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年限售股解禁规模（月度）

10月四个交易周限售股解禁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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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400.SZ

劲拓股份

2015-10-12 3892.68 6892.68 5107.32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402.SZ

宝色股份

2015-10-12 755.00 5855.00 14345.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702.SZ

海欣食品

2015-10-12 16000.00 28280.00 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399.SZ

京天利

2015-10-12 546.75 2540.75 5459.25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3010.SH

万盛股份

2015-10-12 2263.66 4763.66 5236.34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3456.SH

九洲药业

2015-10-12 588.00 5784.00 14994.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0183.SH

生益科技

2015-10-12 1453.56 143755.39 0.00

股权激励一般股份

600317.SH

营口港

2015-10-12 318026.81 647298.30 0.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701.SZ

奥瑞金

2015-10-12 11569.00 63427.40 34707.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019.SZ

亿帆鑫富

2015-10-12 1179.07 19500.51 24531.42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707.SH

彩虹股份

2015-10-13 132.00 73603.77 72.00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000786.SZ

北新建材

2015-10-13 22735.57 137765.57 3632.59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588.SH

用友网络

2015-10-14 40.46 139750.99 6208.22

股权激励一般股份

603018.SH

设计股份

2015-10-14 3693.29 6293.29 4106.71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1777.SH

力帆股份

2015-10-14 1963.32 99377.62 26257.71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600969.SH

郴电国际

2015-10-14 5405.41 26432.18 0.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259.SH

广晟有色

2015-10-14 890.59 25830.59 381.68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292.SZ

奥飞动漫

2015-10-14 1325.67 66135.32 60252.71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000.SH

浦发银行

2015-10-14 373069.43 1865347.14 0.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032.SZ

苏泊尔

2015-10-14 3.60 46649.17 16638.35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603606.SH

东方电缆

2015-10-15 7026.80 13923.80 17173.2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

首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281.SZ

光迅科技

2015-10-15 1731.72 18014.74 2974.22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0630.SZ

铜陵有色

2015-10-16 245261.02 956045.21 19.16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118.SZ

东方日升

2015-10-16 8991.22 48507.16 18952.23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475.SZ

立讯精密

2015-10-16 9821.08 124789.78 0.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504.SZ

弘高创意

2015-10-16 2525.64 13561.23 27712.18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代码 名称 异动类型

异动

起始日

区间股票成

交额(万元)

区间

涨跌幅

区间

换手率

000782.SZ

美达股份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9-30 299382.9626 -17.11 48.66

000782.SZ

美达股份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均换手率与前五个交易日的日均换手率的比值达到

30

倍且换手率累计达

20%

的证券

2015-10-8 299193.5790 -7.89 48.63

000782.SZ

美达股份 换手率达

20% 2015-10-8 299193.5790 -7.89 48.63

000782.SZ

美达股份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10-8 299193.5790 -7.89 48.63

000410.SZ

沈阳机床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10-9 288720.1115 10.02 18.84

002276.SZ

万马股份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10-9 270488.3403 10.01 13.89

600074.SH

保千里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9-30 239206.7120 -15.01 20.83

600855.SH

航天长峰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9-30 230982.0405 28.28 27.11

000545.SZ

金浦钛业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9-30 185999.1311 -19.68 64.09

600343.SH

航天动力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9-30 177483.5878 29.09 14.80

300089.SZ

文化长城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9-30 170294.3232 -16.38 86.51

000558.SZ

莱茵体育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10-9 165673.8736 10.01 11.39

600074.SH

保千里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10-8 154975.2199 -5.39 13.44

000782.SZ

美达股份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10-9 152437.9176 -5.78 25.96

000782.SZ

美达股份 换手率达

20% 2015-10-9 152437.9176 -5.78 25.96

300001.SZ

特锐德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10-9 126200.4457 10.00 7.42

300431.SZ

暴风科技 换手率达

20% 2015-10-9 122288.1092 3.57 27.58

600073.SH

上海梅林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10-8 121215.2544 -9.93 12.02

000545.SZ

金浦钛业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10-8 118526.9222 -3.60 40.46

000545.SZ

金浦钛业 振幅值达

15% 2015-10-8 118526.9222 -3.60 40.46

000545.SZ

金浦钛业 换手率达

20% 2015-10-8 118526.9222 -3.60 40.46

300314.SZ

戴维医疗 换手率达

20% 2015-10-9 113643.7228 -5.31 30.28

603308.SH

应流股份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9-30 102713.9377 27.33 20.56

300314.SZ

戴维医疗 换手率达

20% 2015-10-8 98811.2784 10.00 26.34

002684.SZ

猛狮科技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9-30 98189.8256 33.17 23.34

600202.SH

哈空调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9-29 97365.9577 -23.60 24.61

600202.SH

哈空调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10-8 96928.5697 -5.67 24.51

600212.SH

江泉实业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9-29 94562.1940 -20.83 26.95

002425.SZ

凯撒股份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10-9 87936.3373 10.01 13.83

002090.SZ

金智科技 振幅值达

15% 2015-10-8 85267.2176 -2.38 1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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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485.SH

信威集团

2015-10-8 19.40 4.98 20.02 905.00 17,557.00

002252.SZ

上海莱士

2015-10-8 37.36 -9.98 42.40 358.00 13,374.88

600485.SH

信威集团

2015-10-8 19.40 4.98 20.02 510.00 9,894.00

000426.SZ

兴业矿业

2015-10-8 4.38 -10.06 5.36 1,974.70 8,649.19

002610.SZ

爱康科技

2015-10-9 9.38 -1.16 9.62 900.00 8,442.00

601099.SH

太平洋

2015-10-8 6.01 -9.90 6.92 1,250.00 7,512.50

000810.SZ

创维数字

2015-10-8 9.83 -9.98 12.01 751.80 7,390.19

300237.SZ

美晨科技

2015-10-8 8.90 -0.22 9.29 730.00 6,497.00

300237.SZ

美晨科技

2015-10-9 9.32 0.32 9.32 660.00 6,151.20

600522.SH

中天科技

2015-10-9 17.36 -2.96 17.90 320.00 5,555.20

600522.SH

中天科技

2015-10-8 17.35 6.70 17.89 320.00 5,552.00

000837.SZ

秦川机床

2015-10-9 13.59 1.42 14.00 362.75 4,929.75

000837.SZ

秦川机床

2015-10-9 13.59 1.42 14.00 362.70 4,929.09

002268.SZ

卫士通

2015-10-9 46.55 -10.00 51.77 105.00 4,887.75

000837.SZ

秦川机床

2015-10-9 12.06 -10.00 14.00 300.00 3,618.00

002064.SZ

华峰氨纶

2015-10-9 5.22 -4.22 5.52 600.00 3,132.00

600485.SH

信威集团

2015-10-8 20.02 8.33 20.02 155.50 3,113.06

000837.SZ

秦川机床

2015-10-9 13.51 0.82 14.00 200.00 2,702.00

600556.SH

慧球科技

2015-10-9 10.57 0.19 10.68 207.20 2,190.10

002433.SZ

太安堂

2015-10-9 10.50 -4.98 11.58 200.00 2,100.00

300004.SZ

南风股份

2015-10-9 19.92 -2.11 20.54 100.00 1,992.00

000541.SZ

佛山照明

2015-10-9 10.20 0.20 10.17 195.00 1,989.00

600556.SH

慧球科技

2015-10-9 10.57 0.19 10.68 165.65 1,750.92

002589.SZ

瑞康医药

2015-10-9 46.88 -10.00 46.88 37.02 1,735.50

600556.SH

慧球科技

2015-10-9 10.57 0.19 10.68 160.82 1,699.87

000697.SZ

炼石有色

2015-10-9 16.49 -9.99 18.58 100.00 1,649.00

000697.SZ

炼石有色

2015-10-8 16.09 -10.01 18.32 100.00 1,609.00

600556.SH

慧球科技

2015-10-9 10.57 0.19 10.68 145.41 1,536.98

600556.SH

慧球科技

2015-10-9 10.57 0.19 10.68 142.14 1,502.42

002289.SZ

宇顺电子

2015-10-9 40.46 -9.99 40.46 29.87 1,208.54

9月以来个股跌幅榜

9月以来个股涨幅榜

9月涨幅超两成个股的行业分布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所属行业

自由流通

市值(亿元)

