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增减持变动次数居前个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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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16.SH

民生银行

2015-8-21 8.76 0.00 1,189.27 10,418.01

601169.SH

北京银行

2015-8-21 7.43 -9.94 1,100.00 8,173.00

300001.SZ

特锐德

2015-8-21 20.40 -9.65 322.80 6,585.12

600016.SH

民生银行

2015-8-21 8.76 0.00 2,800.00 24,528.00

600000.SH

浦发银行

2015-8-21 14.68 0.00 3,250.00 47,710.00

600016.SH

民生银行

2015-8-21 8.76 0.00 5,400.00 47,304.00

600000.SH

浦发银行

2015-8-21 14.68 0.00 1,730.00 25,396.33

002552.SZ

宝鼎重工

2015-8-21 17.00 -3.13 170.00 2,890.00

002019.SZ

亿帆鑫富

2015-8-21 32.00 -1.69 90.00 2,880.00

300110.SZ

华仁药业

2015-8-21 13.37 -8.92 50.00 668.50

002512.SZ

达华智能

2015-8-21 34.00 -0.09 90.00 3,060.00

002723.SZ

金莱特

2015-8-21 19.00 -1.61 270.00 5,130.00

601016.SH

节能风电

2015-8-21 31.20 -6.89 150.00 4,680.00

000156.SZ

华数传媒

2015-8-21 33.88 10.00 91.73 3,107.81

600000.SH

浦发银行

2015-8-21 14.68 0.00 3,343.99 49,089.83

600000.SH

浦发银行

2015-8-21 14.68 0.00 3,600.00 52,848.00

600016.SH

民生银行

2015-8-21 8.76 0.00 6,000.00 52,560.00

600016.SH

民生银行

2015-8-21 8.76 0.00 7,700.00 67,452.00

600000.SH

浦发银行

2015-8-21 14.68 0.00 4,000.00 58,720.00

600016.SH

民生银行

2015-8-21 8.76 0.00 5,700.00 49,932.00

600000.SH

浦发银行

2015-8-21 14.68 0.00 3,400.00 49,912.00

601558.SH

华锐风电

2015-8-20 5.73 -6.07 200.00 1,146.00

300078.SZ

中瑞思创

2015-8-20 59.49 -10.00 30.00 1,784.70

600000.SH

浦发银行

2015-8-20 15.00 0.00 3,949.99 59,249.89

600266.SH

北京城建

2015-8-20 15.35 -9.97 313.87 4,817.94

601558.SH

华锐风电

2015-8-20 5.49 -10.00 1,184.00 6,500.16

600000.SH

浦发银行

2015-8-20 15.00 0.00 5,500.00 82,500.00

601558.SH

华锐风电

2015-8-20 5.50 -9.84 1,550.00 8,525.00

601558.SH

华锐风电

2015-8-20 5.50 -9.84 1,500.00 8,250.00

600000.SH

浦发银行

2015-8-20 15.00 0.00 3,000.00 45,000.00

代码 名称 变动次数

涉及股东

人数

股份数合计

(万股)

增持参考市

值（亿元）

000601.SZ

韶能股份

6.00 1.00 10791.83 10.58

600628.SH

新世界

2.00 1.00 5318.00 10.19

600183.SH

生益科技

1.00 1.00 7116.06 6.19

600785.SH

新华百货

13.00 6.00 2470.06 5.17

000750.SZ

国海证券

3.00 2.00 3613.35 5.09

002303.SZ

美盈森

6.00 2.00 3004.98 3.98

600620.SH

天宸股份

1.00 1.00 2288.92 3.82

600621.SH

华鑫股份

1.00 1.00 2620.42 3.69

600133.SH

东湖高新

1.00 1.00 3171.30 3.24

000042.SZ

中洲控股

1.00 1.00 1082.84 2.22

000014.SZ

沙河股份

5.00 1.00 1009.29 1.93

000713.SZ

丰乐种业

3.00 1.00 1498.01 1.67

002637.SZ

赞宇科技

6.00 4.00 827.10 1.65

600112.SH

天成控股

2.00 1.00 1000.38 1.50

600421.SH

仰帆控股

1.00 1.00 975.36 1.45

600696.SH

匹凸匹

3.00 3.00 1005.20 1.30

002058.SZ

威尔泰

1.00 1.00 717.92 1.30

600892.SH

宝诚股份

4.00 1.00 314.36 1.29

601117.SH

中国化学

1.00 1.00 1506.24 1.26

600768.SH

宁波富邦

2.00 1.00 671.37 1.22

000004.SZ

国农科技

4.00 1.00 419.90 1.19

300244.SZ

迪安诊断

3.00 3.00 161.64 1.16

600873.SH

梅花生物

1.00 1.00 1201.94 1.15

600315.SH

上海家化

4.00 4.00 280.01 1.10

300272.SZ

开能环保

7.00 3.00 567.38 1.06

002250.SZ

联化科技

5.00 2.00 480.25 1.04

601111.SH

中国国航

1.00 1.00 869.18 1.01

002229.SZ

鸿博股份

8.00 1.00 499.45 0.99

002503.SZ

搜于特

12.00 6.00 1014.14 0.92

000938.SZ

紫光股份

8.00 3.00 143.66 0.92

300146.SZ

汤臣倍健

1.00 1.00 244.41 0.90

002495.SZ

佳隆股份

3.00 1.00 1185.82 0.88

300314.SZ

戴维医疗

8.00 2.00 312.48 0.78

300042.SZ

朗科科技

3.00 1.00 233.31 0.77

300174.SZ

元力股份

4.00 3.00 388.79 0.77

002146.SZ

荣盛发展

2.00 2.00 644.00 0.64

000903.SZ

云内动力

1.00 1.00 644.21 0.61

002475.SZ

立讯精密

2.00 1.00 188.01 0.60

600570.SH

恒生电子

2.00 2.00 77.63 0.55

002085.SZ

万丰奥威

3.00 2.00 102.19 0.54

002277.SZ

友阿股份

1.00 1.00 353.05 0.53

600256.SH

广汇能源

1.00 1.00 602.63 0.50

002326.SZ

永太科技

14.00 6.00 265.02 0.50

300286.SZ

安科瑞

21.00 6.00 199.33 0.49

002329.SZ

皇氏集团

1.00 1.00 87.08 0.49

300124.SZ

汇川技术

1.00 1.00 99.16 0.49

002385.SZ

大北农

2.00 1.00 313.00 0.45

600988.SH

赤峰黄金

1.00 1.00 357.67 0.45

002131.SZ

利欧股份

2.00 1.00 80.13 0.43

600658.SH

电子城

1.00 1.00 365.50 0.40

600552.SH

方兴科技

1.00 1.00 208.61 0.39

601515.SH

东风股份

2.00 1.00 270.48 0.39

002216.SZ

三全食品

5.00 2.00 285.19 0.38

603698.SH

航天工程

1.00 1.00 92.73 0.38

002592.SZ

八菱科技

3.00 3.00 49.53 0.37

600802.SH

福建水泥

1.00 1.00 405.48 0.34

601208.SH

东材科技

1.00 1.00 368.60 0.33

000652.SZ

泰达股份

2.00 2.00 470.74 0.33

8月产业资本净增持金额居前个股

代码 名称 变动次数

涉及股东

人数

股份数合计

(万股)

增持参考市

值（亿元）

300286.SZ

安科瑞

21.00 6.00 199.33 0.49

002675.SZ

东诚药业

21.00 20.00 18.56 0.08

002326.SZ

永太科技

14.00 6.00 265.02 0.50

600785.SH

新华百货

13.00 6.00 2470.06 5.17

601801.SH

皖新传媒

13.00 13.00 110.87 0.27

002503.SZ

搜于特

12.00 6.00 1014.14 0.92

002073.SZ

软控股份

11.00 3.00 73.96 0.07

002373.SZ

千方科技

10.00 6.00 37.49 0.12

002573.SZ

清新环境

10.00 8.00 107.34 0.10

000404.SZ

华意压缩

10.00 7.00 42.63 0.04

000759.SZ

中百集团

9.00 7.00 7.72 0.01

600502.SH

安徽水利

9.00 9.00 32.17 0.00

002229.SZ

鸿博股份

8.00 1.00 499.45 0.99

000938.SZ

紫光股份

8.00 3.00 143.66 0.92

300314.SZ

戴维医疗

8.00 2.00 312.48 0.78

002510.SZ

天汽模

8.00 3.00 46.48 0.05

300377.SZ

赢时胜

8.00 3.00 4.50 0.03

000811.SZ

烟台冰轮

8.00 7.00 13.00 0.02

300272.SZ

开能环保

7.00 3.00 567.38 1.06

000521.SZ

美菱电器

7.00 7.00 113.61 0.08

300019.SZ

硅宝科技

7.00 4.00 62.56 0.08

600432.SH

吉恩镍业

7.00 5.00 32.33 0.04

600523.SH

贵航股份

7.00 7.00 4.21 0.01

000019.SZ

深深宝

A 7.00 7.00 20.11 0.00

000601.SZ

韶能股份

6.00 1.00 10791.83 10.58

002303.SZ

美盈森

6.00 2.00 3004.98 3.98

002637.SZ

赞宇科技

6.00 4.00 827.10 1.65

002493.SZ

荣盛石化

6.00 1.00 153.13 0.30

300136.SZ

信维通信

6.00 3.00 140.44 0.20

002351.SZ

漫步者

6.00 2.00 82.20 0.18

300098.SZ

高新兴

6.00 4.00 30.22 0.07

600661.SH

新南洋

6.00 6.00 25.84 0.05

603766.SH

隆鑫通用

6.00 3.00 23.60 0.03

601139.SH

深圳燃气

6.00 6.00 5.50 0.01

300130.SZ

新国都

6.00 5.00 1.89 0.01

300121.SZ

阳谷华泰

6.00 4.00 3.93 0.00

000014.SZ

沙河股份

5.00 1.00 1009.29 1.93

002250.SZ

联化科技

5.00 2.00 480.25 1.04

2014年7月以来产业资本净增持情况（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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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1718.SH

际华集团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1363504.90 33.13 15.95

600797.SH

浙大网新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870848.68 16.44 61.05

600868.SH

梅雁吉祥 换手率达

20% 849587.51 10.03 51.98

600868.SH

梅雁吉祥 振幅值达

15% 849587.51 10.03 51.98

600868.SH

梅雁吉祥 换手率达

20% 799913.09 -9.95 44.48

601216.SH

内蒙君正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799282.46 18.51 14.94

002506.SZ

协鑫集成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733892.06 33.13 21.86

600868.SH

梅雁吉祥 换手率达

20% 713674.15 -10.04 41.27

600868.SH

梅雁吉祥 振幅值达

15% 713674.15 -10.04 41.27

600332.SH

白云山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655723.53 18.42 17.04

000667.SZ

美好集团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636817.40 26.09 39.43

600545.SH

新疆城建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599046.85 20.88 54.26

600601.SH

方正科技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594448.13 15.10 30.41

002266.SZ

浙富控股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576797.29 9.96 34.28

002266.SZ

浙富控股 换手率达

20% 576797.29 9.96 34.28

002038.SZ

双鹭药业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526371.80 21.86 23.95

002093.SZ

国脉科技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450948.00 20.95 31.87

002506.SZ

协鑫集成 振幅值达

15% 445540.07 -9.98 11.90

000558.SZ

莱茵体育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419023.03 21.00 27.08

000413.SZ

东旭光电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418041.15 20.98 20.86

002066.SZ

瑞泰科技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392913.91 25.60 55.43

000667.SZ

美好集团 振幅值达

15% 392138.15 -7.36 20.32

000875.SZ

吉电股份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390044.44 9.98 25.91

000875.SZ

吉电股份 换手率达

20% 390044.44 9.98 25.91

000410.SZ

沈阳机床 振幅值达

15% 386469.39 -5.99 18.39

600730.SH

中国高科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379477.04 29.27 45.49

000752.SZ

西藏发展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377935.97 16.98 69.21

000875.SZ

吉电股份 换手率达

20% 366515.75 -8.04 22.95

600496.SH

精工钢构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366444.76 19.32 36.44

300229.SZ

拓尔思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361935.89 24.76 31.55

板块名称 推荐券商 关注度

航天军工 西部证券、银泰证券、东吴证券

30%

软件 信达证券

10%

传媒 信达证券

10%

大数据 西部证券

10%

国企改革 大同证券

10%

医药 大同证券

10%

金融 西南证券

10%

地产 西南证券

10%

新能源汽车 银泰证券

10%

券商名称 本周趋势 中线趋势 本周区间 本周热点

民生证券 平 平

3500-3700

证金、汇金持有股票

信达证券 多 平

3400-3650

软件股、传媒股

国都证券 平 平

3350-3750

无

西部证券 平 空

3300-3800

航天军工、大数据

大同证券 平 平

3200-3700

国企改革、医药股

新时代证券 空 空

3100-3600

无

西南证券 多 多

3500-3850

低估值的金融、地产股

申万宏源 空 空

3370-3580

无

银泰证券 平 平

3400-3700

军工、新能源汽车

东吴证券 空 空

3300-3700

航天军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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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1328.SH

