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券商名称 本周趋势 中线趋势 本周区间 本周热点

西南证券 多 多

3600-3800

点 金融、地产

西部证券 平 多

3700-4030

点 医药

民生证券 平 平

3500-3800

点 国企改革

信达证券 多 多

3550-3800

点 券商股、高送转

银泰证券 平 多

3500-3900

点 新能源汽车、国企改革、次新股

大同证券 多 多

3500-4200

点 冬奥会、次新股

新时代证券 空 空

3300-3750

点 高送转、次新股

国都证券 平 平

3500-3900

点 关注政策、成交量

光大证券 平 多

3400-4200

点 金融股、国企改革

板块名称 推荐券商 关注度

超跌与补跌 中信证券

12%

养殖 国泰君安、民生证券、兴业证券

38%

能源 民生证券、兴业证券、安信证券

38%

医药生物 国泰君安、海通证券、光大证券、

38%

军工 广发证券、国元证券

25%

交通运输 光大证券

12%

环保 光大证券

12%

国企改革 中金公司、华泰证券、太平洋证券、英大证券

50%

区域发展 安信证券

12%

传媒 华融证券

12%

日常消费 中信建投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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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895.SZ

双汇发展

2015-8-3 148288.30 330031.80 54.97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1555.SH

东吴证券

2015-8-5 59100.00 259100.00 10900.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0863.SZ

三湘股份

2015-8-3 56407.07 73869.09 21779.1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704.SH

物产中大

2015-8-6 16438.36 95489.93 4109.59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3100.SH

川仪股份

2015-8-6 13138.14 23138.14 16361.86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346.SZ

南大光电

2015-8-6 10144.00 15878.48 207.92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0670.SZ

盈方微

2015-8-3 9698.18 56098.82 25563.92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600323.SH

瀚蓝环境

2015-8-7 9131.97 57924.29 18702.11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3111.SH

康尼机电

2015-8-3 7600.00 14830.00 14705.33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388.SZ

国祯环保

2015-8-3 7572.30 14190.30 12277.66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0771.SH

广誉远

2015-8-7 5404.83 24380.84 3400.00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300343.SZ

联创节能

2015-8-3 5112.00 8000.00 3241.2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345.SZ

红宇新材

2015-8-3 4445.08 12480.00 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0690.SH

青岛海尔

2015-8-5 3090.40 550946.71 61368.72

股权激励一般股份

002507.SZ

涪陵榨菜

2015-8-5 2411.14 18537.84 13702.16

追加承诺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000623.SZ

吉林敖东

2015-8-4 1788.88 80692.95 8750.89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

追加承诺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002392.SZ

北京利尔

2015-8-6 1527.25 57651.95 62203.99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389.SZ

艾比森

2015-8-3 1428.07 4522.07 11507.93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

首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010.SZ

立思辰

2015-8-3 1266.05 41467.13 26990.62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065.SZ

东华软件

2015-8-4 1071.28 134842.93 21605.96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391.SZ

康跃科技

2015-8-3 1000.00 5167.50 1150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296.SZ

利亚德

2015-8-3 954.06 36856.12 28314.53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384.SZ

三联虹普

2015-8-3 452.48 4187.68 10747.52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0242.SH *ST

中昌

2015-8-5 34.02 26730.28 603.25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300233.SZ

金城医药

2015-8-3 4.40 11112.23 1547.78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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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118.SH

中国卫星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1953492.07 20.68 26.85

601111.SH

中国国航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1460576.25 -23.25 13.09

002498.SZ

汉缆股份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1439266.14 11.06 44.48

600252.SH

中恒集团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1169634.36 14.13 40.12

000738.SZ

中航动控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835495.02 22.74 20.74

000930.SZ

中粮生化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760031.71 10.82 39.97

600158.SH

中体产业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692084.30 12.91 37.71

600726.SH

华电能源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655729.39 14.01 36.52

601929.SH

吉视传媒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650049.96 9.24 26.12

002025.SZ

航天电器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499765.78 33.08 34.09

600376.SH

首开股份 振幅值达

15% 472776.98 -7.41 11.41

002739.SZ

万达院线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452207.89 -19.01 38.39

300101.SZ

振芯科技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451845.78 -20.86 31.84

002498.SZ

汉缆股份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448541.09 10.00 14.10

300315.SZ

掌趣科技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431879.75 9.99 17.46

300101.SZ

振芯科技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385901.27 22.53 27.31

000930.SZ

中粮生化 换手率达

20% 385437.98 9.94 20.55

601918.SH

国投新集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382571.76 -10.03 10.73

000151.SZ

中成股份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368372.68 15.70 47.38

300273.SZ

和佳股份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346573.94 20.99 23.96

603589.SH

口子窖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344949.82 25.74 124.10

300273.SZ

和佳股份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328630.11 9.99 22.66

300045.SZ

华力创通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315158.43 11.02 44.90

601718.SH

际华集团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305875.92 -10.01 4.87

002736.SZ

国信证券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303501.71 10.02 12.34

600326.SH

西藏天路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95129.76 27.21 40.76

002405.SZ

四维图新 振幅值达

15% 294259.79 -10.00 10.71

600576.SH

万好万家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85383.47 -24.14 35.98

002167.SZ

东方锆业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84905.99 13.26 51.25

002407.SZ

多氟多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81642.92 18.75 60.54

600728.SH

佳都科技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68598.76 15.77 18.77

600728.SH

佳都科技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66812.46 5.23 18.63

000923.SZ

河北宣工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64833.37 17.08 47.92

603589.SH

口子窖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64829.77 12.08 115.72

603116.SH

红蜻蜓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63951.24 26.02 113.44

601968.SH

宝钢包装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63818.30 17.73 8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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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00.SH