市盈率

PE(TTM)

9月以来

涨跌幅

（%）

7月8日以

来最低价

（元）

7月8日以

来最高价

（元）

7月8日以

来涨跌幅

（%）

600604.SH

市北高新 房地产

19.75 -730.21 91.53 9.15 21.25 101.67

000025.SZ

特力

A

汽车

24.08 1,182.04 89.86 9.88 51.99 311.15

002027.SZ

七喜控股 计算机

33.17 1,275.61 89.55 13.68 31.10 89.55

002067.SZ

景兴纸业 轻工制造

86.38 -691.86 73.99 4.69 9.58 72.39

002085.SZ

万丰奥威 汽车

91.57 48.34 70.60 13.34 57.57 36.46

300431.SZ

暴风科技 传媒

43.69 703.97 67.10 39.00 307.56 -52.65

300242.SZ

明家科技 电气设备

23.89 531.54 59.96 24.80 87.40 70.67

600680.SH

上海普天 计算机

19.20 1,344.00 59.85 10.84 32.92 119.58

002227.SZ

奥特迅 电气设备

24.39 121.20 57.83 17.00 38.49 79.69

300223.SZ

北京君正 电子

21.37 -593.08 54.93 14.71 32.67 28.21

002407.SZ

多氟多 化工

66.95 369.52 53.42 17.06 40.21 123.39

300314.SZ

戴维医疗 医药生物

23.45 154.38 53.27 15.13 40.10 -21.23

600576.SH

万好万家 房地产

42.47 -340.34 51.76 11.88 53.80 -20.07

300324.SZ

旋极信息 计算机

60.00 156.63 50.42 18.45 35.40 66.07

300236.SZ

上海新阳 化工

14.90 78.34 48.64 14.69 32.24 39.74

600650.SH

锦江投资 交通运输

54.84 76.60 48.63 10.30 35.14 154.88

300166.SZ

东方国信 计算机

85.98 116.93 48.14 17.46 39.74 11.93

000038.SZ

深大通 房地产

12.18 -94.56 48.05 22.62 46.19 42.90

300410.SZ

正业科技 电子

8.09 100.95 46.42 36.82 53.91 31.78

300226.SZ

上海钢联 传媒

55.60 -92.71 46.34 32.04 74.50 1.60

300392.SZ

腾信股份 传媒

45.79 122.65 45.62 30.38 150.00 -22.64

300367.SZ

东方网力 计算机

81.24 120.79 45.05 32.16 72.50 13.80

002640.SZ

跨境通 传媒

44.02 194.35 44.57 24.20 95.00 81.66

600172.SH

黄河旋风 机械设备

62.90 56.69 44.41 11.88 25.25 15.60

603025.SH

大豪科技 电气设备

18.93 86.95 44.24 22.12 44.97 2.48

600180.SH

瑞茂通 交通运输

59.33 46.38 44.22 15.26 31.99 13.10

002680.SZ

黄海机械 机械设备

17.08 748.33 43.92 20.96 51.00 88.69

002617.SZ

露笑科技 电气设备

50.95 -557.96 43.65 13.00 43.94 5.93

300192.SZ

科斯伍德 化工

19.02 88.33 43.31 7.22 14.59 19.54

300097.SZ

智云股份 机械设备

26.07 416.16 43.11 21.06 41.20 72.71

002280.SZ

联络互动 计算机

41.62 86.00 42.99 21.38 56.24 -5.15

300290.SZ

荣科科技 计算机

19.21 96.95 42.92 13.00 41.96 42.74

300215.SZ

电科院 电气设备

20.52 400.83 42.92 6.53 15.62 -34.12

002380.SZ

科远股份 计算机

18.03 110.13 42.69 24.71 62.00 42.61

000957.SZ

中通客车 汽车

42.56 44.19 42.50 13.35 24.00 36.85

300297.SZ

蓝盾股份 计算机

54.93 211.23 41.42 16.20 41.88 -14.19

000502.SZ

绿景控股 房地产

25.99 -1,296.20 40.23 13.10 20.50 40.23

300245.SZ

天玑科技 计算机

37.85 88.22 40.22 12.87 28.24 68.46

300380.SZ

安硕信息 计算机

28.65 242.36 40.04 34.80 93.50 -8.06

300193.SZ

佳士科技 机械设备

35.55 100.22 39.58 15.03 32.89 -8.60

300252.SZ

金信诺 通信

46.74 97.27 39.31 15.53 35.00 10.96

300238.SZ

冠昊生物 医药生物

67.15 190.27 39.24 25.30 44.43 17.48

300465.SZ

高伟达 计算机

18.87 119.97 39.16 31.96 103.95 -16.13

002162.SZ

斯米克 建筑材料

33.04 -5,998.19 38.88 6.28 12.97 85.99

300038.SZ

梅泰诺 通信

32.37 83.19 38.83 18.09 42.78 16.72

300369.SZ

绿盟科技 计算机

35.90 91.82 38.48 21.40 58.56 13.93

600708.SH

海博股份 综合

47.18 105.98 38.26 7.10 16.74 65.98

300247.SZ

乐金健康 家用电器

21.20 174.36 38.14 8.00 16.32 27.01

300480.SZ

光力科技 机械设备

12.64 144.12 37.70 15.35 93.89 294.05

300254.SZ

仟源医药 医药生物

24.63 119.98 37.01 16.77 36.50 36.27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所属行业

自由流通

市值(亿元)

市盈率

PE(TTM)