交通银行

2015-8-24 654181.07 3925086.40 0.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645.SH

中源协和

2015-8-24 97.50 32583.73 6041.80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600292.SH

中电远达

2015-8-24 11538.25 78081.69 0.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3399.SH

新华龙

2015-8-24 22944.60 35470.40 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3099.SH

长白山

2015-8-24 3600.00 10267.00 1640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1567.SH

三星电气

2015-8-24 687.00 100812.00 19047.83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300126.SZ

锐奇股份

2015-8-24 418.80 19400.39 11330.41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002649.SZ

博彦科技

2015-8-24 90.40 16430.29 339.71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002527.SZ

新时达

2015-8-24 1279.74 35863.52 23113.54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1579.SH

会稽山

2015-8-25 14800.00 24800.00 1520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675.SZ

东诚药业

2015-8-25 128.60 12274.20 5005.8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232.SZ

洲明科技

2015-8-25 167.83 13858.81 6445.01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0335.SH

国机汽车

2015-8-27 1475.53 57475.99 5238.58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180.SH

瑞茂通

2015-8-28 61813.38 88254.89 13485.86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705.SH

中航资本

2015-8-31 155565.62 373269.84 0.00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274.SZ

阳光电源

2015-8-31 656.70 46053.11 19774.69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000712.SZ

锦龙股份

2015-8-31 28675.39 84650.00 4950.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0949.SZ

新乡化纤

2015-9-1 19801.98 102653.94 70.19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357.SZ

我武生物

2015-9-2 97.20 7026.17 9133.83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542.SZ

中化岩土

2015-9-2 2018.37 35954.12 67845.88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010.SZ

立思辰

2015-9-2 203.28 40404.36 28053.39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未 来 两 周 限 售 股 解 禁 情 况 一 览

