨停。

具体来看，上周创业板共有

67只股票实现上涨，其中24只股

票的周涨幅超过10%， 光力科

技、蓝晓科技、万孚生物、中飞股

份和沃施股份的周涨幅超过

60%，濮阳惠成、东杰智能和恒

锋工具的周涨幅在30%以上。 与

之对比，20只股票上周累计跌幅

超过20%，其中，开元仪器、天山

生物、蓝英装备、昌红科技等8只

股票周跌幅超过27%。

随着流动性危机的化解，

前期严重超跌的创业板股票成

为抄底资金博取反弹盈利的首

选， 预计短期创业板股票仍将

获得资金青睐， 特别是近期停

牌的品种复牌后有望展开补涨

行情。 不过随着反弹的推进，套

牢盘解套压力将显现， 创业板

后市震荡难免， 个股分化将加

剧。 只有前期遭遇错杀的优质

成长股，才能延续反弹行情，成

为牛市下半场的主角。 因此操

作上应精选业绩和成长性向好

的龙头品种布局， 对于股价虚

高的纯题材炒作品种不妨借反

弹降低仓位。 （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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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撑大盘 银行板块一周领涨

11.95%

随着决策层、券商、上市公

司等多方面“救市” 措施推出，

作为A股第一大权重，银行品种

上周备受资金青睐，屡屡成为护

盘先锋，对维护行情稳定意义重

大。 包括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建

设银行等“四大行” 在内的大市

值银行股更冲锋在前，是多方发

力的重要目标。 一周来大盘震荡

企稳，区间呈现“V” 型反转态

势，28个申万一级行业中， 银行

板 块 上 周 涨 幅 最 大 ， 达 到

11.95%。

除上周一阴线报收外，上周

后四个交易日银行指数持续开

出阳线，区间成交额环比放量明

显，显示市场探底期间，具备低

估值、高安全边际的银行品种成

为资金宠儿， 活跃度逆势攀高。

由此，16只成分股一周来悉数上

涨，中信银行、中国银行、光大银

行、宁波银行涨幅居前，5日分别

达到28.18%、23.99%、21.13%和

20.05%，与之相对，交通银行、招

商银行、 浦发银行涨幅较小，但

也 分 别 达 到 7.32% 、7.84% 和

8.88%。

尽管上周银行股表现抢眼，

但相关数据显示， 申万银行板块

最新市盈率仅有8.1倍，市净率仅

有1.39倍， 在全部行业中依然排

位垫底。短期看，伴随股票市场波

动， 股权质押贷款风险有可能对

银行业带来压力。不过一方面，当

前银行股票质押贷款总体规模较

小，质押标的主要以国债、金融债

券低风险资产为主； 另一方面质

押率较低，普遍在五成以下，目前

阶段整体风险不大，体现为个案。

立足中长期， 长江证券建议大胆

建仓银行股。（叶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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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415.SZ

海康威视

2015-7-8 32.39 -2.56 32.39 1,475.87 47,803.49

000651.SZ

格力电器

2015-7-8 19.64 -9.99 19.64 1,966.96 38,631.09

000333.SZ

美的集团

2015-7-8 30.81 -9.99 30.81 1,201.03 37,003.66

300246.SZ

宝莱特

2015-7-8 23.38 -10.01 23.38 726.64 16,988.93

300024.SZ

机器人

2015-7-9 83.82 7.19 86.02 200.00 16,764.00

000002.SZ

万科

A 2015-7-8 13.26 -8.80 13.26 1,257.34 16,672.29

601328.SH

交通银行

2015-7-10 7.53 -10.04 8.50 1,898.00 14,291.94

300024.SZ

机器人

2015-7-9 83.82 7.19 86.02 150.00 12,573.00

000776.SZ

广发证券

2015-7-7 18.97 -10.01 20.30 650.00 12,330.50

002450.SZ

康得新

2015-7-6 25.10 -10.00 30.65 485.00 12,173.50

002594.SZ

比亚迪

2015-7-10 44.24 -9.99 54.07 271.00 11,989.04

002252.SZ

上海莱士

2015-7-8 74.80 5.74 70.82 160.00 11,968.00

002594.SZ

比亚迪

2015-7-9 40.21 -10.00 49.15 297.50 11,962.48

600519.SH

贵州茅台

2015-7-8 236.86 -3.00 236.86 47.21 11,182.61

601318.SH

中国平安

2015-7-8 77.46 -9.96 77.46 118.49 9,178.08

002729.SZ

好利来

2015-7-7 59.78 -10.00 59.78 150.00 8,967.00

002641.SZ

永高股份

2015-7-8 7.28 -10.01 8.48 1,213.46 8,833.96

000594.SZ

国恒退

2015-7-7 1.23 -10.22 1.23 7,147.02 8,790.83

000661.SZ

长春高新

2015-7-10 103.25 -10.00 126.19 82.88 8,557.36

601169.SH

北京银行

2015-7-7 12.35 -0.32 12.60 650.00 8,027.50

601169.SH

北京银行

2015-7-9 11.80 3.42 12.39 648.20 7,648.76

600391.SH

成发科技

2015-7-7 34.57 -10.00 34.57 220.00 7,605.40

600711.SH

盛屯矿业

2015-7-10 7.27 9.98 7.27 980.00 7,124.60

000776.SZ

广发证券

2015-7-7 18.97 -10.01 20.30 360.00 6,829.20

002447.SZ

壹桥海参

2015-7-6 8.21 -9.98 8.50 764.40 6,275.72

002396.SZ

星网锐捷

2015-7-7 18.95 -10.02 18.95 324.00 6,13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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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1857.SH

中国石油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27278.18 21.14 1.04

600016.SH

民生银行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1682561.27 10.05 5.58

000001.SZ

平安银行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1494152.57 6.55 9.14

300027.SZ

华谊兄弟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1251544.18 7.50 36.52

600570.SH

恒生电子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1165539.42 -27.10 22.39

600583.SH

海油工程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1013892.33 -27.11 18.03

600005.SH

武钢股份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928172.95 -24.89 15.23

300033.SZ

同花顺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867553.08 29.13 49.51

300059.SZ

东方财富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860811.82 10.00 14.10

600415.SH

小商品城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835905.45 -27.09 11.63

601600.SH

中国铝业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798375.44 -24.88 11.58

600804.SH

鹏博士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795680.16 -26.72 26.09

000651.SZ

格力电器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788215.09 -9.99 6.64

600100.SH

同方股份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744740.68 -27.02 22.09

600118.SH

中国卫星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707108.44 -26.32 13.37

600026.SH

中海发展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693902.44 -27.02 22.16

000001.SZ

平安银行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680800.37 5.55 4.07

000001.SZ

平安银行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676210.34 -9.97 4.23

601872.SH

招商轮船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633346.64 -27.14 13.45

002269.SZ

美邦服饰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619643.20 27.76 31.05

600027.SH

华电国际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612812.59 -24.68 12.38

600893.SH

中航动力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611944.38 -27.09 11.32

300104.SZ

乐视网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541928.53 10.01 10.07

600688.SH

上海石化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536785.77 -27.06 24.55

300115.SZ

长盈精密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525700.50 33.11 30.10

601333.SH

广深铁路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524134.38 -27.03 14.57

头条配表一周多空分析表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