9月以来

涨跌幅

（%）

7月8日以

来最低价

（元）

7月8日以

来最高价

（元）

7月8日以

来涨跌幅

（%）

000016.SZ

深康佳

A

家用电器

59.54 -46.13 -63.23 5.23 30.17 -63.23

000720.SZ

新能泰山 公用事业

52.05 60.18 -56.50 6.75 17.01 -56.50

000878.SZ

云南铜业 有色金属

85.71 202.85 -56.16 9.83 24.50 -56.16

000818.SZ

方大化工 化工

27.11 45.28 -53.84 6.31 14.19 -53.84

002325.SZ

洪涛股份 建筑装饰

71.29 38.69 -53.46 10.11 31.15 -53.46

603600.SH

永艺股份 轻工制造

16.04 77.75 -53.41 57.93 159.00 -30.71

002308.SZ

威创股份 计算机

58.39 145.97 -51.73 12.01 31.00 -51.73

600408.SH *ST

安泰 采掘

21.08 -4.30 -50.32 3.00 6.16 -50.32

603898.SH

好莱客 轻工制造

17.07 46.17 -49.31 21.00 137.49 -49.31

000782.SZ

美达股份 化工

46.85 -79.51 -48.75 14.14 28.35 -48.75

300411.SZ

金盾股份 机械设备

11.02 100.88 -48.70 27.00 53.68 -48.70

300089.SZ

文化长城 轻工制造

16.63 349.34 -48.21 21.43 41.98 -48.21

000650.SZ

仁和药业 医药生物

74.39 32.51 -47.82 8.26 17.17 -47.82

300048.SZ

合康变频 电气设备

21.31 75.00 -47.63 10.00 21.29 -47.63

600202.SH

哈空调 电气设备

24.99 135.56 -47.56 9.66 18.86 -47.56

600355.SH

精伦电子 通信

21.66 -60.14 -47.47 4.79 20.71 -47.47

002586.SZ

围海股份 建筑装饰

24.57 54.83 -47.15 6.13 12.45 -47.15

002367.SZ

康力电梯 机械设备

53.90 25.03 -46.54 12.08 28.49 -46.54

002214.SZ

大立科技 电子

35.50 101.59 -45.65 10.78 20.90 -45.65

000697.SZ

炼石有色 有色金属

73.67 125.50 -45.08 17.00 33.83 -45.08

600212.SH

江泉实业 综合

34.49 -14.71 -44.93 6.55 12.24 -44.93

000778.SZ

新兴铸管 钢铁

142.59 38.60 -44.50 6.40 12.96 -44.50

000416.SZ

民生控股 商业贸易

32.48 38.14 -44.40 7.10 17.52 -54.97

600075.SH

新疆天业 化工

22.15 116.15 -44.38 8.50 16.00 -44.38

000793.SZ

华闻传媒 传媒

158.63 27.60 -43.90 9.40 20.75 -49.49

300190.SZ

维尔利 公用事业

28.19 57.79 -43.27 17.88 34.34 -43.27

300287.SZ

飞利信 计算机

85.31 162.50 -43.24 14.20 54.26 -43.24

002248.SZ

华东数控 机械设备

15.74 -5,743.17 -43.11 8.16 16.70 -43.11

002069.SZ

獐子岛 农林牧渔

27.88 -6.53 -42.56 10.60 19.76 -42.56

002110.SZ

三钢闽光 钢铁

9.18 -15.21 -42.56 4.90 9.61 -42.56

■ 责编：徐伟平 电话：

010－63070256 E-mail:zbs@zzb.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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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密集出台 充电桩指数周涨幅超