破位下行 沪综指上周跌

11.54%

上周沪综指大幅破位下跌，

周 跌 幅 达 到 11.54% ， 收 报

3507.74点。周K线收出一根中阴

线， 将前两周的反弹阳线吞吃，

终结了前两周的反弹行情，再次

受到多重均线的压制，大盘再次

步入向下寻底过程。

上周五两市总成交不足

9000亿元， 仍出现快速下跌，分

析人士指出，这说明市场没有买

盘支撑和基本的多头意愿。 预计

本周击穿3500点以及考验3373

点前期低点将是大概率事件。 考

虑到3373点一带为此前政策强

力救市重要位置，预计有望成为

大盘进行方向性选择的关键节

点。 如果该位置被破，将对技术

派构成致命打击，股指不得不再

度向下寻底。

尽管在连续下跌后，消息面

利空得到消化，做空动能得以释

放， 短线技术指标已经超卖，短

线超跌反弹有望展开。 不过，8月

PMI初值47.1%，创2009年3月以

来最低，且为连续第六个月低于

50.0%的临界值， 经济基本面持

续疲弱对股市的负面影响较大。

另外，国企改革等前期热点退潮

对市场情绪带来沉重打击，而金

融等蓝筹股在前期反弹中缺位，

上周调整过程中虽有护盘动作

但最终跟随杀跌，凸显做多人气

涣散。

总体来看， 市场信心的恢

复需要较长一段时间，结合技

术面形态，市场筑底周期进一

步延长。 如果资金不能持续回

流市场， 市场将难以摆脱困

局，成交量仍是决定市场走向

的重要观测指标。 目前市场缺

乏做多人气， 操作上难度加

大，建议避险观望，严格控制

仓位， 等待市场探明底部，仓

重者可逢反弹减仓，仓轻者可

在大盘超跌后适当抢反弹，快

进快出。 （李波）

大幅回调 创业板指周跌

12.42%

上周A股整体市场呈现出快

速震荡回撤过程，其中创业板指

全周跌幅达到12.42%，在沪深交

易所核心指数中跌幅居前，不仅

刷新了6月19日以来的单周跌幅

新高，也成为了创业板指历史上

第三大周跌幅。

上周五个交易日内，创业板

指仅周三呈现V字反转以红盘报

收，其余4个交易日悉数下跌，单

日跌幅分别为 0.29% 、6.08% 、

2.41%和6.65%。 其中周五不仅

创下了7月27日以来的单日跌幅

新高，还留下了一个27点的跳空

缺口。周内指数接连跌破了2600

点、2500点、2400点三大整数关

口，且成交量逐日回落，周五更

是以376.00亿元的成交额创下

了8月6日以来的新低。

周内创业板股票中仅11只

实现上涨。 其中，拓尔思、雷曼光

电、捷成股份、光韵达和天玑科

技的周涨幅在9%以上， 其余股

票的涨幅均不足3%。 上周下跌

的382只股票跌幅均超过了1%；

周跌幅在20%以上的股票共有

110只，其中依米康、浩丰科技、

劲胜精密、长海股份和四通新材

的周跌幅超过了30%。

除了市场观望情绪浓厚及

谨慎情绪的快速提升外， 权重

股的破位低迷走势以及较大的

估值和业绩压力均对创业板构

成压制。 经过上周的回调之后，

创 业 板 指 的 整 体 市 盈 率

（TTM）依旧74.1倍，处于相对

高位，且中报形势不容乐观。 据

招商证券统计， 创业板今年中

报业绩增速23.7%，与业绩预警

披露值均值接近， 但市场对于

创业板2015年一直预期增速为

65%， 与中报实际业绩相差较

多。 整体来看，多数行业呈现利

润回落的态势， 且行业分化严

重， 成长性行业仅传媒业绩靓

丽。 （王威）

弱市抗跌 申万银行指数下跌

7.59%

沪深两市大盘上周大幅下

挫，行业板块遭遇普跌，其中申

万银行指数全周下跌7.59%，跌

幅相对较小。 从目前来看，银行

板块6.3倍的市盈率仍具备估值

优势， 其安全边际也相对较高。

16只正常交易的银行股悉数下

跌，其中农业银行和工商银行的

跌幅相对较小，低于5%，分别下

跌3.21%和4.82%。 与之相比，光

大银行、宁波银行、中信银行和

南京银行跌幅相对较大， 超过

10% ， 分 别 下 跌 10.13% 、

10.56%、10.66%和14.10%。

据银监会近期发布的二季

度主要监管指标数据， 二季度

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1.50%，

较上季末上升0.11个百分点，增

速较一季度有所下降。 随着稳增

长力度不断加大，实体经济企稳

有望， 明年不良率有望迎来拐

点。 二季度末，商业银行贷款拨

备覆盖率为198.39%； 贷款拨备

率为2.98%。目前，银行业的不良

拨备较为充足，拨备覆盖率处于

较高水平，整体风险依然可控。

总的看，上半年上市银行净

利润整体增速较一季度微降，但

随着资产质量明年触底回升，在

规模增长驱动下，后续上市银行

利润增速有望上升。 此外，近期

股指大幅回落，部分高估值行业

板块更是成为杀跌的重灾区，但

银行股的估值仍处在低位，具有

的安全边际较大，抗风险能力也

较强。（徐伟平）

等待方向选择

□本报记者 李波

本周有10家券商发表了对

市场的看法， 其中5家看平，3家

看空，2家看多，市场情绪偏于谨

慎，并且出现一定分歧。 大部分

券商认为，市场弱势格局暂难改

变，年线和前低将成为大盘方向

性选择的关键节点，操作难度加

大，建议轻仓观望。 也有部分券

商认为，持续调整令做空动能释

放，短线技术指标超卖，沪综指

3400点附近支撑力度较强，大盘

有望止跌回升。

看平后市的券商中，银泰证

券认为， 在管理层维稳决心不

变， 央行货币宽松预期强烈，指

数接近前期支撑点位的情况下，

随着连续调整做空动能的释放，

企稳的可能性也在逐步增加，但

整体弱势的格局也暂难改变。 一

方面，近期调整对市场人气形成

较大打击，在没有超预期利好出

现的背景下，投资者信心的恢复

仍需时日；另一方面国内实体经

济的低迷也将制约资金做多的

信心，使得A股短期强势难现。

西部证券分析称，市场此前

反弹所依赖的政策面与流动性

两大做多逻辑在近期发生变化。

一方面，尽管上周以来也不乏有

大数据、海洋经济等产业方面的

顶层设计方案出台，但政策推出

程度明显弱于前期，且政策边际

效应下降给短期市场反弹带来

难度；另一方面，尽管央行采用

多种灵活工具释放流动性，但并

未有效对冲汇率贬值及银行间

市场短期利率上行对资本市场

带来的负面影响。考虑到3373点

一带为此前政策强力救市重要

位置，预计有望成为大盘进行方

向性选择的关键节点。

大同证券表示，从技术的角

度看，市场量能不足，场外资金参

与并不积极， 在没有新的增量资

金的推动下， 市场很难打破当前

僵局并向上拓展空间， 最好的情

况也是在此处形成新的震荡中

枢，以时间换空间的方式演进。预

计本周大盘将直接考验年线和前

期“救市”低点的支撑，如果股指

能够在年线处获得支撑， 那么说

明在救市的政策底之后， 市场又

找到了市场底， 即便量能不足也

能通过长时间的震荡逐步消化上

方压力；但如果一旦年线被破，将

对技术派构成致命打击， 股指不

得不再度向下寻底。

看空本周市场的券商中，新

时代证券指出，技术面上，上周

五大盘留下11个点的向下跳空

缺口未予回补，显示大盘向下突

破寻底，前期低点3373点或有一

定的支撑，大盘在此点位有可能

引发技术性反弹， 但从趋势看，

再创新低或是必然。 成交量继续

萎缩，显示市场观望气氛极为浓

厚，弱市探底特征非常明显。 市

场主流热点央企改革板块大幅

下挫，并带动上海、广东等地方

改革板块纷纷退潮，对市场杀伤

力极大。 操作策略上，仓重者应

逢反弹坚决逢高派发，仓轻者可

在大盘超跌后适当抢反弹，快进

快出。

东吴证券认为，偏冷的经济

数据成为反弹的一大拦路虎。 作

为微观层面的大部分企业盈利状

况也面临持续的严峻挑战， 进而

压制相关个股股价的表现。 市场

热点的退潮以及金融板块的疲弱

成为反弹的另一大拦路虎。 上周

证金概念标杆股梅雁吉祥周二从

涨停到跌停， 宣告此类热点开始

退潮，引发了获利盘的集中抛售，

“定海神针” 金融板块在前期反

弹过程中基本处于缺位状态，而

在调整中虽有偶尔象征性护盘动

作，但总体也跟随杀跌，说明其目

前的估值并没有得到主流机构的

认可， 这也引发了市场对于高估

值个股更大的担忧。

看多本周市场的券商中，西

南证券表示，银行体系开始加大

释放流动性的规模，对股市资金

面形成利好效应。 本周是8月份

最后一个完整交易周，也是股指

期货1509合约正式成为主力合

约的第一个交易周。 在经历了上

周的重挫之后，空逼多有望转换

为多逼空。 同时，本周上市公司

半年报多数也将完成披露，财务

数据和机构持股数据将提供给

市场各方以参考，做多积极性将

逐步恢复。 预计本周大盘将止跌

回升，有望上至3800点整数关口

之上。

信达证券指出，短线上证指

数可能跌破3500点，甚至考验前

期低点3370点，但连续大跌的可

能性不大，并有望止跌回稳。 一

方面，近日股指连续下跌，主要

是受利空消息的影响，但周边股

市下跌、 中国8月制造业PMI初

值47.1%、 两融余额下降等利空

消息已得到消化； 另一方面，在

连续下跌后，短线技术指标已经

超卖，许多指标股如券商、银行、

保险等短线随时止跌反弹。 目前

最令人担心的是，上证指数一旦

有效跌破3500点， 甚至跌破

3370点，则大盘可能再下一个台

阶。考虑到上证指数在3400点附

近支撑力度较强，短线大盘有望

止跌回升。

8月以来产业资本净增持逾92亿元

□本报记者 叶涛

8月以来市场维持震荡格

局，大盘几度冲击4000点未果转

而回调。据wind数据显示，8月以

来截至上周五发生产业资本增

减持的股票数量有371只，较7月

的988只大幅减少；8月以来累计

净增持金额也从上月的447.73亿

元骤降至92.29亿元。 从方向上

看，7月资金较为热捧的行业主

要集中在房地产、银行、券商领

域；8月风向有所转变， 以电力、

大消费、房地产为代表的主题品

种最为“吸金” 。 分析人士认为，

随着产业资本入市脚步放慢，预

计后市指数若要走出箱体，势必

面临更多资金面上的压力。

324只股票被净增持

据相关数据，8月1日-23日

期间，全部A股中获得产业资本

净增持的股票数量有324只，合

计增持股份数量7.63亿股， 涉及

金额达到107.68亿元；同期有26

只股票在二级市场遭到净减持，

合计减持股份数量 6871.89万

股， 累计金额为15.38亿元；此

外，此期间有21只股票增减持金

额持平。 8月以来涉及增减持操

作的上述371只个股为A股带来

92.29亿元净增持额度。

虽然整体上上市公司重要

股东对A股未来预期仍较为积

极，但无论总计金额还是所涉股

票数量，均无法与7月相提并论。

据Wind数据统计，整个7月

产业资本在988只股票上展开增

减持操作，其中获得净增持的股

票有885只， 净减持的股票有83

只，持平的有20只；其中净增持

股票金额为613.35亿元，净减持

股票金额为165.62亿元。 由此，7

月二级市场获得产业资本净增

持447.73亿元。

不过，8月净增持金额环比

骤减符合市场预期。 分析人士认

为，一方面6月中旬股指暴跌后，

上市公司重要股东及高管为提

振市场信心、维护股价稳定集体

掀起“增持潮” ，致使7月产业资

本大举回流，其规模甚至远远超

出此前流出规模， 形成7月净增

持金额的“高基数” ，其中以万

科A、兴业银行最为“豪气” ，单

月净增持金额分别达到159.24

亿元和99.23亿元， 位居个股前

两位；另一方面，毕竟公司回购

消耗的是“真金白银” ，在7月大

手笔净增持的基础上，8月金额

边际下滑实为情理之中。

上周以来股指三度寻底，A股

整体情绪尚需要进一步修复，产

业资本净增持规模下滑将削弱做

多力量， 而同期两市成交额环比

持续下滑，多空对阵陷入胶着。 分

析人士预计， 在市场资金面压力

真正发生趋势性改善以前， 指数

大概率还将维持震荡休整格局。

增持偏好有所改变

从实际效果看，7、8两月产业

资本连续增持维持股指重心意义

重大， 正是受到包括产业资本和

国家救市资金在内的诸多增量驰

援， 大盘才能顺利止跌企稳防止

系统性风险发生。不过，从资金偏

好看，8月产业资本增持方向相比

7月依然发现明显不同。

据wind资讯，7月产业资本

增持的重点集中在银行、 地产、

非银金融等领域，当月净增持金

额前五的个股分别是万科A、兴

业银行、招商银行、中天城投和

太平洋， 而仅仅上述5家公司累

计获得的净增持资金就达到

312.79亿元， 占到7月产业资金

净增持总额的69.86%； 除此之

外，净增持金额居前的还不乏中

国石化、三一重工、华侨城A、中

国神华这样的A股“大鳄” ，显示

这一时期以大蓝筹为主的低估

值品种成为产业资本的宠儿，避

险及抄底意味浓厚。

然而，时间推进到8月，以追

逐热点、 获取超额收益为目标的

产业资本成为这一时期主流，区

间净增持金额居前的分别是韶能

股份、新世界、生益科技、新华百