浦发银行

2015-7-31 14.90 0.00 4,000.00 59,600.00

600000.SH

浦发银行

2015-7-31 14.90 0.00 3,900.00 58,110.00

600000.SH

浦发银行

2015-7-31 14.90 0.00 3,700.00 55,130.00

600015.SH

华夏银行

2015-7-31 10.83 0.00 3,900.00 42,237.00

600691.SH *ST

阳化

2015-7-31 3.57 -5.05 6,867.96 24,518.62

600036.SH

招商银行

2015-7-31 16.98 0.00 1,199.99 20,375.86

002439.SZ

启明星辰

2015-7-31 28.30 -3.41 565.38 16,000.18

601288.SH

农业银行

2015-7-27 3.29 -9.86 4,782.82 15,735.48

002450.SZ

康得新

2015-7-31 34.92 6.20 297.05 10,373.03

600178.SH

东安动力

2015-7-31 9.87 -5.82 962.85 9,503.33

002642.SZ

荣之联

2015-7-31 52.25 0.00 170.00 8,882.50

002594.SZ

比亚迪

2015-7-31 46.62 -10.00 171.00 7,972.02

600015.SH

华夏银行

2015-7-31 10.83 0.00 599.99 6,497.91

002340.SZ

格林美

2015-7-29 15.37 2.40 420.00 6,455.40

002083.SZ

孚日股份

2015-7-28 6.45 -9.92 970.00 6,256.50

002340.SZ

格林美

2015-7-29 15.37 2.40 400.00 6,148.00

002010.SZ

传化股份

2015-7-30 19.60 -5.81 303.69 5,952.25

002152.SZ

广电运通

2015-7-31 31.25 0.48 171.46 5,358.28

000661.SZ

长春高新

2015-7-29 148.50 10.00 36.00 5,346.00

002642.SZ

荣之联

2015-7-31 52.25 0.00 100.00 5,225.00

002594.SZ

比亚迪

2015-7-28 45.03 -9.99 100.01 4,503.23

002010.SZ

传化股份

2015-7-29 18.80 -5.95 230.00 4,324.00

601208.SH

东材科技

2015-7-31 10.01 10.00 368.60 3,689.69

002594.SZ

比亚迪

2015-7-29 44.82 -10.00 80.00 3,585.60

002642.SZ

荣之联

2015-7-31 52.25 0.00 60.00 3,135.00

600487.SH

亨通光电

2015-7-30 35.29 -9.19 84.80 2,992.59

300091.SZ

金通灵

2015-7-30 30.40 -5.00 89.63 2,724.89

000661.SZ

长春高新

2015-7-28 121.64 -10.00 22.00 2,676.08

002599.SZ

盛通股份

2015-7-29 24.91 -10.01 100.00 2,491.00

000538.SZ

云南白药

2015-7-31 73.57 1.91 30.02 2,208.57

600519.SH

贵州茅台

2015-7-31 206.83 0.42 10.08 2,084.02

002707.SZ

众信旅游

2015-7-27 88.03 -10.00 20.00 1,760.60

002422.SZ

科伦药业

2015-7-31 20.00 -0.25 86.04 1,720.76

300171.SZ

东富龙

2015-7-29 23.65 2.34 70.00 1,655.50

300171.SZ

东富龙

2015-7-30 23.40 -5.99 70.00 1,638.00

300004.SZ

南风股份

2015-7-30 20.36 -9.99 80.00 1,628.80

上周上涨股票行业分布图

上周上涨股票市场分布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周涨跌幅

（%）

收盘价

（元）

市盈率PE

(TTM)

市净率PB

(LF)