12%

国庆节后，伴随着不确定因

素的缓解，市场中的积极因素开

始显现， 沪深两市大盘震荡上

扬， 场内的题材热点全面复苏，

受益于政策密集出台，充电桩指

数节后强势领涨，两个交易日的

涨幅便超过12%， 达到12.90%。

14只正常交易的指数成分股均

实现上涨，其中万马股份和特锐

德涨幅超过 20% ， 分别上涨

21.03%和20.99%。 中恒电气、九

州电气、许继电气等11只股票涨

幅超过10%， 百利电气涨幅最

小，但也有9.18%。

消息面上，国务院常务会议

部署加快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

施和城市停车场建设，补公共服

务短板促进扩内需惠民生。 此次

会议明确提出要将城市合理规

划布局和建设停车场结合起来，

一方面要加快配建充电桩、城市

充换电站、 城际快充站等设施，

另一方面要求新建住宅停车位

建设或预留安装充电设施的比

例应达到100%， 大型公共建筑

物、公共停车场不低于10%。

分析人士指出，近年来，随着

国内环保意识的加强， 新能源汽

车的发展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

相关政策扶持不断， 新能源汽车

的销量大幅增长。 然而，“车多桩

少”的现状成为限制新能源汽车

发展的瓶颈。据了解，近年来虽然

我国新能源车销量在快速增加，

但是充电桩建设的速度并没有跟

上。 有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新

能源乘用车保有量已经超过12万

辆，但已经建成的充电桩只有3万

多个，这就意味着平均4辆车才有

一个充电桩。 此次国务院部署开

展充电桩基础设施建设顶层设

计， 有望从根本上改善新能源汽

车的生态环境， 随着新能源配套

措施的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到位，

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有望迎来黄金

发展机遇。（徐伟平）

两日涨6.43%� �创业板指收复

2200

点

上周两个交易日，市场展开

全面反弹。 其中，创业板再成反

弹主力，强势领跑，技术上成功

突破前期箱体。

创业板指数上周分别上涨

5.17%和1.20%，两日累计涨幅

达到6.43%， 收报2216.66点。

这标志着创业板指数正式突破

前期箱体上沿， 技术上释放出

积极信号。 而鉴于创业板指数

此前在8月24日留下的跳空缺

口，根据“缺口必补” 理论，短

期有望展开补缺行情， 延续强

势格局。

从当前市场格局来看，配

资清理冲击已近尾声， 财政货

币政策形成支撑， 市场情绪出

现改善，做多热情萌生。 9月中

旬以来，创业板指数震荡反弹，

令市场人气逐步回升； 而由于

去杠杆后市场在较长一段时间

都属于存量博弈格局， 因此小

盘成长股自然成为多头青睐的

对象。 如此一来，短期创业板正

在形成反弹行情和做多力量的

正向反馈。 目前， 利空扰动渐

弱，积极因素汇聚，新一轮行情

步入左侧窗口， 在大盘蓝筹股

受制经济面和增量资金、 成长

股受益“十三五规划” 等改革

创新主线的背景下， 创业板已

经且有望继续成为反弹主力。

但需要注意的是，创业板估

值水平本就偏高， 并无绝对优

势。 随着反弹的开启，整体估值

水平再度上升，后续反弹高度不

宜过度乐观。 另外，随着三季报

的披露，业绩将成为资金布局新

一轮行情的重要参考。 预计后市

创业板行情将在震荡中前行，个

股分化将进一步加剧。

操作上， 在参与主题投资、

把握创业板反弹机会的同时，不

宜过度追涨，应结合业绩和改革

红利去伪存真，借助波动精选优

质品种布局。（李波）

本周解禁市值过亿 主板占87%

□本报记者 李波

本周A股市场限售股解禁

市值突破一亿元，为10月解禁规

模最大的交易周。 其中，主板解

禁规模占比高达87%，成为本周

解禁主体。 个股方面，浦发银行

解禁数量最大，为37.31亿股。 分

析人士指出，本周解禁压力有所

上升，但主要集中在主板，预计

大小盘分化格局还将延续。

本周1068亿元市值解禁

本周A股市场限售股解禁

总量为104.09亿股， 以最新收

盘价计，解禁市值约1068.09亿

元。 本周限售股解禁突破一亿

元， 为10月四个交易周最大规

模， 也是今年以来第六大单周

解禁规模。

其中，主板、中小板和创业

板股票解禁规模分别为931.35

亿元、109.03亿元和27.71亿元，

占比分别为87.20%、10.21%和

2.59%。 由此来看，本周主板成

为限售股解禁的主体， 而中小

板创业板的解禁压力相对较

小， 特别是创业板解禁规模占

比较低。

就具体解禁类型来看，首发

原股东限售股份、定向增发机构

配售股份和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的解禁规模分别为108.92亿元、

943.07亿元、1824.24万元。 定向

增发机构限售股解禁占比超过

88%，成为本周的解禁主体。

分析人士指出，短期做多人

气有所回升，中小创获得资金青

睐。 尽管本周解禁规模相对较

大，对反弹构成一定压力，但解

禁股票主要集中在主板，中小板

和创业板的解禁压力有限。从限

售股解禁角度来看，大小盘分化

的特征短期还将延续和加剧。

浦发银行解禁数量居前

本周共有26只股票解禁。其

中， 主板有12只， 中小板有10

只，创业板有4只。从行业分布来

看，计算机通信电子设备制造业

的股票数量最多，为5只；专用设

备制造、有色金属、医药制药、软

件和信息技术等行业各有2只股

票； 其余股票还分布在银行、公

用事业、运输、传媒等行业。

个股方面，浦发银行、营口

港和铜陵有色的解禁数量居前，

分别为37.31亿股、31.80亿股和

24.53亿股， 分别于10月14日、

10月12日和10月16日解禁，解

禁股份类型均为定向增发机构

配售股份。 北新建材、海欣食品

和奥瑞金分别解禁2.27亿股、

1.60亿股和1.16亿股，其余股票

的解禁数量都在1亿股以下。

其中， 浦发银行晚间公告

称， 公司2010年非公开发行限

售股，即37.3亿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20%） 将于2015年10月14

日上市流通，该限售股持有人为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

司。 上述限售股解禁后，浦发银

行目前总共186.53亿股将实现

全流通。

创业板本周解禁的四只股

票为东方日升、京天利、劲拓股

份和宝色股份，解禁数量分别为

8991.22 万 股 、546.75 万 股 、

3892.68万股和755.00万股。 除

了东方日升为定向增发机构配

售股份外，其余三只股票的解禁

类型均为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10月开门红 上证综指一周上涨

4.27%

作为国庆长假后的首个交

易周，上周A股高开后维持高位

震荡走势。 周四上午一开盘，上

证综指跳空高开103.3点直接站

上3100点关口， 开盘涨幅高达

3.38%， 开盘便收复了5日、10日

及20日均线。 周五指数继续上

攻，量能小幅放大的同时，盘中

也一度逼近3200点。最终上证综

指收报3183.15点， 周涨4.27%，

收复五周均线位置。

不过上周沪市日均成交额

仅为2576.04亿元， 虽较节前三

个交易量能有了明显的回升，但

低于节前最后一个完整交易周

日均2605.54亿元以及在此之前

的日均成交额。 不仅如此，从两

融市场来看，近期以来沪市两融

余额占比呈现持续降低的状态，

至 10月 8日沪市两融余额报

5754.34亿元， 占沪深两融余额

的比值已降至62.38%。

这一方面反映了市场观望情

绪浓厚， 场外资金入场意愿较低，

市场陷入存量博弈； 另一方面，场

内资金在短线操作、见好就收的谨

慎思维驱使下，交易性的博弈主要

存在于“中小创”类品种。 不仅如

此，上周以来A股进入到三季报披

露时间，季报行情料将上演。 但考

虑到大盘股三季报披露比例较低，

且已发布的三季度业绩预告来看，

强周期行业的业绩压力较大，投资

者应注意甄选投资标的，避“雷”

的同时及时调仓换股，逢低布局精

选业绩白马。（王威）

一周限售股解禁情况大宗交易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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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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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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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以来261只股票涨幅超20%

□本报记者 张怡

上周虽然仅有两个交易日，

但是节后A股首秀让人眼前一

亮，受外围市场和消息面利好刺

激，股指全面回升。 实际上，9月

以来中小盘股就已经开始活跃。

尽管沪指整体维系 3000点至

3200点的箱体震荡格局，谨慎情

绪占据主导， 沉闷僵局未能打

破，20几个交易日中千股涨停盛

况未能再度上演，多空对峙下缩

量格局凸显；但A股市场中并不

缺乏牛股， 据统计，9月以来，所

有A股中涨幅超过20%的个股有

261只， 其中计算机行业个股占

据55只，小盘股是绝对主力。

小盘股表现突出

行业统计来看，这些个股中

有55只属于计算机行业，个数远

高于其他行业；机械设备、电气

设备和医药生物行业个股数目

也较多， 分别有27只、23只和23

只；此外，传媒、电子、化工和汽

车行业的个股数目也均超过了

10只。 相反，商业贸易、建筑装

饰、非银金融、纺织服装、采掘等

行业的个股数目则未超过2只。

个股来看，涨幅最大的市北

高新，9月以来其股价上涨了

91.53%，特力A、七喜控股也分

别上涨89.86%和89.55%； 景兴

纸业、万丰奥威和暴风科技的涨

幅也均超过了67%。 此外，还有

明家科技、上海普天、奥特迅等8

只个股涨幅超过了50%。

看这些涨幅领先的个股不

难发现， 小盘股占据绝对主导，

且其中不少个股其实是7月8日

市场反弹以来的强势牛股。 据统

计， 上述261只个股的平均自由

流通市值是45.24亿元， 总体盘

子很小。

其中， 市北高新是上海本地

股，流通盘仅有19.75亿元，这只

个股自7月中旬市场反弹以来就

表现出强劲的动力， 区间最高价

21.25元较最低价9.15元涨了1.32

倍； 特力A则是本轮市场回调之

后最牛的“黑马股” ，其自7月中

旬以来最高触及51.99元，较最低

价9.88元上涨4.26倍，这个流通市

值当前也仅有24亿元的“牛股”