货，具体金额为10.58亿元、10.19

亿元、6.19亿元和5.17亿元， 所属

行业领域主要分布在商贸零售、

公用事业；天宸股份、华鑫股份、

东湖高新、中洲控股、沙河股份排

位也十分靠前。 而且从增减持变

动次数看，安科瑞、东诚科技、清

新环境、新华百货等10只个股频

次最高，均在10-21次之间，这在

客观上也成为产业资本青睐电

力、大消费品种的佐证。

8月以来， 关于新电改配套

方案有望出台的预期持续高涨；

消费板块在本轮牛市启动以来

整体涨幅相对滞后，估值也相对

偏低，目前业绩正处于低位拐点

上， 当前消费板块基本面好转、

巨头战略合作等成为了行情的

催化剂。

大幅补跌 次新股指数下跌

20.21%

此前市场震荡期间，次新股

板块具备较强赚钱效应，区间超

额收益较为明显，但是上周指数

启动三次探底， 次新股概念也

“无奈” 迎来补跌，一周累计跌

幅达到20.21%， 在全部124个

wind概念板块中跌幅最大。

从成分股来看， 除天际股份

逆势上涨2.23%外， 其余正常交

易的82只成分股5日区间涨跌悉

数为负， 其中跑输大盘的个股数

量有76只，跌幅超过20%的有60

只，音飞储存、恒通股份这两只股

票跌幅更高达33.55%和31.25%。

不过与次新股指数疲弱走势

相对应的是， 目前已发布的上市

公司中报显示，包括星石投资、昀

沣投资在内的私募以及牛散“扎

堆”现身次新股公司重要流通股

股东之列：如暴风科技、苏试试验

受到王亚伟青睐；浙江鼎立、威帝

股份、 三鑫医疗等前十大流通股

股东榜上， 更至少有2只以上私

募。 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减缓

此番次新股回调幅度。

但值得注意的是， 截至8月

20日193家次新股中有六成2015

年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实现正增

长， 而以暴风科技为代表的四成

次新股则出现业绩“变脸” ，这又

使得成分股后市分化概率加大，

从而令之前指数单边上行的“独

宠” 模式难以复制重来。 短期看，

不少次新股也打出“高送转”概

念，试图吸引资金参与，不过其中

鱼龙混杂， 甚至包括很多业绩大

幅下滑乃至亏损企业，令“含金

量” 大打折扣，料当前震荡格局

下难以起到“起死回生”功效，因

此未来次新股指数大概率分化，

向合理价值回归。（叶涛）

未 来 两 周 限 售 股 解 禁 情 况 一 览

破位下行 沪综指上周跌

11.54%

上周沪综指大幅破位下跌，

周 跌 幅 达 到 11.54% ， 收 报

3507.74点。周K线收出一根中阴

线， 将前两周的反弹阳线吞吃，

终结了前两周的反弹行情，再次

受到多重均线的压制，大盘再次

步入向下寻底过程。

上周五两市总成交不足

9000亿元， 仍出现快速下跌，分

析人士指出，这说明市场没有买

盘支撑和基本的多头意愿。 预计

本周击穿3500点以及考验3373

点前期低点将是大概率事件。 考

虑到3373点一带为此前政策强

力救市重要位置，预计有望成为

大盘进行方向性选择的关键节

点。 如果该位置被破，将对技术

派构成致命打击，股指不得不再

度向下寻底。

尽管在连续下跌后，消息面

利空得到消化，做空动能得以释

放， 短线技术指标已经超卖，短

线超跌反弹有望展开。 不过，8月

PMI初值47.1%，创2009年3月以

来最低，且为连续第六个月低于

50.0%的临界值， 经济基本面持

续疲弱对股市的负面影响较大。

另外，国企改革等前期热点退潮

对市场情绪带来沉重打击，而金

融等蓝筹股在前期反弹中缺位，

上周调整过程中虽有护盘动作

但最终跟随杀跌，凸显做多人气

涣散。

总体来看， 市场信心的恢

复需要较长一段时间，结合技

术面形态，市场筑底周期进一

步延长。 如果资金不能持续回

流市场， 市场将难以摆脱困

局，成交量仍是决定市场走向

的重要观测指标。 目前市场缺

乏做多人气， 操作上难度加

大，建议避险观望，严格控制

仓位， 等待市场探明底部，仓

重者可逢反弹减仓，仓轻者可

在大盘超跌后适当抢反弹，快

进快出。 （李波）

大幅回调 创业板指周跌

12.42%

上周A股整体市场呈现出快

速震荡回撤过程，其中创业板指

全周跌幅达到12.42%，在沪深交

易所核心指数中跌幅居前，不仅

刷新了6月19日以来的单周跌幅

新高，也成为了创业板指历史上

第三大周跌幅。

上周五个交易日内，创业板

指仅周三呈现V字反转以红盘报

收，其余4个交易日悉数下跌，单

日跌幅分别为 0.29% 、6.08% 、

2.41%和6.65%。 其中周五不仅

创下了7月27日以来的单日跌幅

新高，还留下了一个27点的跳空

缺口。周内指数接连跌破了2600

点、2500点、2400点三大整数关

口，且成交量逐日回落，周五更

是以376.00亿元的成交额创下

了8月6日以来的新低。

周内创业板股票中仅11只

实现上涨。 其中，拓尔思、雷曼光

电、捷成股份、光韵达和天玑科

技的周涨幅在9%以上， 其余股

票的涨幅均不足3%。 上周下跌

的382只股票跌幅均超过了1%；

周跌幅在20%以上的股票共有

110只，其中依米康、浩丰科技、

劲胜精密、长海股份和四通新材

的周跌幅超过了30%。

除了市场观望情绪浓厚及

谨慎情绪的快速提升外， 权重

股的破位低迷走势以及较大的

估值和业绩压力均对创业板构

成压制。 经过上周的回调之后，

创 业 板 指 的 整 体 市 盈 率

（TTM）依旧74.1倍，处于相对

高位，且中报形势不容乐观。 据

招商证券统计， 创业板今年中

报业绩增速23.7%，与业绩预警

披露值均值接近， 但市场对于

创业板2015年一直预期增速为

65%， 与中报实际业绩相差较

多。 整体来看，多数行业呈现利

润回落的态势， 且行业分化严

重， 成长性行业仅传媒业绩靓

丽。 （王威）

弱市抗跌 申万银行指数下跌

7.59%

沪深两市大盘上周大幅下

挫，行业板块遭遇普跌，其中申

万银行指数全周下跌7.59%，跌

幅相对较小。 从目前来看，银行

板块6.3倍的市盈率仍具备估值

优势， 其安全边际也相对较高。

16只正常交易的银行股悉数下

跌，其中农业银行和工商银行的

跌幅相对较小，低于5%，分别下

跌3.21%和4.82%。 与之相比，光

大银行、宁波银行、中信银行和

南京银行跌幅相对较大， 超过

10% ， 分 别 下 跌 10.13% 、

10.56%、10.66%和14.10%。

据银监会近期发布的二季

度主要监管指标数据， 二季度

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1.50%，

较上季末上升0.11个百分点，增

速较一季度有所下降。 随着稳增

长力度不断加大，实体经济企稳

有望， 明年不良率有望迎来拐

点。 二季度末，商业银行贷款拨

备覆盖率为198.39%； 贷款拨备

率为2.98%。目前，银行业的不良

拨备较为充足，拨备覆盖率处于

较高水平，整体风险依然可控。

总的看，上半年上市银行净

利润整体增速较一季度微降，但

随着资产质量明年触底回升，在

规模增长驱动下，后续上市银行

利润增速有望上升。 此外，近期

股指大幅回落，部分高估值行业

板块更是成为杀跌的重灾区，但

银行股的估值仍处在低位，具有

的安全边际较大，抗风险能力也

较强。（徐伟平）

等待方向选择

□本报记者 李波

本周有10家券商发表了对

市场的看法， 其中5家看平，3家

看空，2家看多，市场情绪偏于谨

慎，并且出现一定分歧。 大部分

券商认为，市场弱势格局暂难改

变，年线和前低将成为大盘方向

性选择的关键节点，操作难度加

大，建议轻仓观望。 也有部分券

商认为，持续调整令做空动能释

放，短线技术指标超卖，沪综指

3400点附近支撑力度较强，大盘

有望止跌回升。

看平后市的券商中，银泰证

券认为， 在管理层维稳决心不

变， 央行货币宽松预期强烈，指

数接近前期支撑点位的情况下，

随着连续调整做空动能的释放，

企稳的可能性也在逐步增加，但

整体弱势的格局也暂难改变。 一

方面，近期调整对市场人气形成

较大打击，在没有超预期利好出

现的背景下，投资者信心的恢复

仍需时日；另一方面国内实体经

济的低迷也将制约资金做多的

信心，使得A股短期强势难现。

西部证券分析称，市场此前

反弹所依赖的政策面与流动性

两大做多逻辑在近期发生变化。

一方面，尽管上周以来也不乏有

大数据、海洋经济等产业方面的

顶层设计方案出台，但政策推出

程度明显弱于前期，且政策边际

效应下降给短期市场反弹带来

难度；另一方面，尽管央行采用

多种灵活工具释放流动性，但并

未有效对冲汇率贬值及银行间

市场短期利率上行对资本市场

带来的负面影响。考虑到3373点

一带为此前政策强力救市重要

位置，预计有望成为大盘进行方

向性选择的关键节点。

大同证券表示，从技术的角

度看，市场量能不足，场外资金参

与并不积极， 在没有新的增量资

金的推动下， 市场很难打破当前

僵局并向上拓展空间， 最好的情

况也是在此处形成新的震荡中

枢，以时间换空间的方式演进。预

计本周大盘将直接考验年线和前

期“救市”低点的支撑，如果股指

能够在年线处获得支撑， 那么说

明在救市的政策底之后， 市场又

找到了市场底， 即便量能不足也

能通过长时间的震荡逐步消化上

方压力；但如果一旦年线被破，将

对技术派构成致命打击， 股指不

得不再度向下寻底。

看空本周市场的券商中，新

时代证券指出，技术面上，上周

五大盘留下11个点的向下跳空

缺口未予回补，显示大盘向下突

破寻底，前期低点3373点或有一

定的支撑，大盘在此点位有可能

引发技术性反弹， 但从趋势看，

再创新低或是必然。 成交量继续

萎缩，显示市场观望气氛极为浓

厚，弱市探底特征非常明显。 市

场主流热点央企改革板块大幅

下挫，并带动上海、广东等地方

改革板块纷纷退潮，对市场杀伤

力极大。 操作策略上，仓重者应

逢反弹坚决逢高派发，仓轻者可

在大盘超跌后适当抢反弹，快进

快出。

东吴证券认为，偏冷的经济

数据成为反弹的一大拦路虎。 作

为微观层面的大部分企业盈利状

况也面临持续的严峻挑战， 进而

压制相关个股股价的表现。 市场

热点的退潮以及金融板块的疲弱

成为反弹的另一大拦路虎。 上周

证金概念标杆股梅雁吉祥周二从

涨停到跌停， 宣告此类热点开始

退潮，引发了获利盘的集中抛售，

“定海神针” 金融板块在前期反

弹过程中基本处于缺位状态，而

在调整中虽有偶尔象征性护盘动

作，但总体也跟随杀跌，说明其目

前的估值并没有得到主流机构的

认可， 这也引发了市场对于高估

值个股更大的担忧。

看多本周市场的券商中，西

南证券表示，银行体系开始加大

释放流动性的规模，对股市资金

面形成利好效应。 本周是8月份

最后一个完整交易周，也是股指

期货1509合约正式成为主力合

约的第一个交易周。 在经历了上

周的重挫之后，空逼多有望转换

为多逼空。 同时，本周上市公司

半年报多数也将完成披露，财务

数据和机构持股数据将提供给

市场各方以参考，做多积极性将

逐步恢复。 预计本周大盘将止跌

回升，有望上至3800点整数关口

之上。

信达证券指出，短线上证指

数可能跌破3500点，甚至考验前

期低点3370点，但连续大跌的可

能性不大，并有望止跌回稳。 一

方面，近日股指连续下跌，主要

是受利空消息的影响，但周边股

市下跌、 中国8月制造业PMI初

值47.1%、 两融余额下降等利空

消息已得到消化； 另一方面，在

连续下跌后，短线技术指标已经

超卖，许多指标股如券商、银行、

保险等短线随时止跌反弹。 目前

最令人担心的是，上证指数一旦

有效跌破3500点， 甚至跌破

3370点，则大盘可能再下一个台

阶。考虑到上证指数在3400点附

近支撑力度较强，短线大盘有望

止跌回升。

8月以来产业资本净增持逾92亿元

□本报记者 叶涛

8月以来市场维持震荡格

局，大盘几度冲击4000点未果转

而回调。据wind数据显示，8月以

来截至上周五发生产业资本增

减持的股票数量有371只，较7月

的988只大幅减少；8月以来累计

净增持金额也从上月的447.73亿

元骤降至92.29亿元。 从方向上

看，7月资金较为热捧的行业主

要集中在房地产、银行、券商领

域；8月风向有所转变， 以电力、

大消费、房地产为代表的主题品

种最为“吸金” 。 分析人士认为，

随着产业资本入市脚步放慢，预

计后市指数若要走出箱体，势必

面临更多资金面上的压力。

324只股票被净增持

据相关数据，8月1日-23日

期间，全部A股中获得产业资本

净增持的股票数量有324只，合

计增持股份数量7.63亿股， 涉及

金额达到107.68亿元；同期有26

只股票在二级市场遭到净减持，

合计减持股份数量 6871.89万

股， 累计金额为15.38亿元；此