行业

000863.SZ

三湘股份

61.06 13.32 208.34 4.22

房地产

300480.SZ

光力科技

61.04 77.59 209.26 16.54

机械设备

603085.SH

天成自控

51.76 52.72 163.46 14.04

汽车

603838.SH

四通股份

50.79 45.90 122.88 10.47

轻工制造

002526.SZ

山东矿机

46.50 11.50 -18110.31 3.14

机械设备

002464.SZ

金利科技

46.41 23.63 -25.24 4.61

化工

603223.SH

恒通股份

43.77 43.98 107.88 9.64

交通运输

603589.SH

口子窖

33.16 50.03 71.11 9.27

食品饮料

002686.SZ

亿利达

33.14 18.12 57.37 6.18

机械设备

002151.SZ

北斗星通

33.10 45.24 439.16 5.09

国防军工

000011.SZ

深物业

A 32.40 16.10 24.60 4.93

房地产

603117.SH

万林股份

30.78 27.96 106.04 8.80

交通运输

002770.SZ

科迪乳业

30.44 30.25 89.22 8.16

食品饮料

300486.SZ

东杰智能

30.35 51.37 111.04 11.06

机械设备

002535.SZ

林州重机

30.03 12.99 331.75 2.45

机械设备

603099.SH

长白山

29.45 24.44 78.74 8.61

休闲服务

000025.SZ

特力

A 28.84 32.66 1241.23 11.75

汽车

002760.SZ

凤形股份

28.80 45.35 107.40 7.10

机械设备

002059.SZ

云南旅游

27.88 14.22 178.42 6.55

休闲服务

002723.SZ

金莱特

27.81 19.76 84.11 5.86

家用电器

002342.SZ

巨力索具

27.07 7.37 208.81 2.97

机械设备

600749.SH

西藏旅游

26.59 22.52 -95.75 7.06

休闲服务

002366.SZ

丹甫股份

23.12 70.14 917.49 8.12

家用电器

002417.SZ *ST

元达

21.57 13.02 -10.52 9.43

通信

002766.SZ

索菱股份

21.27 39.51 110.31 7.90

计算机

002614.SZ

蒙发利

21.04 17.49 69.25 4.51

家用电器

002322.SZ

理工监测

21.00 18.90 106.95 4.57

电气设备

002616.SZ

长青集团

21.00 27.20 105.59 5.77

家用电器

002074.SZ

东源电器

20.55 28.75 104.95 9.20

电气设备

603979.SH

金诚信

19.29 39.70 52.45 4.41

采掘

300097.SZ

智云股份

18.89 37.51 244.81 10.52

机械设备

002650.SZ

加加食品

18.59 16.20 38.64 4.07

食品饮料

600160.SH

巨化股份

18.46 11.81 118.13 2.98

化工

000719.SZ

大地传媒

18.25 27.99 32.28 3.98

传媒

002509.SZ

天广消防

17.94 14.46 53.09 4.38

机械设备

000068.SZ *ST

华赛

17.72 11.69 -109.72 19.65

综合

002504.SZ

东光微电

16.41 21.35 26.22 12.84

建筑装饰

300293.SZ

蓝英装备

15.67 23.10 89.64 9.27

机械设备

000023.SZ

深天地

A 15.58 20.70 157.24 7.97

建筑材料

002584.SZ

西陇化工

15.42 36.98 97.25 6.65

化工

000815.SZ *ST

美利

15.41 27.49 -13.15 -27.36

轻工制造

002772.SZ

众兴菌业

14.64 45.27 74.18 6.96

农林牧渔

上周上涨股票市场表现

防御性品种成避风港

上周194只股票逆市上涨

□本报记者 徐伟平

上周多空双方激烈对峙，股

指大幅波动，沪综指从4000点震

荡回落， 最低下探至3537.36点，

全周下跌10%， 报收于3663.73

点。与之相比，创业板指数全周累

计下跌12.35%，跌幅超过12%在

主要指数大幅调整之际， 场内个

股更是遭遇普跌， 千股跌停的现

象一度再现。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上周有194只股票逆市上涨，其

中69只股票涨幅超过10%， 其中

农林牧渔、 医药生物等具备防御

性的股票数量增多。目前来看，资

金谨慎观望情绪较浓， 为了防范

市场的波动风险， 短期入驻具备

防御属性的品种成为最优选择。

194只股票逆市上涨

上周沪深两市大盘整体调

整， 沪综指下破4000点关口后，

继续震荡回调，3900点、3800点

和3700点整数关口相继告破，尾

盘报收于3537.36点， 全周下跌

10%。深成指全周下跌8.46%，下