继续演绎独特走势；此外，涉及系

能源汽车的上海普天、 奥特迅等

个股的盘子也分别仅有19亿元和

24亿元，均表现十分强势。而其他

诸如光力科技、锦江投资、万孚生

物、 多氟多等个股均是本轮市场

反弹中表现强势者， 当前依旧上

演着强者恒强的好戏。

市场静待突破

从上述统计中不难发现，本

轮市场下跌之后的情形与以往

熊市的情形大不相同。 分析人士

指出，2008年市场刚经历过大跌

之后，活跃个股数目很少，更鲜

少有大幅反弹者，当前市场中反

弹活跃的个股数目较多，显示出

存量资金活性较高，场内外观望

等待市场突破的心态凸显。

诚然，上周情况来看，上证

综指上涨4.27%， 收于3183.15

点，中小板指上涨5.22%，创业板

指上涨6.43%。银河证券指出，中

小盘股票回升幅度更大，反映市

场风险偏好有所提升，情绪面情

况有所好转。 不过也有市场人士

指出，短期内对市场仍要保持谨

慎， 因为高开跳空缺口待回补，

可以等待更好的介入时机。

当前，对市场充满期待的券

商占据大多数，一直持有乐观态

度的海通证券继续建议保持积

极心态，强调当前市场，资金充

裕、 利率下降是最有利的因素，

核心矛盾是风险偏好，即信心问

题。 10月来稳增长措施持续推

出，商务部和旅游总局公布十一

黄金周的零售和旅游增速保持

稳定，9月上汽集团汽车销售也

由负转正，金九银十成色仍在或

仍可期，有助提振市场信心。 中

期的困境是制度环境的不确定

性，短期的考验是三季报盈利下

滑风险。 未来“十三五” 规划、国

企改革细则将是提振市场信心

的重要方面， 建议保持积极心

态，维持多头思维，重点关注“十

三五” 侧重的成长类个股及“大

上海” 主题。

银河证券认为，在主要指数

最大跌幅超过45%、中小创股票

估值基本回归均值后，中长期而

言目前的市场已经进入价值投

资区间，但是短期仍需等待市场

震荡出清。 尽管近期在国际资本

市场普遍回暖的影响下，A股投

资者情绪显著改善，但在宏观经

济失速压力下，市场情绪能否持

续改善尚需谨慎观察。 当下适合

深挖价值，寻找成长逻辑没有被

破坏、 业绩优良的行业及公司，

避免以“抢反弹” 为逻辑介入估

值仍然偏高的个股。 建议寻找成

长逻辑没有被破坏的大健康、智

能设备、移动互联网、信息安全

等行业的龙头公司。

9月涨幅超两成个股的行业分布

政策密集出台 充电桩指数周涨幅超

12%

国庆节后，伴随着不确定因

素的缓解，市场中的积极因素开

始显现， 沪深两市大盘震荡上

扬， 场内的题材热点全面复苏，

受益于政策密集出台，充电桩指

数节后强势领涨，两个交易日的

涨幅便超过12%， 达到12.90%。

14只正常交易的指数成分股均

实现上涨，其中万马股份和特锐

德涨幅超过 20% ， 分别上涨

21.03%和20.99%。 中恒电气、九

州电气、许继电气等11只股票涨

幅超过10%， 百利电气涨幅最

小，但也有9.18%。

消息面上，国务院常务会议

部署加快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

施和城市停车场建设，补公共服

务短板促进扩内需惠民生。 此次

会议明确提出要将城市合理规

划布局和建设停车场结合起来，

一方面要加快配建充电桩、城市

充换电站、 城际快充站等设施，

另一方面要求新建住宅停车位

建设或预留安装充电设施的比

例应达到100%， 大型公共建筑

物、公共停车场不低于10%。

分析人士指出，近年来，随着

国内环保意识的加强， 新能源汽

车的发展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

相关政策扶持不断， 新能源汽车

的销量大幅增长。 然而，“车多桩

少”的现状成为限制新能源汽车

发展的瓶颈。据了解，近年来虽然

我国新能源车销量在快速增加，

但是充电桩建设的速度并没有跟

上。 有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新

能源乘用车保有量已经超过12万

辆，但已经建成的充电桩只有3万

多个，这就意味着平均4辆车才有

一个充电桩。 此次国务院部署开

展充电桩基础设施建设顶层设

计， 有望从根本上改善新能源汽

车的生态环境， 随着新能源配套

措施的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到位，

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有望迎来黄金

发展机遇。（徐伟平）

两日涨6.43%� �创业板指收复

2200

点

上周两个交易日，市场展开

全面反弹。 其中，创业板再成反

弹主力，强势领跑，技术上成功

突破前期箱体。

创业板指数上周分别上涨

5.17%和1.20%，两日累计涨幅

达到6.43%， 收报2216.66点。

这标志着创业板指数正式突破

前期箱体上沿， 技术上释放出

积极信号。 而鉴于创业板指数

此前在8月24日留下的跳空缺

口，根据“缺口必补” 理论，短

期有望展开补缺行情， 延续强

势格局。

从当前市场格局来看，配

资清理冲击已近尾声， 财政货

币政策形成支撑， 市场情绪出

现改善，做多热情萌生。 9月中

旬以来，创业板指数震荡反弹，

令市场人气逐步回升； 而由于

去杠杆后市场在较长一段时间

都属于存量博弈格局， 因此小

盘成长股自然成为多头青睐的

对象。 如此一来，短期创业板正

在形成反弹行情和做多力量的

正向反馈。 目前， 利空扰动渐

弱，积极因素汇聚，新一轮行情

步入左侧窗口， 在大盘蓝筹股

受制经济面和增量资金、 成长

股受益“十三五规划” 等改革

创新主线的背景下， 创业板已

经且有望继续成为反弹主力。

但需要注意的是，创业板估

值水平本就偏高， 并无绝对优

势。 随着反弹的开启，整体估值

水平再度上升，后续反弹高度不

宜过度乐观。 另外，随着三季报

的披露，业绩将成为资金布局新

一轮行情的重要参考。 预计后市

创业板行情将在震荡中前行，个

股分化将进一步加剧。

操作上， 在参与主题投资、

把握创业板反弹机会的同时，不

宜过度追涨，应结合业绩和改革

红利去伪存真，借助波动精选优

质品种布局。（李波）

本周解禁市值过亿 主板占87%

□本报记者 李波

本周A股市场限售股解禁

市值突破一亿元，为10月解禁规

模最大的交易周。 其中，主板解

禁规模占比高达87%，成为本周