外，此期间有21只股票增减持金

额持平。 8月以来涉及增减持操

作的上述371只个股为A股带来

92.29亿元净增持额度。

虽然整体上上市公司重要

股东对A股未来预期仍较为积

极，但无论总计金额还是所涉股

票数量，均无法与7月相提并论。

据Wind数据统计，整个7月

产业资本在988只股票上展开增

减持操作，其中获得净增持的股

票有885只， 净减持的股票有83

只，持平的有20只；其中净增持

股票金额为613.35亿元，净减持

股票金额为165.62亿元。 由此，7

月二级市场获得产业资本净增

持447.73亿元。

不过，8月净增持金额环比

骤减符合市场预期。 分析人士认

为，一方面6月中旬股指暴跌后，

上市公司重要股东及高管为提

振市场信心、维护股价稳定集体

掀起“增持潮” ，致使7月产业资

本大举回流，其规模甚至远远超

出此前流出规模， 形成7月净增

持金额的“高基数” ，其中以万

科A、兴业银行最为“豪气” ，单

月净增持金额分别达到159.24

亿元和99.23亿元， 位居个股前

两位；另一方面，毕竟公司回购

消耗的是“真金白银” ，在7月大

手笔净增持的基础上，8月金额

边际下滑实为情理之中。

上周以来股指三度寻底，A股

整体情绪尚需要进一步修复，产

业资本净增持规模下滑将削弱做

多力量， 而同期两市成交额环比

持续下滑，多空对阵陷入胶着。 分

析人士预计， 在市场资金面压力

真正发生趋势性改善以前， 指数

大概率还将维持震荡休整格局。

增持偏好有所改变

从实际效果看，7、8两月产业

资本连续增持维持股指重心意义

重大， 正是受到包括产业资本和

国家救市资金在内的诸多增量驰

援， 大盘才能顺利止跌企稳防止

系统性风险发生。不过，从资金偏

好看，8月产业资本增持方向相比

7月依然发现明显不同。

据wind资讯，7月产业资本

增持的重点集中在银行、 地产、

非银金融等领域，当月净增持金

额前五的个股分别是万科A、兴

业银行、招商银行、中天城投和

太平洋， 而仅仅上述5家公司累

计获得的净增持资金就达到

312.79亿元， 占到7月产业资金

净增持总额的69.86%； 除此之

外，净增持金额居前的还不乏中

国石化、三一重工、华侨城A、中

国神华这样的A股“大鳄” ，显示

这一时期以大蓝筹为主的低估

值品种成为产业资本的宠儿，避

险及抄底意味浓厚。

然而，时间推进到8月，以追

逐热点、 获取超额收益为目标的

产业资本成为这一时期主流，区

间净增持金额居前的分别是韶能

股份、新世界、生益科技、新华百

货，具体金额为10.58亿元、10.19

亿元、6.19亿元和5.17亿元， 所属

行业领域主要分布在商贸零售、

公用事业；天宸股份、华鑫股份、

东湖高新、中洲控股、沙河股份排

位也十分靠前。 而且从增减持变

动次数看，安科瑞、东诚科技、清

新环境、新华百货等10只个股频

次最高，均在10-21次之间，这在

客观上也成为产业资本青睐电

力、大消费品种的佐证。

8月以来， 关于新电改配套

方案有望出台的预期持续高涨；

消费板块在本轮牛市启动以来

整体涨幅相对滞后，估值也相对

偏低，目前业绩正处于低位拐点

上， 当前消费板块基本面好转、

巨头战略合作等成为了行情的

催化剂。

大幅补跌 次新股指数下跌

20.21%

此前市场震荡期间，次新股

板块具备较强赚钱效应，区间超

额收益较为明显，但是上周指数

启动三次探底， 次新股概念也

“无奈” 迎来补跌，一周累计跌

幅达到20.21%， 在全部124个

wind概念板块中跌幅最大。

从成分股来看， 除天际股份

逆势上涨2.23%外， 其余正常交

易的82只成分股5日区间涨跌悉

数为负， 其中跑输大盘的个股数

量有76只，跌幅超过20%的有60

只，音飞储存、恒通股份这两只股

票跌幅更高达33.55%和31.25%。

不过与次新股指数疲弱走势

相对应的是， 目前已发布的上市

公司中报显示，包括星石投资、昀

沣投资在内的私募以及牛散“扎

堆”现身次新股公司重要流通股

股东之列：如暴风科技、苏试试验

受到王亚伟青睐；浙江鼎立、威帝

股份、 三鑫医疗等前十大流通股

股东榜上， 更至少有2只以上私

募。 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减缓

此番次新股回调幅度。

但值得注意的是， 截至8月

20日193家次新股中有六成2015

年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实现正增

长， 而以暴风科技为代表的四成

次新股则出现业绩“变脸” ，这又

使得成分股后市分化概率加大，

从而令之前指数单边上行的“独

宠” 模式难以复制重来。 短期看，

不少次新股也打出“高送转”概

念，试图吸引资金参与，不过其中

鱼龙混杂， 甚至包括很多业绩大

幅下滑乃至亏损企业，令“含金

量” 大打折扣，料当前震荡格局

下难以起到“起死回生”功效，因

此未来次新股指数大概率分化，

向合理价值回归。（叶涛）

■

一周多空分析

国内券商多空观点基本情况国内券商多空观点基本情况

本周推荐关注行业情况一览本周推荐关注行业情况一览

2014年7月以来产业资本净增持情况（亿元）

破位下行 沪综指上周跌

11.54%

上周沪综指大幅破位下跌，

周 跌 幅 达 到 11.54% ， 收 报

3507.74点。周K线收出一根中阴

线， 将前两周的反弹阳线吞吃，

终结了前两周的反弹行情，再次

受到多重均线的压制，大盘再次

步入向下寻底过程。

上周五两市总成交不足

9000亿元， 仍出现快速下跌，分

析人士指出，这说明市场没有买

盘支撑和基本的多头意愿。 预计

本周击穿3500点以及考验3373

点前期低点将是大概率事件。 考

虑到3373点一带为此前政策强

力救市重要位置，预计有望成为

大盘进行方向性选择的关键节

点。 如果该位置被破，将对技术

派构成致命打击，股指不得不再

度向下寻底。

尽管在连续下跌后，消息面

利空得到消化，做空动能得以释

放， 短线技术指标已经超卖，短

线超跌反弹有望展开。 不过，8月

PMI初值47.1%，创2009年3月以

来最低，且为连续第六个月低于

50.0%的临界值， 经济基本面持

续疲弱对股市的负面影响较大。

另外，国企改革等前期热点退潮

对市场情绪带来沉重打击，而金

融等蓝筹股在前期反弹中缺位，

上周调整过程中虽有护盘动作

但最终跟随杀跌，凸显做多人气

涣散。

总体来看， 市场信心的恢

复需要较长一段时间，结合技

术面形态，市场筑底周期进一

步延长。 如果资金不能持续回

流市场， 市场将难以摆脱困

局，成交量仍是决定市场走向

的重要观测指标。 目前市场缺

乏做多人气， 操作上难度加

大，建议避险观望，严格控制

仓位， 等待市场探明底部，仓

重者可逢反弹减仓，仓轻者可

在大盘超跌后适当抢反弹，快

进快出。 （李波）

大幅回调 创业板指周跌

12.42%

上周A股整体市场呈现出快

速震荡回撤过程，其中创业板指

全周跌幅达到12.42%，在沪深交

易所核心指数中跌幅居前，不仅

刷新了6月19日以来的单周跌幅

新高，也成为了创业板指历史上

第三大周跌幅。

上周五个交易日内，创业板

指仅周三呈现V字反转以红盘报

收，其余4个交易日悉数下跌，单

日跌幅分别为 0.29% 、6.08% 、

2.41%和6.65%。 其中周五不仅

创下了7月27日以来的单日跌幅

新高，还留下了一个27点的跳空

缺口。周内指数接连跌破了2600

点、2500点、2400点三大整数关

口，且成交量逐日回落，周五更

是以376.00亿元的成交额创下

了8月6日以来的新低。

周内创业板股票中仅11只

实现上涨。 其中，拓尔思、雷曼光

电、捷成股份、光韵达和天玑科

技的周涨幅在9%以上， 其余股

票的涨幅均不足3%。 上周下跌

的382只股票跌幅均超过了1%；

周跌幅在20%以上的股票共有

110只，其中依米康、浩丰科技、

劲胜精密、长海股份和四通新材

的周跌幅超过了30%。

除了市场观望情绪浓厚及

谨慎情绪的快速提升外， 权重

股的破位低迷走势以及较大的

估值和业绩压力均对创业板构

成压制。 经过上周的回调之后，

创 业 板 指 的 整 体 市 盈 率

（TTM）依旧74.1倍，处于相对

高位，且中报形势不容乐观。 据

招商证券统计， 创业板今年中

报业绩增速23.7%，与业绩预警

披露值均值接近， 但市场对于

创业板2015年一直预期增速为

65%， 与中报实际业绩相差较

多。 整体来看，多数行业呈现利

润回落的态势， 且行业分化严

重， 成长性行业仅传媒业绩靓

丽。 （王威）

弱市抗跌 申万银行指数下跌

7.59%

沪深两市大盘上周大幅下

挫，行业板块遭遇普跌，其中申

万银行指数全周下跌7.59%，跌

幅相对较小。 从目前来看，银行

板块6.3倍的市盈率仍具备估值

优势， 其安全边际也相对较高。

16只正常交易的银行股悉数下

跌，其中农业银行和工商银行的

跌幅相对较小，低于5%，分别下

跌3.21%和4.82%。 与之相比，光

大银行、宁波银行、中信银行和

南京银行跌幅相对较大， 超过

10% ， 分 别 下 跌 10.13% 、

10.56%、10.66%和14.10%。

据银监会近期发布的二季

度主要监管指标数据， 二季度

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1.50%，

较上季末上升0.11个百分点，增

速较一季度有所下降。 随着稳增

长力度不断加大，实体经济企稳

有望， 明年不良率有望迎来拐

点。 二季度末，商业银行贷款拨

备覆盖率为198.39%； 贷款拨备

率为2.98%。目前，银行业的不良

拨备较为充足，拨备覆盖率处于

较高水平，整体风险依然可控。

总的看，上半年上市银行净

利润整体增速较一季度微降，但

随着资产质量明年触底回升，在

规模增长驱动下，后续上市银行

利润增速有望上升。 此外，近期

股指大幅回落，部分高估值行业

板块更是成为杀跌的重灾区，但

银行股的估值仍处在低位，具有

的安全边际较大，抗风险能力也

较强。（徐伟平）

等待方向选择

□本报记者 李波

本周有10家券商发表了对

市场的看法， 其中5家看平，3家

看空，2家看多，市场情绪偏于谨

慎，并且出现一定分歧。 大部分

券商认为，市场弱势格局暂难改

变，年线和前低将成为大盘方向

性选择的关键节点，操作难度加

大，建议轻仓观望。 也有部分券

商认为，持续调整令做空动能释

放，短线技术指标超卖，沪综指

3400点附近支撑力度较强，大盘

有望止跌回升。

看平后市的券商中，银泰证

券认为， 在管理层维稳决心不

变， 央行货币宽松预期强烈，指

数接近前期支撑点位的情况下，

随着连续调整做空动能的释放，

企稳的可能性也在逐步增加，但

整体弱势的格局也暂难改变。 一

方面，近期调整对市场人气形成

较大打击，在没有超预期利好出

现的背景下，投资者信心的恢复

仍需时日；另一方面国内实体经

济的低迷也将制约资金做多的

信心，使得A股短期强势难现。

西部证券分析称，市场此前

反弹所依赖的政策面与流动性

两大做多逻辑在近期发生变化。

一方面，尽管上周以来也不乏有

大数据、海洋经济等产业方面的

顶层设计方案出台，但政策推出

程度明显弱于前期，且政策边际

效应下降给短期市场反弹带来

难度；另一方面，尽管央行采用

多种灵活工具释放流动性，但并

未有效对冲汇率贬值及银行间

市场短期利率上行对资本市场

带来的负面影响。考虑到3373点

一带为此前政策强力救市重要

位置，预计有望成为大盘进行方

向性选择的关键节点。

大同证券表示，从技术的角

度看，市场量能不足，场外资金参

与并不积极， 在没有新的增量资

金的推动下， 市场很难打破当前

僵局并向上拓展空间， 最好的情

况也是在此处形成新的震荡中

枢，以时间换空间的方式演进。预

计本周大盘将直接考验年线和前

期“救市”低点的支撑，如果股指

能够在年线处获得支撑， 那么说

明在救市的政策底之后， 市场又

找到了市场底， 即便量能不足也

能通过长时间的震荡逐步消化上

方压力；但如果一旦年线被破，将

对技术派构成致命打击， 股指不

得不再度向下寻底。

看空本周市场的券商中，新

时代证券指出，技术面上，上周

五大盘留下11个点的向下跳空

缺口未予回补，显示大盘向下突

破寻底，前期低点3373点或有一

定的支撑，大盘在此点位有可能

引发技术性反弹， 但从趋势看，

再创新低或是必然。 成交量继续

萎缩，显示市场观望气氛极为浓

厚，弱市探底特征非常明显。 市

场主流热点央企改革板块大幅

下挫，并带动上海、广东等地方

改革板块纷纷退潮，对市场杀伤

力极大。 操作策略上，仓重者应

逢反弹坚决逢高派发，仓轻者可

在大盘超跌后适当抢反弹，快进

快出。

东吴证券认为，偏冷的经济

数据成为反弹的一大拦路虎。 作

为微观层面的大部分企业盈利状

况也面临持续的严峻挑战， 进而