破13000点的重要支撑平台，报

收于12374.25点。 中小板指数全

周下跌 8.14% ，9000点被击穿

后，寻求下一强支撑点位，报收

于8336.12点。 创业板指数在主

要指数中跌幅最大， 超过12%，

达到12.35%，下破多条均线的密

集支撑区域，报收于2539.84点。

指数的大幅调整毫无疑问造

就了个股的普跌， 千股跌停的现

象再度上演。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沪深两市仍有194只股票逆市上

涨， 走出独立行情。 其中三湘股

份、广利科技、天成自控和四通股

份周涨幅超过 50% ， 分别为

61.06% 、61.04% 、51.76% 和

50.79%。这四只股票中，除三湘股

份是停牌时间较长的复牌股，其

余3只股票均为今年前期刚刚上

市的次新股。 涨幅超过30%的股

票有15只， 涨幅超过10%的有69

只，涨幅超过5%的股票有111只。

从市场分布来看， 这194只

逆市上涨股票有72只股票来自

上证主板，31只股票来自深证主

板，66只股票来自中小企业版，

25只股票来自创业板。 由此来

看，上证主板中逆市上涨的股票

显著增多，显示与此前的中小创

冲锋不同， 市场逐渐情绪谨慎

后，个股机会的把握主要集中在

沪市。

从行业板块来看， 这194只

股票中有25只股票来自机械设

备，22只股票来自化工， 这两个

行业板块由于成分股容量较大

显著高于其他行业板块。 农林牧

渔、医药生物、纺织服装和食品

饮料板块的上涨股票数量紧随

其后，分别为12只、11只、10只和

9只。 这几个行业具有典型的防

御性，显示资金对于防御性品种

的青睐。 与之相比，通信行业只

有1只股票实现上涨，非银金融、

采掘、 钢铁和国防军工仅有2只

股票实现上涨，排名垫底。

防御性品种优势凸显

上周多空因素交织，多空双

方对峙的僵持局面在盘中时有

发生， 热点及交投活跃度降低。

目前来看，资金谨慎观望情绪较

浓， 为了防范市场的波动风险，

短期入驻具备防御属性的品种

成为较优选择。

以家用电器板块为例，家电

板块目前的整体市盈率为18.6

倍， 市净率为3.66倍，2008年至

2015年7月10日， 申万家电板块

平均市盈率和市净率分别为

21.71倍和3.91倍，家电行业平均

市盈率和市净率已低于历史平

均水平。

随着上半年格力放弃每年

200亿收入增长的硬性指标，最

大的行业短期风险因素释放，价

格战压力也随之减轻，空调行业

稳定的需求和竞争格局将带来

盈利的确定性。 同时，竞争压力

的缓解使得天气因素在分析中

的重要性下降，因为随着经销商

信心的回升，空调销售体系的抗

风险能力得到修复。 另一方面，

随着美的的冰洗业务调整到位，

预计冰洗行业的竞争仍将加剧。

下半年地产销售反弹有望直接

带动家电销售，原材料价格低位

降低企业运营风险。 从低估值、

有业绩、 防御性强的角度出发，

家电板块具有明显优势。

与之相类似， 农林牧渔、纺

织服装、 食品饮料等具备低估

值、 有业绩的高安全边际特征，

在市场情绪谨慎，投资者风险偏

好短期快速抬升后，市场风格将

转向防御，防御性品种，特别是

具有明显竞争、估值优势的行业

龙头值得投资者重点关注。

上周上涨股票市场分布

防御性品种成避风港

上周194只股票逆市上涨

□本报记者 徐伟平

上周多空双方激烈对峙，股

指大幅波动，沪综指从4000点震

荡回落， 最低下探至3537.36点，

全周下跌10%， 报收于3663.73

点。与之相比，创业板指数全周累

计下跌12.35%，跌幅超过12%在

主要指数大幅调整之际， 场内个

股更是遭遇普跌， 千股跌停的现

象一度再现。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上周有194只股票逆市上涨，其

中69只股票涨幅超过10%， 其中

农林牧渔、 医药生物等具备防御

性的股票数量增多。目前来看，资

金谨慎观望情绪较浓， 为了防范

市场的波动风险， 短期入驻具备

防御属性的品种成为最优选择。

194只股票逆市上涨

上周沪深两市大盘整体调

整， 沪综指下破4000点关口后，

继续震荡回调，3900点、3800点

和3700点整数关口相继告破，尾

盘报收于3537.36点， 全周下跌

10%。深成指全周下跌8.46%，下

破13000点的重要支撑平台，报

收于12374.25点。 中小板指数全

周下跌 8.14% ，9000点被击穿

后，寻求下一强支撑点位，报收

于8336.12点。 创业板指数在主

要指数中跌幅最大， 超过12%，

达到12.35%，下破多条均线的密

集支撑区域，报收于2539.84点。

指数的大幅调整毫无疑问造

就了个股的普跌， 千股跌停的现

象再度上演。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沪深两市仍有194只股票逆市上

涨， 走出独立行情。 其中三湘股

份、广利科技、天成自控和四通股

份周涨幅超过 50% ， 分别为

61.06% 、61.04% 、51.76% 和

50.79%。这四只股票中，除三湘股

份是停牌时间较长的复牌股，其

余3只股票均为今年前期刚刚上

市的次新股。 涨幅超过30%的股

票有15只， 涨幅超过10%的有69

只，涨幅超过5%的股票有111只。

从市场分布来看， 这194只

逆市上涨股票有72只股票来自

上证主板，31只股票来自深证主

板，66只股票来自中小企业版，

25只股票来自创业板。 由此来

看，上证主板中逆市上涨的股票