解禁主体。 个股方面，浦发银行

解禁数量最大，为37.31亿股。 分

析人士指出，本周解禁压力有所

上升，但主要集中在主板，预计

大小盘分化格局还将延续。

本周1068亿元市值解禁

本周A股市场限售股解禁

总量为104.09亿股， 以最新收

盘价计，解禁市值约1068.09亿

元。 本周限售股解禁突破一亿

元， 为10月四个交易周最大规

模， 也是今年以来第六大单周

解禁规模。

其中，主板、中小板和创业

板股票解禁规模分别为931.35

亿元、109.03亿元和27.71亿元，

占比分别为87.20%、10.21%和

2.59%。 由此来看，本周主板成

为限售股解禁的主体， 而中小

板创业板的解禁压力相对较

小， 特别是创业板解禁规模占

比较低。

就具体解禁类型来看，首发

原股东限售股份、定向增发机构

配售股份和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的解禁规模分别为108.92亿元、

943.07亿元、1824.24万元。 定向

增发机构限售股解禁占比超过

88%，成为本周的解禁主体。

分析人士指出，短期做多人

气有所回升，中小创获得资金青

睐。 尽管本周解禁规模相对较

大，对反弹构成一定压力，但解

禁股票主要集中在主板，中小板

和创业板的解禁压力有限。从限

售股解禁角度来看，大小盘分化

的特征短期还将延续和加剧。

浦发银行解禁数量居前

本周共有26只股票解禁。其

中， 主板有12只， 中小板有10

只，创业板有4只。从行业分布来

看，计算机通信电子设备制造业

的股票数量最多，为5只；专用设

备制造、有色金属、医药制药、软

件和信息技术等行业各有2只股

票； 其余股票还分布在银行、公

用事业、运输、传媒等行业。

个股方面，浦发银行、营口

港和铜陵有色的解禁数量居前，

分别为37.31亿股、31.80亿股和

24.53亿股， 分别于10月14日、

10月12日和10月16日解禁，解

禁股份类型均为定向增发机构

配售股份。 北新建材、海欣食品

和奥瑞金分别解禁2.27亿股、

1.60亿股和1.16亿股，其余股票

的解禁数量都在1亿股以下。

其中， 浦发银行晚间公告

称， 公司2010年非公开发行限

售股，即37.3亿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20%） 将于2015年10月14

日上市流通，该限售股持有人为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

司。 上述限售股解禁后，浦发银

行目前总共186.53亿股将实现

全流通。

创业板本周解禁的四只股

票为东方日升、京天利、劲拓股

份和宝色股份，解禁数量分别为

8991.22 万 股 、546.75 万 股 、

3892.68万股和755.00万股。 除

了东方日升为定向增发机构配

售股份外，其余三只股票的解禁

类型均为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10月开门红 上证综指一周上涨

4.27%

作为国庆长假后的首个交

易周，上周A股高开后维持高位

震荡走势。 周四上午一开盘，上

证综指跳空高开103.3点直接站

上3100点关口， 开盘涨幅高达

3.38%， 开盘便收复了5日、10日

及20日均线。 周五指数继续上

攻，量能小幅放大的同时，盘中

也一度逼近3200点。最终上证综

指收报3183.15点， 周涨4.27%，

收复五周均线位置。

不过上周沪市日均成交额

仅为2576.04亿元， 虽较节前三

个交易量能有了明显的回升，但

低于节前最后一个完整交易周

日均2605.54亿元以及在此之前

的日均成交额。 不仅如此，从两

融市场来看，近期以来沪市两融

余额占比呈现持续降低的状态，

至 10月 8日沪市两融余额报

5754.34亿元， 占沪深两融余额

的比值已降至62.38%。

这一方面反映了市场观望情

绪浓厚， 场外资金入场意愿较低，

市场陷入存量博弈； 另一方面，场

内资金在短线操作、见好就收的谨

慎思维驱使下，交易性的博弈主要

存在于“中小创”类品种。 不仅如

此，上周以来A股进入到三季报披

露时间，季报行情料将上演。 但考

虑到大盘股三季报披露比例较低，

且已发布的三季度业绩预告来看，

强周期行业的业绩压力较大，投资

者应注意甄选投资标的，避“雷”

的同时及时调仓换股，逢低布局精

选业绩白马。（王威）

9月以来261只股票涨幅超20%

□本报记者 张怡

上周虽然仅有两个交易日，

但是节后A股首秀让人眼前一

亮，受外围市场和消息面利好刺

激，股指全面回升。 实际上，9月

以来中小盘股就已经开始活跃。

尽管沪指整体维系 3000点至

3200点的箱体震荡格局，谨慎情

绪占据主导， 沉闷僵局未能打

破，20几个交易日中千股涨停盛

况未能再度上演，多空对峙下缩

量格局凸显；但A股市场中并不

缺乏牛股， 据统计，9月以来，所

有A股中涨幅超过20%的个股有

261只， 其中计算机行业个股占

据55只，小盘股是绝对主力。

小盘股表现突出

行业统计来看，这些个股中

有55只属于计算机行业，个数远

高于其他行业；机械设备、电气

设备和医药生物行业个股数目

也较多， 分别有27只、23只和23

只；此外，传媒、电子、化工和汽

车行业的个股数目也均超过了

10只。 相反，商业贸易、建筑装

饰、非银金融、纺织服装、采掘等

行业的个股数目则未超过2只。

个股来看，涨幅最大的市北

高新，9月以来其股价上涨了

91.53%，特力A、七喜控股也分

别上涨89.86%和89.55%； 景兴

纸业、万丰奥威和暴风科技的涨

幅也均超过了67%。 此外，还有

明家科技、上海普天、奥特迅等8

只个股涨幅超过了50%。

看这些涨幅领先的个股不

难发现， 小盘股占据绝对主导，

且其中不少个股其实是7月8日

市场反弹以来的强势牛股。 据统

计， 上述261只个股的平均自由

流通市值是45.24亿元， 总体盘

子很小。

其中， 市北高新是上海本地

股，流通盘仅有19.75亿元，这只

个股自7月中旬市场反弹以来就

表现出强劲的动力， 区间最高价

21.25元较最低价9.15元涨了1.32

倍； 特力A则是本轮市场回调之

后最牛的“黑马股” ，其自7月中

旬以来最高触及51.99元，较最低

价9.88元上涨4.26倍，这个流通市

值当前也仅有24亿元的“牛股”