压制相关个股股价的表现。 市场

热点的退潮以及金融板块的疲弱

成为反弹的另一大拦路虎。 上周

证金概念标杆股梅雁吉祥周二从

涨停到跌停， 宣告此类热点开始

退潮，引发了获利盘的集中抛售，

“定海神针” 金融板块在前期反

弹过程中基本处于缺位状态，而

在调整中虽有偶尔象征性护盘动

作，但总体也跟随杀跌，说明其目

前的估值并没有得到主流机构的

认可， 这也引发了市场对于高估

值个股更大的担忧。

看多本周市场的券商中，西

南证券表示，银行体系开始加大

释放流动性的规模，对股市资金

面形成利好效应。 本周是8月份

最后一个完整交易周，也是股指

期货1509合约正式成为主力合

约的第一个交易周。 在经历了上

周的重挫之后，空逼多有望转换

为多逼空。 同时，本周上市公司

半年报多数也将完成披露，财务

数据和机构持股数据将提供给

市场各方以参考，做多积极性将

逐步恢复。 预计本周大盘将止跌

回升，有望上至3800点整数关口

之上。

信达证券指出，短线上证指

数可能跌破3500点，甚至考验前

期低点3370点，但连续大跌的可

能性不大，并有望止跌回稳。 一

方面，近日股指连续下跌，主要

是受利空消息的影响，但周边股

市下跌、 中国8月制造业PMI初

值47.1%、 两融余额下降等利空

消息已得到消化； 另一方面，在

连续下跌后，短线技术指标已经

超卖，许多指标股如券商、银行、

保险等短线随时止跌反弹。 目前

最令人担心的是，上证指数一旦

有效跌破3500点， 甚至跌破

3370点，则大盘可能再下一个台

阶。考虑到上证指数在3400点附

近支撑力度较强，短线大盘有望

止跌回升。

8月以来产业资本净增持逾92亿元

□本报记者 叶涛

8月以来市场维持震荡格

局，大盘几度冲击4000点未果转

而回调。据wind数据显示，8月以

来截至上周五发生产业资本增

减持的股票数量有371只，较7月

的988只大幅减少；8月以来累计

净增持金额也从上月的447.73亿

元骤降至92.29亿元。 从方向上

看，7月资金较为热捧的行业主

要集中在房地产、银行、券商领

域；8月风向有所转变， 以电力、

大消费、房地产为代表的主题品

种最为“吸金” 。 分析人士认为，

随着产业资本入市脚步放慢，预

计后市指数若要走出箱体，势必

面临更多资金面上的压力。

324只股票被净增持

据相关数据，8月1日-23日

期间，全部A股中获得产业资本

净增持的股票数量有324只，合

计增持股份数量7.63亿股， 涉及

金额达到107.68亿元；同期有26

只股票在二级市场遭到净减持，

合计减持股份数量 6871.89万

股， 累计金额为15.38亿元；此

外，此期间有21只股票增减持金

额持平。 8月以来涉及增减持操

作的上述371只个股为A股带来

92.29亿元净增持额度。

虽然整体上上市公司重要

股东对A股未来预期仍较为积

极，但无论总计金额还是所涉股

票数量，均无法与7月相提并论。

据Wind数据统计，整个7月

产业资本在988只股票上展开增

减持操作，其中获得净增持的股

票有885只， 净减持的股票有83

只，持平的有20只；其中净增持

股票金额为613.35亿元，净减持

股票金额为165.62亿元。 由此，7

月二级市场获得产业资本净增

持447.73亿元。

不过，8月净增持金额环比

骤减符合市场预期。 分析人士认

为，一方面6月中旬股指暴跌后，

上市公司重要股东及高管为提

振市场信心、维护股价稳定集体

掀起“增持潮” ，致使7月产业资

本大举回流，其规模甚至远远超

出此前流出规模， 形成7月净增

持金额的“高基数” ，其中以万

科A、兴业银行最为“豪气” ，单

月净增持金额分别达到159.24

亿元和99.23亿元， 位居个股前

两位；另一方面，毕竟公司回购

消耗的是“真金白银” ，在7月大

手笔净增持的基础上，8月金额

边际下滑实为情理之中。

上周以来股指三度寻底，A股

整体情绪尚需要进一步修复，产

业资本净增持规模下滑将削弱做

多力量， 而同期两市成交额环比

持续下滑，多空对阵陷入胶着。 分

析人士预计， 在市场资金面压力

真正发生趋势性改善以前， 指数

大概率还将维持震荡休整格局。

增持偏好有所改变

从实际效果看，7、8两月产业

资本连续增持维持股指重心意义

重大， 正是受到包括产业资本和

国家救市资金在内的诸多增量驰

援， 大盘才能顺利止跌企稳防止

系统性风险发生。不过，从资金偏

好看，8月产业资本增持方向相比

7月依然发现明显不同。

据wind资讯，7月产业资本

增持的重点集中在银行、 地产、

非银金融等领域，当月净增持金

额前五的个股分别是万科A、兴

业银行、招商银行、中天城投和

太平洋， 而仅仅上述5家公司累

计获得的净增持资金就达到

312.79亿元， 占到7月产业资金

净增持总额的69.86%； 除此之

外，净增持金额居前的还不乏中

国石化、三一重工、华侨城A、中

国神华这样的A股“大鳄” ，显示

这一时期以大蓝筹为主的低估

值品种成为产业资本的宠儿，避

险及抄底意味浓厚。

然而，时间推进到8月，以追

逐热点、 获取超额收益为目标的

产业资本成为这一时期主流，区

间净增持金额居前的分别是韶能

股份、新世界、生益科技、新华百

货，具体金额为10.58亿元、10.19

亿元、6.19亿元和5.17亿元， 所属

行业领域主要分布在商贸零售、

公用事业；天宸股份、华鑫股份、

东湖高新、中洲控股、沙河股份排

位也十分靠前。 而且从增减持变

动次数看，安科瑞、东诚科技、清

新环境、新华百货等10只个股频

次最高，均在10-21次之间，这在

客观上也成为产业资本青睐电

力、大消费品种的佐证。

8月以来， 关于新电改配套

方案有望出台的预期持续高涨；

消费板块在本轮牛市启动以来

整体涨幅相对滞后，估值也相对

偏低，目前业绩正处于低位拐点

上， 当前消费板块基本面好转、

巨头战略合作等成为了行情的

催化剂。

大幅补跌 次新股指数下跌

20.21%

此前市场震荡期间，次新股

板块具备较强赚钱效应，区间超

额收益较为明显，但是上周指数

启动三次探底， 次新股概念也

“无奈” 迎来补跌，一周累计跌

幅达到20.21%， 在全部124个

wind概念板块中跌幅最大。

从成分股来看， 除天际股份

逆势上涨2.23%外， 其余正常交

易的82只成分股5日区间涨跌悉

数为负， 其中跑输大盘的个股数

量有76只，跌幅超过20%的有60

只，音飞储存、恒通股份这两只股

票跌幅更高达33.55%和31.25%。

不过与次新股指数疲弱走势

相对应的是， 目前已发布的上市

公司中报显示，包括星石投资、昀

沣投资在内的私募以及牛散“扎

堆”现身次新股公司重要流通股

股东之列：如暴风科技、苏试试验

受到王亚伟青睐；浙江鼎立、威帝

股份、 三鑫医疗等前十大流通股

股东榜上， 更至少有2只以上私

募。 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减缓

此番次新股回调幅度。

但值得注意的是， 截至8月

20日193家次新股中有六成2015

年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实现正增

长， 而以暴风科技为代表的四成

次新股则出现业绩“变脸” ，这又

使得成分股后市分化概率加大，

从而令之前指数单边上行的“独

宠” 模式难以复制重来。 短期看，

不少次新股也打出“高送转”概

念，试图吸引资金参与，不过其中

鱼龙混杂， 甚至包括很多业绩大

幅下滑乃至亏损企业，令“含金

量” 大打折扣，料当前震荡格局

下难以起到“起死回生”功效，因

此未来次新股指数大概率分化，

向合理价值回归。（叶涛）

8月产业资本净增持金额居前个股

破位下行 沪综指上周跌

11.54%

上周沪综指大幅破位下跌，

周 跌 幅 达 到 11.54% ， 收 报

3507.74点。周K线收出一根中阴

线， 将前两周的反弹阳线吞吃，

终结了前两周的反弹行情，再次

受到多重均线的压制，大盘再次

步入向下寻底过程。

上周五两市总成交不足

9000亿元， 仍出现快速下跌，分

析人士指出，这说明市场没有买

盘支撑和基本的多头意愿。 预计

本周击穿3500点以及考验3373

点前期低点将是大概率事件。 考

虑到3373点一带为此前政策强

力救市重要位置，预计有望成为

大盘进行方向性选择的关键节

点。 如果该位置被破，将对技术

派构成致命打击，股指不得不再

度向下寻底。

尽管在连续下跌后，消息面

利空得到消化，做空动能得以释

放， 短线技术指标已经超卖，短

线超跌反弹有望展开。 不过，8月

PMI初值47.1%，创2009年3月以

来最低，且为连续第六个月低于

50.0%的临界值， 经济基本面持

续疲弱对股市的负面影响较大。

另外，国企改革等前期热点退潮

对市场情绪带来沉重打击，而金

融等蓝筹股在前期反弹中缺位，

上周调整过程中虽有护盘动作

但最终跟随杀跌，凸显做多人气

涣散。

总体来看， 市场信心的恢

复需要较长一段时间，结合技

术面形态，市场筑底周期进一

步延长。 如果资金不能持续回

流市场， 市场将难以摆脱困

局，成交量仍是决定市场走向

的重要观测指标。 目前市场缺

乏做多人气， 操作上难度加

大，建议避险观望，严格控制

仓位， 等待市场探明底部，仓

重者可逢反弹减仓，仓轻者可

在大盘超跌后适当抢反弹，快

进快出。 （李波）

大幅回调 创业板指周跌

12.42%

上周A股整体市场呈现出快

速震荡回撤过程，其中创业板指

全周跌幅达到12.42%，在沪深交

易所核心指数中跌幅居前，不仅

刷新了6月19日以来的单周跌幅

新高，也成为了创业板指历史上

第三大周跌幅。

上周五个交易日内，创业板

指仅周三呈现V字反转以红盘报

收，其余4个交易日悉数下跌，单

日跌幅分别为 0.29% 、6.08% 、

2.41%和6.65%。 其中周五不仅

创下了7月27日以来的单日跌幅

新高，还留下了一个27点的跳空

缺口。周内指数接连跌破了2600

点、2500点、2400点三大整数关

口，且成交量逐日回落，周五更

是以376.00亿元的成交额创下

了8月6日以来的新低。

周内创业板股票中仅11只

实现上涨。 其中，拓尔思、雷曼光

电、捷成股份、光韵达和天玑科

技的周涨幅在9%以上， 其余股

票的涨幅均不足3%。 上周下跌

的382只股票跌幅均超过了1%；

周跌幅在20%以上的股票共有

110只，其中依米康、浩丰科技、

劲胜精密、长海股份和四通新材

的周跌幅超过了30%。

除了市场观望情绪浓厚及

谨慎情绪的快速提升外， 权重

股的破位低迷走势以及较大的

估值和业绩压力均对创业板构

成压制。 经过上周的回调之后，

创 业 板 指 的 整 体 市 盈 率

（TTM）依旧74.1倍，处于相对

高位，且中报形势不容乐观。 据

招商证券统计， 创业板今年中

报业绩增速23.7%，与业绩预警

披露值均值接近， 但市场对于

创业板2015年一直预期增速为

65%， 与中报实际业绩相差较

多。 整体来看，多数行业呈现利

润回落的态势， 且行业分化严

重， 成长性行业仅传媒业绩靓

丽。 （王威）

弱市抗跌 申万银行指数下跌

7.59%

沪深两市大盘上周大幅下

挫，行业板块遭遇普跌，其中申

万银行指数全周下跌7.59%，跌

幅相对较小。 从目前来看，银行

板块6.3倍的市盈率仍具备估值

优势， 其安全边际也相对较高。

16只正常交易的银行股悉数下

跌，其中农业银行和工商银行的

跌幅相对较小，低于5%，分别下

跌3.21%和4.82%。 与之相比，光

大银行、宁波银行、中信银行和

南京银行跌幅相对较大， 超过

10% ， 分 别 下 跌 10.13% 、

10.56%、10.66%和14.10%。

据银监会近期发布的二季

度主要监管指标数据， 二季度

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1.50%，

较上季末上升0.11个百分点，增

速较一季度有所下降。 随着稳增

长力度不断加大，实体经济企稳

有望， 明年不良率有望迎来拐

点。 二季度末，商业银行贷款拨

备覆盖率为198.39%； 贷款拨备

率为2.98%。目前，银行业的不良

拨备较为充足，拨备覆盖率处于

较高水平，整体风险依然可控。

总的看，上半年上市银行净

利润整体增速较一季度微降，但

随着资产质量明年触底回升，在

规模增长驱动下，后续上市银行

利润增速有望上升。 此外，近期

股指大幅回落，部分高估值行业

板块更是成为杀跌的重灾区，但

银行股的估值仍处在低位，具有

的安全边际较大，抗风险能力也

较强。（徐伟平）

等待方向选择

□本报记者 李波

本周有10家券商发表了对

市场的看法， 其中5家看平，3家

看空，2家看多，市场情绪偏于谨

慎，并且出现一定分歧。 大部分

券商认为，市场弱势格局暂难改

变，年线和前低将成为大盘方向

性选择的关键节点，操作难度加