显著增多，显示与此前的中小创

冲锋不同， 市场逐渐情绪谨慎

后，个股机会的把握主要集中在

沪市。

从行业板块来看， 这194只

股票中有25只股票来自机械设

备，22只股票来自化工， 这两个

行业板块由于成分股容量较大

显著高于其他行业板块。 农林牧

渔、医药生物、纺织服装和食品

饮料板块的上涨股票数量紧随

其后，分别为12只、11只、10只和

9只。 这几个行业具有典型的防

御性，显示资金对于防御性品种

的青睐。 与之相比，通信行业只

有1只股票实现上涨，非银金融、

采掘、 钢铁和国防军工仅有2只

股票实现上涨，排名垫底。

防御性品种优势凸显

上周多空因素交织，多空双

方对峙的僵持局面在盘中时有

发生， 热点及交投活跃度降低。

目前来看，资金谨慎观望情绪较

浓， 为了防范市场的波动风险，

短期入驻具备防御属性的品种

成为较优选择。

以家用电器板块为例，家电

板块目前的整体市盈率为18.6

倍， 市净率为3.66倍，2008年至

2015年7月10日， 申万家电板块

平均市盈率和市净率分别为

21.71倍和3.91倍，家电行业平均

市盈率和市净率已低于历史平

均水平。

随着上半年格力放弃每年

200亿收入增长的硬性指标，最

大的行业短期风险因素释放，价

格战压力也随之减轻，空调行业

稳定的需求和竞争格局将带来

盈利的确定性。 同时，竞争压力

的缓解使得天气因素在分析中

的重要性下降，因为随着经销商

信心的回升，空调销售体系的抗

风险能力得到修复。 另一方面，

随着美的的冰洗业务调整到位，

预计冰洗行业的竞争仍将加剧。

下半年地产销售反弹有望直接

带动家电销售，原材料价格低位

降低企业运营风险。 从低估值、

有业绩、 防御性强的角度出发，

家电板块具有明显优势。

与之相类似， 农林牧渔、纺

织服装、 食品饮料等具备低估

值、 有业绩的高安全边际特征，

在市场情绪谨慎，投资者风险偏

好短期快速抬升后，市场风格将

转向防御，防御性品种，特别是

具有明显竞争、估值优势的行业

龙头值得投资者重点关注。

上周上涨股票市场表现

防御性品种成避风港

上周194只股票逆市上涨

□本报记者 徐伟平

上周多空双方激烈对峙，股

指大幅波动，沪综指从4000点震

荡回落， 最低下探至3537.36点，

全周下跌10%， 报收于3663.73

点。与之相比，创业板指数全周累

计下跌12.35%，跌幅超过12%在

主要指数大幅调整之际， 场内个

股更是遭遇普跌， 千股跌停的现

象一度再现。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上周有194只股票逆市上涨，其

中69只股票涨幅超过10%， 其中

农林牧渔、 医药生物等具备防御

性的股票数量增多。目前来看，资

金谨慎观望情绪较浓， 为了防范

市场的波动风险， 短期入驻具备

防御属性的品种成为最优选择。

194只股票逆市上涨

上周沪深两市大盘整体调

整， 沪综指下破4000点关口后，

继续震荡回调，3900点、3800点

和3700点整数关口相继告破，尾

盘报收于3537.36点， 全周下跌

10%。深成指全周下跌8.46%，下

破13000点的重要支撑平台，报

收于12374.25点。 中小板指数全

周下跌 8.14% ，9000点被击穿

后，寻求下一强支撑点位，报收

于8336.12点。 创业板指数在主

要指数中跌幅最大， 超过12%，

达到12.35%，下破多条均线的密

集支撑区域，报收于2539.84点。

指数的大幅调整毫无疑问造

就了个股的普跌， 千股跌停的现

象再度上演。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沪深两市仍有194只股票逆市上

涨， 走出独立行情。 其中三湘股

份、广利科技、天成自控和四通股

份周涨幅超过 50% ， 分别为

61.06% 、61.04% 、51.76% 和

50.79%。这四只股票中，除三湘股

份是停牌时间较长的复牌股，其

余3只股票均为今年前期刚刚上

市的次新股。 涨幅超过30%的股

票有15只， 涨幅超过10%的有69

只，涨幅超过5%的股票有111只。

从市场分布来看， 这194只

逆市上涨股票有72只股票来自

上证主板，31只股票来自深证主

板，66只股票来自中小企业版，

25只股票来自创业板。 由此来

看，上证主板中逆市上涨的股票

显著增多，显示与此前的中小创

冲锋不同， 市场逐渐情绪谨慎

后，个股机会的把握主要集中在

沪市。

从行业板块来看， 这194只

股票中有25只股票来自机械设

备，22只股票来自化工， 这两个

行业板块由于成分股容量较大

显著高于其他行业板块。 农林牧

渔、医药生物、纺织服装和食品

饮料板块的上涨股票数量紧随

其后，分别为12只、11只、10只和

9只。 这几个行业具有典型的防

御性，显示资金对于防御性品种

的青睐。 与之相比，通信行业只

有1只股票实现上涨，非银金融、

采掘、 钢铁和国防军工仅有2只

股票实现上涨，排名垫底。

防御性品种优势凸显

上周多空因素交织，多空双

方对峙的僵持局面在盘中时有

发生， 热点及交投活跃度降低。

目前来看，资金谨慎观望情绪较

浓， 为了防范市场的波动风险，

短期入驻具备防御属性的品种

成为较优选择。

以家用电器板块为例，家电

板块目前的整体市盈率为18.6

倍， 市净率为3.66倍，2008年至

2015年7月10日， 申万家电板块

平均市盈率和市净率分别为

21.71倍和3.91倍，家电行业平均

市盈率和市净率已低于历史平

均水平。

随着上半年格力放弃每年