继续演绎独特走势；此外，涉及系

能源汽车的上海普天、 奥特迅等

个股的盘子也分别仅有19亿元和

24亿元，均表现十分强势。而其他

诸如光力科技、锦江投资、万孚生

物、 多氟多等个股均是本轮市场

反弹中表现强势者， 当前依旧上

演着强者恒强的好戏。

市场静待突破

从上述统计中不难发现，本

轮市场下跌之后的情形与以往

熊市的情形大不相同。 分析人士

指出，2008年市场刚经历过大跌

之后，活跃个股数目很少，更鲜

少有大幅反弹者，当前市场中反

弹活跃的个股数目较多，显示出

存量资金活性较高，场内外观望

等待市场突破的心态凸显。

诚然，上周情况来看，上证

综指上涨4.27%， 收于3183.15

点，中小板指上涨5.22%，创业板

指上涨6.43%。银河证券指出，中

小盘股票回升幅度更大，反映市

场风险偏好有所提升，情绪面情

况有所好转。 不过也有市场人士

指出，短期内对市场仍要保持谨

慎， 因为高开跳空缺口待回补，

可以等待更好的介入时机。

当前，对市场充满期待的券

商占据大多数，一直持有乐观态

度的海通证券继续建议保持积

极心态，强调当前市场，资金充

裕、 利率下降是最有利的因素，

核心矛盾是风险偏好，即信心问

题。 10月来稳增长措施持续推

出，商务部和旅游总局公布十一

黄金周的零售和旅游增速保持

稳定，9月上汽集团汽车销售也

由负转正，金九银十成色仍在或

仍可期，有助提振市场信心。 中

期的困境是制度环境的不确定

性，短期的考验是三季报盈利下

滑风险。 未来“十三五” 规划、国

企改革细则将是提振市场信心

的重要方面， 建议保持积极心

态，维持多头思维，重点关注“十

三五” 侧重的成长类个股及“大

上海” 主题。

银河证券认为，在主要指数

最大跌幅超过45%、中小创股票

估值基本回归均值后，中长期而

言目前的市场已经进入价值投

资区间，但是短期仍需等待市场

震荡出清。 尽管近期在国际资本

市场普遍回暖的影响下，A股投

资者情绪显著改善，但在宏观经

济失速压力下，市场情绪能否持

续改善尚需谨慎观察。 当下适合

深挖价值，寻找成长逻辑没有被

破坏、 业绩优良的行业及公司，

避免以“抢反弹” 为逻辑介入估

值仍然偏高的个股。 建议寻找成

长逻辑没有被破坏的大健康、智

能设备、移动互联网、信息安全

等行业的龙头公司。

9月以来个股涨幅榜

政策密集出台 充电桩指数周涨幅超

12%

国庆节后，伴随着不确定因

素的缓解，市场中的积极因素开

始显现， 沪深两市大盘震荡上

扬， 场内的题材热点全面复苏，

受益于政策密集出台，充电桩指

数节后强势领涨，两个交易日的

涨幅便超过12%， 达到12.90%。

14只正常交易的指数成分股均

实现上涨，其中万马股份和特锐

德涨幅超过 20% ， 分别上涨

21.03%和20.99%。 中恒电气、九

州电气、许继电气等11只股票涨

幅超过10%， 百利电气涨幅最

小，但也有9.18%。

消息面上，国务院常务会议

部署加快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

施和城市停车场建设，补公共服

务短板促进扩内需惠民生。 此次

会议明确提出要将城市合理规

划布局和建设停车场结合起来，

一方面要加快配建充电桩、城市

充换电站、 城际快充站等设施，

另一方面要求新建住宅停车位

建设或预留安装充电设施的比

例应达到100%， 大型公共建筑

物、公共停车场不低于10%。

分析人士指出，近年来，随着

国内环保意识的加强， 新能源汽

车的发展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

相关政策扶持不断， 新能源汽车

的销量大幅增长。 然而，“车多桩

少”的现状成为限制新能源汽车

发展的瓶颈。据了解，近年来虽然

我国新能源车销量在快速增加，

但是充电桩建设的速度并没有跟

上。 有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新

能源乘用车保有量已经超过12万

辆，但已经建成的充电桩只有3万

多个，这就意味着平均4辆车才有

一个充电桩。 此次国务院部署开

展充电桩基础设施建设顶层设

计， 有望从根本上改善新能源汽

车的生态环境， 随着新能源配套

措施的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到位，

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有望迎来黄金

发展机遇。（徐伟平）

两日涨6.43%� �创业板指收复

2200

点

上周两个交易日，市场展开

全面反弹。 其中，创业板再成反

弹主力，强势领跑，技术上成功

突破前期箱体。

创业板指数上周分别上涨

5.17%和1.20%，两日累计涨幅

达到6.43%， 收报2216.66点。

这标志着创业板指数正式突破

前期箱体上沿， 技术上释放出

积极信号。 而鉴于创业板指数

此前在8月24日留下的跳空缺

口，根据“缺口必补” 理论，短

期有望展开补缺行情， 延续强

势格局。

从当前市场格局来看，配

资清理冲击已近尾声， 财政货

币政策形成支撑， 市场情绪出

现改善，做多热情萌生。 9月中

旬以来，创业板指数震荡反弹，

令市场人气逐步回升； 而由于

去杠杆后市场在较长一段时间

都属于存量博弈格局， 因此小

盘成长股自然成为多头青睐的

对象。 如此一来，短期创业板正

在形成反弹行情和做多力量的

正向反馈。 目前， 利空扰动渐

弱，积极因素汇聚，新一轮行情

步入左侧窗口， 在大盘蓝筹股

受制经济面和增量资金、 成长

股受益“十三五规划” 等改革

创新主线的背景下， 创业板已

经且有望继续成为反弹主力。

但需要注意的是，创业板估

值水平本就偏高， 并无绝对优

势。 随着反弹的开启，整体估值

水平再度上升，后续反弹高度不

宜过度乐观。 另外，随着三季报

的披露，业绩将成为资金布局新

一轮行情的重要参考。 预计后市

创业板行情将在震荡中前行，个

股分化将进一步加剧。

操作上， 在参与主题投资、

把握创业板反弹机会的同时，不

宜过度追涨，应结合业绩和改革

红利去伪存真，借助波动精选优

质品种布局。（李波）

本周解禁市值过亿 主板占87%

□本报记者 李波

本周A股市场限售股解禁

市值突破一亿元，为10月解禁规

模最大的交易周。 其中，主板解

禁规模占比高达87%，成为本周

解禁主体。 个股方面，浦发银行

解禁数量最大，为37.31亿股。 分

析人士指出，本周解禁压力有所

上升，但主要集中在主板，预计

大小盘分化格局还将延续。

本周1068亿元市值解禁

本周A股市场限售股解禁

总量为104.09亿股， 以最新收

盘价计，解禁市值约1068.09亿

元。 本周限售股解禁突破一亿

元， 为10月四个交易周最大规

模， 也是今年以来第六大单周

解禁规模。

其中，主板、中小板和创业

板股票解禁规模分别为931.35

亿元、109.03亿元和27.71亿元，

占比分别为87.20%、10.21%和

2.59%。 由此来看，本周主板成

为限售股解禁的主体， 而中小

板创业板的解禁压力相对较

小， 特别是创业板解禁规模占

比较低。

就具体解禁类型来看，首发

原股东限售股份、定向增发机构

配售股份和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的解禁规模分别为108.92亿元、

943.07亿元、1824.24万元。 定向

增发机构限售股解禁占比超过

88%，成为本周的解禁主体。

分析人士指出，短期做多人

气有所回升，中小创获得资金青

睐。 尽管本周解禁规模相对较

大，对反弹构成一定压力，但解

禁股票主要集中在主板，中小板

和创业板的解禁压力有限。从限

售股解禁角度来看，大小盘分化

的特征短期还将延续和加剧。

浦发银行解禁数量居前

本周共有26只股票解禁。其

中， 主板有12只， 中小板有10

只，创业板有4只。从行业分布来

看，计算机通信电子设备制造业

的股票数量最多，为5只；专用设

备制造、有色金属、医药制药、软

件和信息技术等行业各有2只股

票； 其余股票还分布在银行、公

用事业、运输、传媒等行业。

个股方面，浦发银行、营口

港和铜陵有色的解禁数量居前，

分别为37.31亿股、31.80亿股和

24.53亿股， 分别于10月14日、

10月12日和10月16日解禁，解

禁股份类型均为定向增发机构

配售股份。 北新建材、海欣食品

和奥瑞金分别解禁2.27亿股、

1.60亿股和1.16亿股，其余股票

的解禁数量都在1亿股以下。

其中， 浦发银行晚间公告

称， 公司2010年非公开发行限

售股，即37.3亿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20%） 将于2015年10月14

日上市流通，该限售股持有人为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

司。 上述限售股解禁后，浦发银

行目前总共186.53亿股将实现

全流通。

创业板本周解禁的四只股

票为东方日升、京天利、劲拓股

份和宝色股份，解禁数量分别为

8991.22 万 股 、546.75 万 股 、

3892.68万股和755.00万股。 除

了东方日升为定向增发机构配

售股份外，其余三只股票的解禁

类型均为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10月开门红 上证综指一周上涨

4.27%

作为国庆长假后的首个交

易周，上周A股高开后维持高位

震荡走势。 周四上午一开盘，上

证综指跳空高开103.3点直接站

上3100点关口， 开盘涨幅高达

3.38%， 开盘便收复了5日、10日

及20日均线。 周五指数继续上

攻，量能小幅放大的同时，盘中

也一度逼近3200点。最终上证综

指收报3183.15点， 周涨4.27%，

收复五周均线位置。

不过上周沪市日均成交额

仅为2576.04亿元， 虽较节前三

个交易量能有了明显的回升，但

低于节前最后一个完整交易周

日均2605.54亿元以及在此之前

的日均成交额。 不仅如此，从两

融市场来看，近期以来沪市两融

余额占比呈现持续降低的状态，

至 10月 8日沪市两融余额报

5754.34亿元， 占沪深两融余额

的比值已降至62.38%。

这一方面反映了市场观望情

绪浓厚， 场外资金入场意愿较低，

市场陷入存量博弈； 另一方面，场

内资金在短线操作、见好就收的谨

慎思维驱使下，交易性的博弈主要

存在于“中小创”类品种。 不仅如

此，上周以来A股进入到三季报披

露时间，季报行情料将上演。 但考

虑到大盘股三季报披露比例较低，

且已发布的三季度业绩预告来看，

强周期行业的业绩压力较大，投资

者应注意甄选投资标的，避“雷”

的同时及时调仓换股，逢低布局精

选业绩白马。（王威）

9月以来261只股票涨幅超20%

□本报记者 张怡

上周虽然仅有两个交易日，

但是节后A股首秀让人眼前一

亮，受外围市场和消息面利好刺

激，股指全面回升。 实际上，9月

以来中小盘股就已经开始活跃。

尽管沪指整体维系 3000点至

3200点的箱体震荡格局，谨慎情

绪占据主导， 沉闷僵局未能打

破，20几个交易日中千股涨停盛

况未能再度上演，多空对峙下缩

量格局凸显；但A股市场中并不

缺乏牛股， 据统计，9月以来，所

有A股中涨幅超过20%的个股有

261只， 其中计算机行业个股占

据55只，小盘股是绝对主力。

小盘股表现突出

行业统计来看，这些个股中

有55只属于计算机行业，个数远

高于其他行业；机械设备、电气

设备和医药生物行业个股数目

也较多， 分别有27只、23只和23

只；此外，传媒、电子、化工和汽

车行业的个股数目也均超过了

10只。 相反，商业贸易、建筑装

饰、非银金融、纺织服装、采掘等

行业的个股数目则未超过2只。

个股来看，涨幅最大的市北

高新，9月以来其股价上涨了

91.53%，特力A、七喜控股也分

别上涨89.86%和89.55%； 景兴

纸业、万丰奥威和暴风科技的涨

幅也均超过了67%。 此外，还有

明家科技、上海普天、奥特迅等8

只个股涨幅超过了50%。

看这些涨幅领先的个股不

难发现， 小盘股占据绝对主导，

且其中不少个股其实是7月8日

市场反弹以来的强势牛股。 据统

计， 上述261只个股的平均自由

流通市值是45.24亿元， 总体盘

子很小。

其中， 市北高新是上海本地

股，流通盘仅有19.75亿元，这只

个股自7月中旬市场反弹以来就

表现出强劲的动力， 区间最高价

21.25元较最低价9.15元涨了1.32

倍； 特力A则是本轮市场回调之

后最牛的“黑马股” ，其自7月中

旬以来最高触及51.99元，较最低

价9.88元上涨4.26倍，这个流通市

值当前也仅有24亿元的“牛股”