大，建议轻仓观望。 也有部分券

商认为，持续调整令做空动能释

放，短线技术指标超卖，沪综指

3400点附近支撑力度较强，大盘

有望止跌回升。

看平后市的券商中，银泰证

券认为， 在管理层维稳决心不

变， 央行货币宽松预期强烈，指

数接近前期支撑点位的情况下，

随着连续调整做空动能的释放，

企稳的可能性也在逐步增加，但

整体弱势的格局也暂难改变。 一

方面，近期调整对市场人气形成

较大打击，在没有超预期利好出

现的背景下，投资者信心的恢复

仍需时日；另一方面国内实体经

济的低迷也将制约资金做多的

信心，使得A股短期强势难现。

西部证券分析称，市场此前

反弹所依赖的政策面与流动性

两大做多逻辑在近期发生变化。

一方面，尽管上周以来也不乏有

大数据、海洋经济等产业方面的

顶层设计方案出台，但政策推出

程度明显弱于前期，且政策边际

效应下降给短期市场反弹带来

难度；另一方面，尽管央行采用

多种灵活工具释放流动性，但并

未有效对冲汇率贬值及银行间

市场短期利率上行对资本市场

带来的负面影响。考虑到3373点

一带为此前政策强力救市重要

位置，预计有望成为大盘进行方

向性选择的关键节点。

大同证券表示，从技术的角

度看，市场量能不足，场外资金参

与并不积极， 在没有新的增量资

金的推动下， 市场很难打破当前

僵局并向上拓展空间， 最好的情

况也是在此处形成新的震荡中

枢，以时间换空间的方式演进。预

计本周大盘将直接考验年线和前

期“救市”低点的支撑，如果股指

能够在年线处获得支撑， 那么说

明在救市的政策底之后， 市场又

找到了市场底， 即便量能不足也

能通过长时间的震荡逐步消化上

方压力；但如果一旦年线被破，将

对技术派构成致命打击， 股指不

得不再度向下寻底。

看空本周市场的券商中，新

时代证券指出，技术面上，上周

五大盘留下11个点的向下跳空

缺口未予回补，显示大盘向下突

破寻底，前期低点3373点或有一

定的支撑，大盘在此点位有可能

引发技术性反弹， 但从趋势看，

再创新低或是必然。 成交量继续

萎缩，显示市场观望气氛极为浓

厚，弱市探底特征非常明显。 市

场主流热点央企改革板块大幅

下挫，并带动上海、广东等地方

改革板块纷纷退潮，对市场杀伤

力极大。 操作策略上，仓重者应

逢反弹坚决逢高派发，仓轻者可

在大盘超跌后适当抢反弹，快进

快出。

东吴证券认为，偏冷的经济

数据成为反弹的一大拦路虎。 作

为微观层面的大部分企业盈利状

况也面临持续的严峻挑战， 进而

压制相关个股股价的表现。 市场

热点的退潮以及金融板块的疲弱

成为反弹的另一大拦路虎。 上周

证金概念标杆股梅雁吉祥周二从

涨停到跌停， 宣告此类热点开始

退潮，引发了获利盘的集中抛售，

“定海神针” 金融板块在前期反

弹过程中基本处于缺位状态，而

在调整中虽有偶尔象征性护盘动

作，但总体也跟随杀跌，说明其目

前的估值并没有得到主流机构的

认可， 这也引发了市场对于高估

值个股更大的担忧。

看多本周市场的券商中，西

南证券表示，银行体系开始加大

释放流动性的规模，对股市资金

面形成利好效应。 本周是8月份

最后一个完整交易周，也是股指

期货1509合约正式成为主力合

约的第一个交易周。 在经历了上

周的重挫之后，空逼多有望转换

为多逼空。 同时，本周上市公司

半年报多数也将完成披露，财务

数据和机构持股数据将提供给

市场各方以参考，做多积极性将

逐步恢复。 预计本周大盘将止跌

回升，有望上至3800点整数关口

之上。

信达证券指出，短线上证指

数可能跌破3500点，甚至考验前

期低点3370点，但连续大跌的可

能性不大，并有望止跌回稳。 一

方面，近日股指连续下跌，主要

是受利空消息的影响，但周边股

市下跌、 中国8月制造业PMI初

值47.1%、 两融余额下降等利空

消息已得到消化； 另一方面，在

连续下跌后，短线技术指标已经

超卖，许多指标股如券商、银行、

保险等短线随时止跌反弹。 目前

最令人担心的是，上证指数一旦

有效跌破3500点， 甚至跌破

3370点，则大盘可能再下一个台

阶。考虑到上证指数在3400点附

近支撑力度较强，短线大盘有望

止跌回升。

8月以来产业资本净增持逾92亿元

□本报记者 叶涛

8月以来市场维持震荡格

局，大盘几度冲击4000点未果转

而回调。据wind数据显示，8月以

来截至上周五发生产业资本增

减持的股票数量有371只，较7月

的988只大幅减少；8月以来累计

净增持金额也从上月的447.73亿

元骤降至92.29亿元。 从方向上

看，7月资金较为热捧的行业主

要集中在房地产、银行、券商领

域；8月风向有所转变， 以电力、

大消费、房地产为代表的主题品

种最为“吸金” 。 分析人士认为，

随着产业资本入市脚步放慢，预

计后市指数若要走出箱体，势必

面临更多资金面上的压力。

324只股票被净增持

据相关数据，8月1日-23日

期间，全部A股中获得产业资本

净增持的股票数量有324只，合

计增持股份数量7.63亿股， 涉及

金额达到107.68亿元；同期有26

只股票在二级市场遭到净减持，

合计减持股份数量 6871.89万

股， 累计金额为15.38亿元；此

外，此期间有21只股票增减持金

额持平。 8月以来涉及增减持操

作的上述371只个股为A股带来

92.29亿元净增持额度。

虽然整体上上市公司重要

股东对A股未来预期仍较为积

极，但无论总计金额还是所涉股

票数量，均无法与7月相提并论。

据Wind数据统计，整个7月

产业资本在988只股票上展开增

减持操作，其中获得净增持的股

票有885只， 净减持的股票有83

只，持平的有20只；其中净增持

股票金额为613.35亿元，净减持

股票金额为165.62亿元。 由此，7

月二级市场获得产业资本净增

持447.73亿元。

不过，8月净增持金额环比

骤减符合市场预期。 分析人士认

为，一方面6月中旬股指暴跌后，

上市公司重要股东及高管为提

振市场信心、维护股价稳定集体

掀起“增持潮” ，致使7月产业资

本大举回流，其规模甚至远远超

出此前流出规模， 形成7月净增

持金额的“高基数” ，其中以万

科A、兴业银行最为“豪气” ，单

月净增持金额分别达到159.24

亿元和99.23亿元， 位居个股前

两位；另一方面，毕竟公司回购

消耗的是“真金白银” ，在7月大

手笔净增持的基础上，8月金额

边际下滑实为情理之中。

上周以来股指三度寻底，A股

整体情绪尚需要进一步修复，产

业资本净增持规模下滑将削弱做

多力量， 而同期两市成交额环比

持续下滑，多空对阵陷入胶着。 分

析人士预计， 在市场资金面压力

真正发生趋势性改善以前， 指数

大概率还将维持震荡休整格局。

增持偏好有所改变

从实际效果看，7、8两月产业

资本连续增持维持股指重心意义

重大， 正是受到包括产业资本和

国家救市资金在内的诸多增量驰

援， 大盘才能顺利止跌企稳防止

系统性风险发生。不过，从资金偏

好看，8月产业资本增持方向相比

7月依然发现明显不同。

据wind资讯，7月产业资本

增持的重点集中在银行、 地产、

非银金融等领域，当月净增持金

额前五的个股分别是万科A、兴

业银行、招商银行、中天城投和

太平洋， 而仅仅上述5家公司累

计获得的净增持资金就达到

312.79亿元， 占到7月产业资金

净增持总额的69.86%； 除此之

外，净增持金额居前的还不乏中

国石化、三一重工、华侨城A、中

国神华这样的A股“大鳄” ，显示

这一时期以大蓝筹为主的低估

值品种成为产业资本的宠儿，避

险及抄底意味浓厚。

然而，时间推进到8月，以追

逐热点、 获取超额收益为目标的

产业资本成为这一时期主流，区

间净增持金额居前的分别是韶能

股份、新世界、生益科技、新华百

货，具体金额为10.58亿元、10.19

亿元、6.19亿元和5.17亿元， 所属

行业领域主要分布在商贸零售、

公用事业；天宸股份、华鑫股份、

东湖高新、中洲控股、沙河股份排

位也十分靠前。 而且从增减持变

动次数看，安科瑞、东诚科技、清

新环境、新华百货等10只个股频

次最高，均在10-21次之间，这在

客观上也成为产业资本青睐电

力、大消费品种的佐证。

8月以来， 关于新电改配套

方案有望出台的预期持续高涨；

消费板块在本轮牛市启动以来

整体涨幅相对滞后，估值也相对

偏低，目前业绩正处于低位拐点

上， 当前消费板块基本面好转、

巨头战略合作等成为了行情的

催化剂。

大幅补跌 次新股指数下跌

20.21%

此前市场震荡期间，次新股

板块具备较强赚钱效应，区间超

额收益较为明显，但是上周指数

启动三次探底， 次新股概念也

“无奈” 迎来补跌，一周累计跌

幅达到20.21%， 在全部124个

wind概念板块中跌幅最大。

从成分股来看， 除天际股份

逆势上涨2.23%外， 其余正常交

易的82只成分股5日区间涨跌悉

数为负， 其中跑输大盘的个股数

量有76只，跌幅超过20%的有60

只，音飞储存、恒通股份这两只股

票跌幅更高达33.55%和31.25%。

不过与次新股指数疲弱走势

相对应的是， 目前已发布的上市

公司中报显示，包括星石投资、昀

沣投资在内的私募以及牛散“扎

堆”现身次新股公司重要流通股

股东之列：如暴风科技、苏试试验

受到王亚伟青睐；浙江鼎立、威帝

股份、 三鑫医疗等前十大流通股

股东榜上， 更至少有2只以上私

募。 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减缓

此番次新股回调幅度。

但值得注意的是， 截至8月

20日193家次新股中有六成2015

年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实现正增

长， 而以暴风科技为代表的四成

次新股则出现业绩“变脸” ，这又

使得成分股后市分化概率加大，

从而令之前指数单边上行的“独

宠” 模式难以复制重来。 短期看，

不少次新股也打出“高送转”概

念，试图吸引资金参与，不过其中

鱼龙混杂， 甚至包括很多业绩大

幅下滑乃至亏损企业，令“含金

量” 大打折扣，料当前震荡格局

下难以起到“起死回生”功效，因

此未来次新股指数大概率分化，

向合理价值回归。（叶涛）

8月增减持变动次数居前个股

破位下行 沪综指上周跌

11.54%

上周沪综指大幅破位下跌，

周 跌 幅 达 到 11.54% ， 收 报

3507.74点。周K线收出一根中阴

线， 将前两周的反弹阳线吞吃，

终结了前两周的反弹行情，再次

受到多重均线的压制，大盘再次

步入向下寻底过程。

上周五两市总成交不足

9000亿元， 仍出现快速下跌，分

析人士指出，这说明市场没有买

盘支撑和基本的多头意愿。 预计

本周击穿3500点以及考验3373

点前期低点将是大概率事件。 考

虑到3373点一带为此前政策强

力救市重要位置，预计有望成为

大盘进行方向性选择的关键节

点。 如果该位置被破，将对技术

派构成致命打击，股指不得不再

度向下寻底。

尽管在连续下跌后，消息面

利空得到消化，做空动能得以释

放， 短线技术指标已经超卖，短

线超跌反弹有望展开。 不过，8月

PMI初值47.1%，创2009年3月以

来最低，且为连续第六个月低于

50.0%的临界值， 经济基本面持

续疲弱对股市的负面影响较大。

另外，国企改革等前期热点退潮

对市场情绪带来沉重打击，而金

融等蓝筹股在前期反弹中缺位，

上周调整过程中虽有护盘动作

但最终跟随杀跌，凸显做多人气

涣散。

总体来看， 市场信心的恢

复需要较长一段时间，结合技

术面形态，市场筑底周期进一

步延长。 如果资金不能持续回

流市场， 市场将难以摆脱困

局，成交量仍是决定市场走向

的重要观测指标。 目前市场缺

乏做多人气， 操作上难度加

大，建议避险观望，严格控制

仓位， 等待市场探明底部，仓

重者可逢反弹减仓，仓轻者可

在大盘超跌后适当抢反弹，快

进快出。 （李波）

大幅回调 创业板指周跌

12.42%

上周A股整体市场呈现出快

速震荡回撤过程，其中创业板指

全周跌幅达到12.42%，在沪深交

易所核心指数中跌幅居前，不仅

刷新了6月19日以来的单周跌幅

新高，也成为了创业板指历史上

第三大周跌幅。

上周五个交易日内，创业板

指仅周三呈现V字反转以红盘报

收，其余4个交易日悉数下跌，单

日跌幅分别为 0.29% 、6.08% 、

2.41%和6.65%。 其中周五不仅

创下了7月27日以来的单日跌幅

新高，还留下了一个27点的跳空

缺口。周内指数接连跌破了2600

点、2500点、2400点三大整数关

口，且成交量逐日回落，周五更

是以376.00亿元的成交额创下

了8月6日以来的新低。

周内创业板股票中仅11只

实现上涨。 其中，拓尔思、雷曼光

电、捷成股份、光韵达和天玑科

技的周涨幅在9%以上， 其余股

票的涨幅均不足3%。 上周下跌

的382只股票跌幅均超过了1%；

周跌幅在20%以上的股票共有