200亿收入增长的硬性指标，最

大的行业短期风险因素释放，价

格战压力也随之减轻，空调行业

稳定的需求和竞争格局将带来

盈利的确定性。 同时，竞争压力

的缓解使得天气因素在分析中

的重要性下降，因为随着经销商

信心的回升，空调销售体系的抗

风险能力得到修复。 另一方面，

随着美的的冰洗业务调整到位，

预计冰洗行业的竞争仍将加剧。

下半年地产销售反弹有望直接

带动家电销售，原材料价格低位

降低企业运营风险。 从低估值、

有业绩、 防御性强的角度出发，

家电板块具有明显优势。

与之相类似， 农林牧渔、纺

织服装、 食品饮料等具备低估

值、 有业绩的高安全边际特征，

在市场情绪谨慎，投资者风险偏

好短期快速抬升后，市场风格将

转向防御，防御性品种，特别是

具有明显竞争、估值优势的行业

龙头值得投资者重点关注。

上周上涨股票行业分布图

防御性品种成避风港

上周194只股票逆市上涨

□本报记者 徐伟平

上周多空双方激烈对峙，股

指大幅波动，沪综指从4000点震

荡回落， 最低下探至3537.36点，

全周下跌10%， 报收于3663.73

点。与之相比，创业板指数全周累

计下跌12.35%，跌幅超过12%在

主要指数大幅调整之际， 场内个

股更是遭遇普跌， 千股跌停的现

象一度再现。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上周有194只股票逆市上涨，其

中69只股票涨幅超过10%， 其中

农林牧渔、 医药生物等具备防御

性的股票数量增多。目前来看，资

金谨慎观望情绪较浓， 为了防范

市场的波动风险， 短期入驻具备

防御属性的品种成为最优选择。

194只股票逆市上涨

上周沪深两市大盘整体调

整， 沪综指下破4000点关口后，

继续震荡回调，3900点、3800点

和3700点整数关口相继告破，尾

盘报收于3537.36点， 全周下跌

10%。深成指全周下跌8.46%，下

破13000点的重要支撑平台，报

收于12374.25点。 中小板指数全

周下跌 8.14% ，9000点被击穿

后，寻求下一强支撑点位，报收

于8336.12点。 创业板指数在主

要指数中跌幅最大， 超过12%，

达到12.35%，下破多条均线的密

集支撑区域，报收于2539.84点。

指数的大幅调整毫无疑问造

就了个股的普跌， 千股跌停的现

象再度上演。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沪深两市仍有194只股票逆市上

涨， 走出独立行情。 其中三湘股

份、广利科技、天成自控和四通股

份周涨幅超过 50% ， 分别为

61.06% 、61.04% 、51.76% 和

50.79%。这四只股票中，除三湘股

份是停牌时间较长的复牌股，其

余3只股票均为今年前期刚刚上

市的次新股。 涨幅超过30%的股

票有15只， 涨幅超过10%的有69

只，涨幅超过5%的股票有111只。

从市场分布来看， 这194只

逆市上涨股票有72只股票来自

上证主板，31只股票来自深证主

板，66只股票来自中小企业版，

25只股票来自创业板。 由此来

看，上证主板中逆市上涨的股票

显著增多，显示与此前的中小创

冲锋不同， 市场逐渐情绪谨慎

后，个股机会的把握主要集中在

沪市。

从行业板块来看， 这194只

股票中有25只股票来自机械设

备，22只股票来自化工， 这两个

行业板块由于成分股容量较大

显著高于其他行业板块。 农林牧

渔、医药生物、纺织服装和食品

饮料板块的上涨股票数量紧随

其后，分别为12只、11只、10只和

9只。 这几个行业具有典型的防

御性，显示资金对于防御性品种

的青睐。 与之相比，通信行业只

有1只股票实现上涨，非银金融、

采掘、 钢铁和国防军工仅有2只

股票实现上涨，排名垫底。

防御性品种优势凸显

上周多空因素交织，多空双

方对峙的僵持局面在盘中时有

发生， 热点及交投活跃度降低。

目前来看，资金谨慎观望情绪较

浓， 为了防范市场的波动风险，

短期入驻具备防御属性的品种

成为较优选择。

以家用电器板块为例，家电

板块目前的整体市盈率为18.6

倍， 市净率为3.66倍，2008年至

2015年7月10日， 申万家电板块

平均市盈率和市净率分别为

21.71倍和3.91倍，家电行业平均

市盈率和市净率已低于历史平

均水平。

随着上半年格力放弃每年

200亿收入增长的硬性指标，最

大的行业短期风险因素释放，价

格战压力也随之减轻，空调行业

稳定的需求和竞争格局将带来

盈利的确定性。 同时，竞争压力

的缓解使得天气因素在分析中

的重要性下降，因为随着经销商

信心的回升，空调销售体系的抗

风险能力得到修复。 另一方面，

随着美的的冰洗业务调整到位，

预计冰洗行业的竞争仍将加剧。

下半年地产销售反弹有望直接

带动家电销售，原材料价格低位

降低企业运营风险。 从低估值、

有业绩、 防御性强的角度出发，

家电板块具有明显优势。

与之相类似， 农林牧渔、纺

织服装、 食品饮料等具备低估

值、 有业绩的高安全边际特征，

在市场情绪谨慎，投资者风险偏

好短期快速抬升后，市场风格将

转向防御，防御性品种，特别是

具有明显竞争、估值优势的行业

龙头值得投资者重点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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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空对峙 沪综指周跌

10%

上周市场多空因素交织， 股

指大幅震荡， 沪综指盘中最高上

探至4051.16点， 最低下探至

3537.36点，振幅超过500点，最终

报收于3663.73点，下跌10%。 值

得注意的是， 沪深两市成交额不

断萎缩，至上周五，沪深两市成交

额下破万亿元， 达到8780.84亿

元。 指数的大幅波动使得个股行

情很难把握， 而场内赚钱效应下

降，投资者参与热情下降。反映在

市场上便是成交额快速萎缩。

一方面， 管理层不遗余力地

救市将对市场形成有力支撑。 在

经过6月下旬至7月初的暴跌行情

后， 当前尽管沪深两市逐步企稳

运行， 但管理层进一步稳定市场

的意图依然明显。 管理层积极的

言论以及资金真金白银的入市提

振市场信心，对A股构成支撑。

另一方面， 前期市场暴跌带

来的负面影响短期难以彻底消

除， 资金做多动能的恢复仍需时

日。6月中旬后沪深两市的快速杀

跌将对A股资金供给形成巨大冲

击， 从资金角度看，6月末市场的

下跌将在很大程度上对后期A股

资金供给形成扰动， 从而对沪深

两市运行形成负面影响。

由此来看， 多空因素交织，

多空对峙的僵持局面在盘中时

有发生， 热点及交投活跃度降

低，预计下周大盘将以区域整理

为主。 操作策略方面，反弹不放

量不参与，是短线投资者需要恪

守的准则。（徐伟平）

抛压渐轻 创业板指周跌

12.35%

上周五， 创业板指在权重股

强势支撑下早盘表现较强， 但尾

盘不敌大盘跳水而翻绿， 最终收

于2539.84点， 跌幅为0.83%。 由

此， 上周创业板指的跌幅达到了

12.35%，跑输了大盘。 尽管如此，

权重股上周五企稳给创业板的率

先走强注入动力， 乐视网贡献度

达到6%，长信科技、神州泰岳、东

方财富、乐普医疗、探路者和蓝色

光标等个股也对指数形成贡献。

而且从资金净流出额度逐日

降低可见， 经过连续调整后创业

板指抛压有所减轻。 据Wind数

据，7月27日至31日，创业板的单

日资金净流出额分别为144亿

元、94亿元、61亿元、46亿元和13

亿元。由此可见，经过连续的调整

之后， 市场资金撤离力度大幅减

弱，场内观望情绪加重，场外资金

或将伺机入场。

个股来看，5日涨幅榜上，次

新股光力科技表现强势，5日上涨

61.04%遥遥领先；次新股东杰智

能上涨了30.35%，5日涨幅居第

二位；智云股份、蓝英装备、通光

线缆和濮阳惠成的涨幅也均超过

了10%；相反，华测检测、三联虹

普等27只个股的跌幅超过了

30%。

当前， 大盘仍有反复磨底需

求，缩量特征明显，意味着多空观

望情绪均有所升温。“中小创” 连

续回调之后反抽动力较强。 在资

金有限的情况下中小创内部个股

行情或再度丰富， 题材股也将震

荡反复演绎。 当前的震荡筑底阶

段，投资者风险偏好明显下降，市

场开始去伪存真， 逢低吸纳需要

重质。而机构当前看好的，仍然是

成长股中的优质股。 (张怡)