110只，其中依米康、浩丰科技、

劲胜精密、长海股份和四通新材

的周跌幅超过了30%。

除了市场观望情绪浓厚及

谨慎情绪的快速提升外， 权重

股的破位低迷走势以及较大的

估值和业绩压力均对创业板构

成压制。 经过上周的回调之后，

创 业 板 指 的 整 体 市 盈 率

（TTM）依旧74.1倍，处于相对

高位，且中报形势不容乐观。 据

招商证券统计， 创业板今年中

报业绩增速23.7%，与业绩预警

披露值均值接近， 但市场对于

创业板2015年一直预期增速为

65%， 与中报实际业绩相差较

多。 整体来看，多数行业呈现利

润回落的态势， 且行业分化严

重， 成长性行业仅传媒业绩靓

丽。 （王威）

弱市抗跌 申万银行指数下跌

7.59%

沪深两市大盘上周大幅下

挫，行业板块遭遇普跌，其中申

万银行指数全周下跌7.59%，跌

幅相对较小。 从目前来看，银行

板块6.3倍的市盈率仍具备估值

优势， 其安全边际也相对较高。

16只正常交易的银行股悉数下

跌，其中农业银行和工商银行的

跌幅相对较小，低于5%，分别下

跌3.21%和4.82%。 与之相比，光

大银行、宁波银行、中信银行和

南京银行跌幅相对较大， 超过

10% ， 分 别 下 跌 10.13% 、

10.56%、10.66%和14.10%。

据银监会近期发布的二季

度主要监管指标数据， 二季度

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1.50%，

较上季末上升0.11个百分点，增

速较一季度有所下降。 随着稳增

长力度不断加大，实体经济企稳

有望， 明年不良率有望迎来拐

点。 二季度末，商业银行贷款拨

备覆盖率为198.39%； 贷款拨备

率为2.98%。目前，银行业的不良

拨备较为充足，拨备覆盖率处于

较高水平，整体风险依然可控。

总的看，上半年上市银行净

利润整体增速较一季度微降，但

随着资产质量明年触底回升，在

规模增长驱动下，后续上市银行

利润增速有望上升。 此外，近期

股指大幅回落，部分高估值行业

板块更是成为杀跌的重灾区，但

银行股的估值仍处在低位，具有

的安全边际较大，抗风险能力也

较强。（徐伟平）

等待方向选择

□本报记者 李波

本周有10家券商发表了对

市场的看法， 其中5家看平，3家

看空，2家看多，市场情绪偏于谨

慎，并且出现一定分歧。 大部分

券商认为，市场弱势格局暂难改

变，年线和前低将成为大盘方向

性选择的关键节点，操作难度加

大，建议轻仓观望。 也有部分券

商认为，持续调整令做空动能释

放，短线技术指标超卖，沪综指

3400点附近支撑力度较强，大盘

有望止跌回升。

看平后市的券商中，银泰证

券认为， 在管理层维稳决心不

变， 央行货币宽松预期强烈，指

数接近前期支撑点位的情况下，

随着连续调整做空动能的释放，

企稳的可能性也在逐步增加，但

整体弱势的格局也暂难改变。 一

方面，近期调整对市场人气形成

较大打击，在没有超预期利好出

现的背景下，投资者信心的恢复

仍需时日；另一方面国内实体经

济的低迷也将制约资金做多的

信心，使得A股短期强势难现。

西部证券分析称，市场此前

反弹所依赖的政策面与流动性

两大做多逻辑在近期发生变化。

一方面，尽管上周以来也不乏有

大数据、海洋经济等产业方面的

顶层设计方案出台，但政策推出

程度明显弱于前期，且政策边际

效应下降给短期市场反弹带来

难度；另一方面，尽管央行采用

多种灵活工具释放流动性，但并

未有效对冲汇率贬值及银行间

市场短期利率上行对资本市场

带来的负面影响。考虑到3373点

一带为此前政策强力救市重要

位置，预计有望成为大盘进行方

向性选择的关键节点。

大同证券表示，从技术的角

度看，市场量能不足，场外资金参

与并不积极， 在没有新的增量资

金的推动下， 市场很难打破当前

僵局并向上拓展空间， 最好的情

况也是在此处形成新的震荡中

枢，以时间换空间的方式演进。预

计本周大盘将直接考验年线和前

期“救市”低点的支撑，如果股指

能够在年线处获得支撑， 那么说

明在救市的政策底之后， 市场又

找到了市场底， 即便量能不足也

能通过长时间的震荡逐步消化上

方压力；但如果一旦年线被破，将

对技术派构成致命打击， 股指不

得不再度向下寻底。

看空本周市场的券商中，新

时代证券指出，技术面上，上周

五大盘留下11个点的向下跳空

缺口未予回补，显示大盘向下突

破寻底，前期低点3373点或有一

定的支撑，大盘在此点位有可能

引发技术性反弹， 但从趋势看，

再创新低或是必然。 成交量继续

萎缩，显示市场观望气氛极为浓

厚，弱市探底特征非常明显。 市

场主流热点央企改革板块大幅

下挫，并带动上海、广东等地方

改革板块纷纷退潮，对市场杀伤

力极大。 操作策略上，仓重者应

逢反弹坚决逢高派发，仓轻者可

在大盘超跌后适当抢反弹，快进

快出。

东吴证券认为，偏冷的经济

数据成为反弹的一大拦路虎。 作

为微观层面的大部分企业盈利状

况也面临持续的严峻挑战， 进而

压制相关个股股价的表现。 市场

热点的退潮以及金融板块的疲弱

成为反弹的另一大拦路虎。 上周

证金概念标杆股梅雁吉祥周二从

涨停到跌停， 宣告此类热点开始

退潮，引发了获利盘的集中抛售，

“定海神针” 金融板块在前期反

弹过程中基本处于缺位状态，而

在调整中虽有偶尔象征性护盘动

作，但总体也跟随杀跌，说明其目

前的估值并没有得到主流机构的

认可， 这也引发了市场对于高估

值个股更大的担忧。

看多本周市场的券商中，西

南证券表示，银行体系开始加大

释放流动性的规模，对股市资金

面形成利好效应。 本周是8月份

最后一个完整交易周，也是股指

期货1509合约正式成为主力合

约的第一个交易周。 在经历了上

周的重挫之后，空逼多有望转换

为多逼空。 同时，本周上市公司

半年报多数也将完成披露，财务

数据和机构持股数据将提供给

市场各方以参考，做多积极性将

逐步恢复。 预计本周大盘将止跌

回升，有望上至3800点整数关口

之上。

信达证券指出，短线上证指

数可能跌破3500点，甚至考验前

期低点3370点，但连续大跌的可

能性不大，并有望止跌回稳。 一

方面，近日股指连续下跌，主要

是受利空消息的影响，但周边股

市下跌、 中国8月制造业PMI初

值47.1%、 两融余额下降等利空

消息已得到消化； 另一方面，在

连续下跌后，短线技术指标已经

超卖，许多指标股如券商、银行、

保险等短线随时止跌反弹。 目前

最令人担心的是，上证指数一旦

有效跌破3500点， 甚至跌破

3370点，则大盘可能再下一个台

阶。考虑到上证指数在3400点附

近支撑力度较强，短线大盘有望

止跌回升。

8月以来产业资本净增持逾92亿元

□本报记者 叶涛

8月以来市场维持震荡格

局，大盘几度冲击4000点未果转

而回调。据wind数据显示，8月以

来截至上周五发生产业资本增

减持的股票数量有371只，较7月

的988只大幅减少；8月以来累计

净增持金额也从上月的447.73亿

元骤降至92.29亿元。 从方向上

看，7月资金较为热捧的行业主

要集中在房地产、银行、券商领

域；8月风向有所转变， 以电力、

大消费、房地产为代表的主题品

种最为“吸金” 。 分析人士认为，

随着产业资本入市脚步放慢，预

计后市指数若要走出箱体，势必

面临更多资金面上的压力。

324只股票被净增持

据相关数据，8月1日-23日

期间，全部A股中获得产业资本

净增持的股票数量有324只，合

计增持股份数量7.63亿股， 涉及

金额达到107.68亿元；同期有26

只股票在二级市场遭到净减持，

合计减持股份数量 6871.89万

股， 累计金额为15.38亿元；此

外，此期间有21只股票增减持金

额持平。 8月以来涉及增减持操

作的上述371只个股为A股带来

92.29亿元净增持额度。

虽然整体上上市公司重要

股东对A股未来预期仍较为积

极，但无论总计金额还是所涉股

票数量，均无法与7月相提并论。

据Wind数据统计，整个7月

产业资本在988只股票上展开增

减持操作，其中获得净增持的股

票有885只， 净减持的股票有83

只，持平的有20只；其中净增持

股票金额为613.35亿元，净减持

股票金额为165.62亿元。 由此，7

月二级市场获得产业资本净增

持447.73亿元。

不过，8月净增持金额环比

骤减符合市场预期。 分析人士认

为，一方面6月中旬股指暴跌后，

上市公司重要股东及高管为提

振市场信心、维护股价稳定集体

掀起“增持潮” ，致使7月产业资

本大举回流，其规模甚至远远超

出此前流出规模， 形成7月净增

持金额的“高基数” ，其中以万

科A、兴业银行最为“豪气” ，单

月净增持金额分别达到159.24

亿元和99.23亿元， 位居个股前

两位；另一方面，毕竟公司回购

消耗的是“真金白银” ，在7月大

手笔净增持的基础上，8月金额

边际下滑实为情理之中。

上周以来股指三度寻底，A股

整体情绪尚需要进一步修复，产

业资本净增持规模下滑将削弱做

多力量， 而同期两市成交额环比

持续下滑，多空对阵陷入胶着。 分

析人士预计， 在市场资金面压力

真正发生趋势性改善以前， 指数

大概率还将维持震荡休整格局。

增持偏好有所改变

从实际效果看，7、8两月产业

资本连续增持维持股指重心意义

重大， 正是受到包括产业资本和

国家救市资金在内的诸多增量驰

援， 大盘才能顺利止跌企稳防止

系统性风险发生。不过，从资金偏

好看，8月产业资本增持方向相比

7月依然发现明显不同。

据wind资讯，7月产业资本

增持的重点集中在银行、 地产、

非银金融等领域，当月净增持金

额前五的个股分别是万科A、兴

业银行、招商银行、中天城投和

太平洋， 而仅仅上述5家公司累

计获得的净增持资金就达到

312.79亿元， 占到7月产业资金

净增持总额的69.86%； 除此之

外，净增持金额居前的还不乏中

国石化、三一重工、华侨城A、中

国神华这样的A股“大鳄” ，显示

这一时期以大蓝筹为主的低估

值品种成为产业资本的宠儿，避

险及抄底意味浓厚。

然而，时间推进到8月，以追

逐热点、 获取超额收益为目标的

产业资本成为这一时期主流，区

间净增持金额居前的分别是韶能

股份、新世界、生益科技、新华百

货，具体金额为10.58亿元、10.19

亿元、6.19亿元和5.17亿元， 所属

行业领域主要分布在商贸零售、

公用事业；天宸股份、华鑫股份、

东湖高新、中洲控股、沙河股份排

位也十分靠前。 而且从增减持变

动次数看，安科瑞、东诚科技、清

新环境、新华百货等10只个股频

次最高，均在10-21次之间，这在

客观上也成为产业资本青睐电

力、大消费品种的佐证。

8月以来， 关于新电改配套

方案有望出台的预期持续高涨；

消费板块在本轮牛市启动以来

整体涨幅相对滞后，估值也相对

偏低，目前业绩正处于低位拐点

上， 当前消费板块基本面好转、

巨头战略合作等成为了行情的

催化剂。

大幅补跌 次新股指数下跌

20.21%

此前市场震荡期间，次新股

板块具备较强赚钱效应，区间超

额收益较为明显，但是上周指数

启动三次探底， 次新股概念也

“无奈” 迎来补跌，一周累计跌

幅达到20.21%， 在全部124个

wind概念板块中跌幅最大。

从成分股来看， 除天际股份

逆势上涨2.23%外， 其余正常交

易的82只成分股5日区间涨跌悉

数为负， 其中跑输大盘的个股数

量有76只，跌幅超过20%的有60

只，音飞储存、恒通股份这两只股

票跌幅更高达33.55%和31.25%。

不过与次新股指数疲弱走势

相对应的是， 目前已发布的上市

公司中报显示，包括星石投资、昀

沣投资在内的私募以及牛散“扎

堆”现身次新股公司重要流通股

股东之列：如暴风科技、苏试试验

受到王亚伟青睐；浙江鼎立、威帝

股份、 三鑫医疗等前十大流通股

股东榜上， 更至少有2只以上私

募。 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减缓

此番次新股回调幅度。

但值得注意的是， 截至8月

20日193家次新股中有六成2015

年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实现正增

长， 而以暴风科技为代表的四成

次新股则出现业绩“变脸” ，这又

使得成分股后市分化概率加大，

从而令之前指数单边上行的“独

宠” 模式难以复制重来。 短期看，

不少次新股也打出“高送转”概

念，试图吸引资金参与，不过其中

鱼龙混杂， 甚至包括很多业绩大

幅下滑乃至亏损企业，令“含金

量” 大打折扣，料当前震荡格局

下难以起到“起死回生”功效，因

此未来次新股指数大概率分化，

向合理价值回归。（叶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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