避险需求爆发 食品饮料周跌

6.11%

上周市场走势较为跌宕，食

品饮料板块避险功能凸显受到资

金青睐，5个交易日中有3天出现

上涨， 表现明显强于其他申万一

级行业。至上周五收盘时，食品饮

料指数一周累计下跌6.11%，为

区间跌幅最小行业指数。 值得注

意的是，7月31日沪综指下跌

1.13%， 当天食品饮料指数却逆

势领涨，单日涨幅为0.73%。

观察2015年上半年国内消

费形势，一季度相对较好，二季

度有重回平淡，但同比来看业已

触底。 分析人士指出，受投资拉

动以及消费回升预期提振，未来

一年食品饮料行业景气度缓慢

上行概率较大。 其中，大众消费

攀升对白酒销售构成支撑；食品

消费整体增速缓慢，价格战竞争

激烈，渠道库存不低，个别类别

高增长，需求疲弱导致短期机会

难以显现。 坚持基本面投资至关

重要。

经历二季度市场急速调整

后， 投资风险偏好持续回落，料

下半年市场风格将发生转变，业

绩增长确定、 前期涨幅较小、估

值相对合理、行业配置处于底部

的食品饮料有望成为优先选择，

尤其在大盘盘整震荡期间，食品

饮料进可攻、退可守，增量配置

需求较为可观。

目前来看， 下半年CPI水平

上升对食品价格带来提振，将有

利于高端白酒的顺价、保价以及

食品饮料企业收入水平回升。 而

且前期市场下跌过程中，食品饮

料板块相对抗跌，从风险收益对

比角度，食品饮料板块安全边际

高，能够有效对冲市场大幅波动

风险。（叶涛）

超跌+高送转 次新股概念仅跌

2.44%

上周沪深两市各主要指数

悉数收绿， 概念板块亦无一幸

免。 不过Wind次新股指数收报

33677.1 点 ， 一 周 跌 幅 仅 为

2.44%，位居跌幅榜的最末位，表

现十分抗跌。

从周内指数成分股表现来

看，次新股概念股出现了明显的

分化。 上周114只正常交易的成

分股中，有45只上涨，69只下跌。

其中，天成自控、恒通股份、口子

窖、万林股份、科迪乳业、东杰智

能、凤形股份和索菱股份的周涨

幅均超过了20%，另有12只股票

的涨幅超过了10%；周跌幅超过

20%的股票有8只， 另有29只股

票的周跌幅超过10%。

自7月9日市场触底反弹以

来，Wind次新股指数累计上涨

50.70%， 远高于上证综指和创

业板指同期4.46%及7.44%的

涨幅。 而这与前期次新股跌幅

较大有关，6月12日至7月8日，

上证综指累计跌幅达31.52%，

创业板为38.79%， 而次新股指

数同期跌幅高达48.41%。 安信

证券指出， 大跌中跌幅最大的

板块， 在反弹趋势确立后的一

小段时间里将率先反弹， 且反

弹动量远超其它板块。 次新股

指数在前期市场下跌过程中，

属于超跌的品种， 且次新股本

身无融资盘， 机构的持股比例

低使得抛压小， 因此其在短期

内的反弹力度将大概率超过多

数其它板块。

广证恒生也表示， 前期市

场的激烈调整后， 部分优质的

次新股被“错杀” ，超跌的优质

次新股将成为最具确定性、兼

具弹性的投资方向。 另外，6月

底-8月份次新股的密集送转成

为增量资金重点关注因素，叠

加中期高送转效应， 次新股短

期内也具备了股价上行的催化

剂。 （王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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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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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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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周多空分析

阶段整固 走向分化

□本报记者 叶涛

本周市场有10家券商发表

了对市场看法， 其中5家看平、4

家看多、1家看空。对于反弹第一

波之后的股指二次调整，当下券

商态度普遍较为谨慎。主流券商

大多认为，短期市场继续回升基

础不稳，震荡压力依然较大。 不

过鉴于近期管理明确表示“证经

公司没有退出， 并将择机增持，

继续发挥好稳定市场职能” ，以

及以混合所有制改革、国防军工

军民融合、能源电力改革等代表

的宏观改革还在持续推进，政策

红利延续释放加快资金情绪修

复，同期清理场外配资加快和两

融杠杆下滑，系统性风险得以封

死。 弱平衡格局下，围绕超跌反

弹、安全边际、中报业绩基本面，

主题投资展开的短线博弈将令

反弹第一轮行情暂时向整固和

分化格局演进。

看平后市的券商中，银泰证

券认为，当前A股受到的多空因

素影响明显。 从积极方面看，管

理层不遗余力地救市将对市场

形成有力支撑。而从偏空的方向

看，前期市场大跌带来的负面影

响短期内难以彻底消除，资金做

多动能的恢复仍需时日，6月中

旬后沪深两市的快速杀跌将对

A股资金供给形成较大冲击。 因

此短期沪深两市或将以震荡整

理为主。

光大证券认为，从历史表现

看， 杀跌过后市场在反弹收复

50%左右的失地后，大概率会遇

到比较强的阻力。 此外，此次市

场又有较为独特的特征，首先杀

跌速度过快，造成了上方存在这

巨量套牢盘，反弹面临着较大的

解套压力；其次市场下跌过程中

伴随着大量融资盘平仓，市场整

体杠杆水平短时间很难恢复到

下跌前的水平。 总体看，在大幅

波动的影响下，市场的投资者风

险偏好受到较为明显影响，伴随

着量能水平的大幅收敛，短期底

部尚待确认。

民生证券认为，从中期视角

看，市场仍处于救市后格局的弱

平衡中，市场资金与股票筹码供

给均发生弱化，普涨难现，结构

性上涨可期。短期市场超跌回补

逐渐完成， 分化将会逐渐明显，

市场维持区间震荡可能性更大。

结构行情下，真成长将会表现出

更高的弹性，传统行业震荡市下

防御性的特征也将会使其获得

市场关注。短期来看，日BOLL线

的中轨在3842点，对市场构成压

制，能够突破走强，是关注的重

点。

国都证券认为，目前市场仍

在去杠杆过程中。技术上看，6月

底的成交密集区已成为强压力

位，不持续放量的话无法有效突

破。总体看来，上有套牢压力，下

有政策托底，市场或将持续缩量

震荡。弱势格局中，现金为王，稳

健投资者宜谨慎观望，耐心等待

市场逐步恢复元气。

看多后市的券商中，西南证

券认为，截至7月31日共有434家

上市供公司披露了半年报，还有

2366家集中在8月份披露。 上市

公司财务数据和前十大流通股

股东持股数据，将提供给各类投

资者丰富择股依据。 由此预判，

伴随着半年报披露节奏加快，市

场做多热情将逐步恢复，大盘将

止跌回升，有望重返3800点整数

关口之上。

兴业证券认为， 只要 “维

稳” 时间窗口不结束，那么基于

3600点附近的底部区域的震荡

上行也将延续。 考虑到本次“救

市”的大力度行动是发生在恐慌

蔓延之后，料投资者情绪较长时

间将呈现“惊弓之鸟” 状，因此

救市行动也会持续较长一段时

间，其目的在于使市场恢复到相

对稳定状态。但相较于7月9日开

始的第一波最容易赚钱的反弹，

后期反弹操作难度有所加大，建

议投资者利用反弹灵活调仓。

大同证券认为，从技术角度

来看，大盘持续缩量，可能意味

着本周面临变盘期，多空双方暂

时的平衡可能会被打破，不过鉴

于当前蓝筹股总体估值不高，并

没有持续下跌动能，不大可能成

为市场的领跌力量；而且市场的

非常态情绪正在慢慢恢复，恐慌

性抛盘正在一次又一次的震荡

中慢慢被清理，此时只要有外部

新的做多力量加入就有望推高

股指。建议投资者回归上市公司

质地，通过业绩较好、未来成长

空间巨大、 估值相对合理的个

股，以求在操作上攻守兼备。

国内券商多空观点基本情况国内券商多空观点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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