继续演绎独特走势；此外，涉及系

能源汽车的上海普天、 奥特迅等

个股的盘子也分别仅有19亿元和

24亿元，均表现十分强势。而其他

诸如光力科技、锦江投资、万孚生

物、 多氟多等个股均是本轮市场

反弹中表现强势者， 当前依旧上

演着强者恒强的好戏。

市场静待突破

从上述统计中不难发现，本

轮市场下跌之后的情形与以往

熊市的情形大不相同。 分析人士

指出，2008年市场刚经历过大跌

之后，活跃个股数目很少，更鲜

少有大幅反弹者，当前市场中反

弹活跃的个股数目较多，显示出

存量资金活性较高，场内外观望

等待市场突破的心态凸显。

诚然，上周情况来看，上证

综指上涨4.27%， 收于3183.15

点，中小板指上涨5.22%，创业板

指上涨6.43%。银河证券指出，中

小盘股票回升幅度更大，反映市

场风险偏好有所提升，情绪面情

况有所好转。 不过也有市场人士

指出，短期内对市场仍要保持谨

慎， 因为高开跳空缺口待回补，

可以等待更好的介入时机。

当前，对市场充满期待的券

商占据大多数，一直持有乐观态

度的海通证券继续建议保持积

极心态，强调当前市场，资金充

裕、 利率下降是最有利的因素，

核心矛盾是风险偏好，即信心问

题。 10月来稳增长措施持续推

出，商务部和旅游总局公布十一

黄金周的零售和旅游增速保持

稳定，9月上汽集团汽车销售也

由负转正，金九银十成色仍在或

仍可期，有助提振市场信心。 中

期的困境是制度环境的不确定

性，短期的考验是三季报盈利下

滑风险。 未来“十三五” 规划、国

企改革细则将是提振市场信心

的重要方面， 建议保持积极心

态，维持多头思维，重点关注“十

三五” 侧重的成长类个股及“大

上海” 主题。

银河证券认为，在主要指数

最大跌幅超过45%、中小创股票

估值基本回归均值后，中长期而

言目前的市场已经进入价值投

资区间，但是短期仍需等待市场

震荡出清。 尽管近期在国际资本

市场普遍回暖的影响下，A股投

资者情绪显著改善，但在宏观经

济失速压力下，市场情绪能否持

续改善尚需谨慎观察。 当下适合

深挖价值，寻找成长逻辑没有被

破坏、 业绩优良的行业及公司，

避免以“抢反弹” 为逻辑介入估

值仍然偏高的个股。 建议寻找成

长逻辑没有被破坏的大健康、智

能设备、移动互联网、信息安全

等行业的龙头公司。

9月以来个股跌幅榜

政策密集出台 充电桩指数周涨幅超

12%

国庆节后，伴随着不确定因

素的缓解，市场中的积极因素开

始显现， 沪深两市大盘震荡上

扬， 场内的题材热点全面复苏，

受益于政策密集出台，充电桩指

数节后强势领涨，两个交易日的

涨幅便超过12%， 达到12.90%。

14只正常交易的指数成分股均

实现上涨，其中万马股份和特锐

德涨幅超过 20% ， 分别上涨

21.03%和20.99%。 中恒电气、九

州电气、许继电气等11只股票涨

幅超过10%， 百利电气涨幅最

小，但也有9.18%。

消息面上，国务院常务会议

部署加快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

施和城市停车场建设，补公共服

务短板促进扩内需惠民生。 此次

会议明确提出要将城市合理规

划布局和建设停车场结合起来，

一方面要加快配建充电桩、城市

充换电站、 城际快充站等设施，

另一方面要求新建住宅停车位

建设或预留安装充电设施的比

例应达到100%， 大型公共建筑

物、公共停车场不低于10%。

分析人士指出，近年来，随着

国内环保意识的加强， 新能源汽

车的发展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

相关政策扶持不断， 新能源汽车

的销量大幅增长。 然而，“车多桩

少”的现状成为限制新能源汽车

发展的瓶颈。据了解，近年来虽然

我国新能源车销量在快速增加，

但是充电桩建设的速度并没有跟

上。 有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新

能源乘用车保有量已经超过12万

辆，但已经建成的充电桩只有3万

多个，这就意味着平均4辆车才有

一个充电桩。 此次国务院部署开

展充电桩基础设施建设顶层设

计， 有望从根本上改善新能源汽

车的生态环境， 随着新能源配套

措施的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到位，

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有望迎来黄金

发展机遇。（徐伟平）

两日涨6.43%� �创业板指收复

2200

点

上周两个交易日，市场展开

全面反弹。 其中，创业板再成反

弹主力，强势领跑，技术上成功

突破前期箱体。

创业板指数上周分别上涨

5.17%和1.20%，两日累计涨幅

达到6.43%， 收报2216.66点。

这标志着创业板指数正式突破

前期箱体上沿， 技术上释放出

积极信号。 而鉴于创业板指数

此前在8月24日留下的跳空缺

口，根据“缺口必补” 理论，短

期有望展开补缺行情， 延续强

势格局。

从当前市场格局来看，配

资清理冲击已近尾声， 财政货

币政策形成支撑， 市场情绪出

现改善，做多热情萌生。 9月中

旬以来，创业板指数震荡反弹，

令市场人气逐步回升； 而由于

去杠杆后市场在较长一段时间

都属于存量博弈格局， 因此小

盘成长股自然成为多头青睐的

对象。 如此一来，短期创业板正

在形成反弹行情和做多力量的

正向反馈。 目前， 利空扰动渐

弱，积极因素汇聚，新一轮行情

步入左侧窗口， 在大盘蓝筹股

受制经济面和增量资金、 成长

股受益“十三五规划” 等改革

创新主线的背景下， 创业板已

经且有望继续成为反弹主力。

但需要注意的是，创业板估

值水平本就偏高， 并无绝对优

势。 随着反弹的开启，整体估值

水平再度上升，后续反弹高度不

宜过度乐观。 另外，随着三季报

的披露，业绩将成为资金布局新

一轮行情的重要参考。 预计后市

创业板行情将在震荡中前行，个

股分化将进一步加剧。

操作上， 在参与主题投资、

把握创业板反弹机会的同时，不

宜过度追涨，应结合业绩和改革

红利去伪存真，借助波动精选优

质品种布局。（李波）

本周解禁市值过亿 主板占87%

□本报记者 李波

本周A股市场限售股解禁

市值突破一亿元，为10月解禁规

模最大的交易周。 其中，主板解

禁规模占比高达87%，成为本周

解禁主体。 个股方面，浦发银行

解禁数量最大，为37.31亿股。 分

析人士指出，本周解禁压力有所

上升，但主要集中在主板，预计

大小盘分化格局还将延续。

本周1068亿元市值解禁

本周A股市场限售股解禁

总量为104.09亿股， 以最新收

盘价计，解禁市值约1068.09亿

元。 本周限售股解禁突破一亿

元， 为10月四个交易周最大规

模， 也是今年以来第六大单周

解禁规模。

其中，主板、中小板和创业

板股票解禁规模分别为931.35

亿元、109.03亿元和27.71亿元，

占比分别为87.20%、10.21%和

2.59%。 由此来看，本周主板成

为限售股解禁的主体， 而中小

板创业板的解禁压力相对较

小， 特别是创业板解禁规模占

比较低。

就具体解禁类型来看，首发

原股东限售股份、定向增发机构

配售股份和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的解禁规模分别为108.92亿元、

943.07亿元、1824.24万元。 定向

增发机构限售股解禁占比超过

88%，成为本周的解禁主体。

分析人士指出，短期做多人

气有所回升，中小创获得资金青

睐。 尽管本周解禁规模相对较

大，对反弹构成一定压力，但解

禁股票主要集中在主板，中小板

和创业板的解禁压力有限。从限

售股解禁角度来看，大小盘分化

的特征短期还将延续和加剧。

浦发银行解禁数量居前

本周共有26只股票解禁。其

中， 主板有12只， 中小板有10

只，创业板有4只。从行业分布来

看，计算机通信电子设备制造业

的股票数量最多，为5只；专用设

备制造、有色金属、医药制药、软

件和信息技术等行业各有2只股

票； 其余股票还分布在银行、公

用事业、运输、传媒等行业。

个股方面，浦发银行、营口

港和铜陵有色的解禁数量居前，

分别为37.31亿股、31.80亿股和

24.53亿股， 分别于10月14日、

10月12日和10月16日解禁，解

禁股份类型均为定向增发机构

配售股份。 北新建材、海欣食品

和奥瑞金分别解禁2.27亿股、

1.60亿股和1.16亿股，其余股票

的解禁数量都在1亿股以下。

其中， 浦发银行晚间公告

称， 公司2010年非公开发行限

售股，即37.3亿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20%） 将于2015年10月14

日上市流通，该限售股持有人为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

司。 上述限售股解禁后，浦发银

行目前总共186.53亿股将实现

全流通。

创业板本周解禁的四只股

票为东方日升、京天利、劲拓股

份和宝色股份，解禁数量分别为

8991.22 万 股 、546.75 万 股 、

3892.68万股和755.00万股。 除

了东方日升为定向增发机构配

售股份外，其余三只股票的解禁

类型均为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10月开门红 上证综指一周上涨

4.27%

作为国庆长假后的首个交

易周，上周A股高开后维持高位

震荡走势。 周四上午一开盘，上

证综指跳空高开103.3点直接站

上3100点关口， 开盘涨幅高达

3.38%， 开盘便收复了5日、10日

及20日均线。 周五指数继续上

攻，量能小幅放大的同时，盘中

也一度逼近3200点。最终上证综

指收报3183.15点， 周涨4.27%，

收复五周均线位置。

不过上周沪市日均成交额

仅为2576.04亿元， 虽较节前三

个交易量能有了明显的回升，但

低于节前最后一个完整交易周

日均2605.54亿元以及在此之前

的日均成交额。 不仅如此，从两

融市场来看，近期以来沪市两融

余额占比呈现持续降低的状态，

至 10月 8日沪市两融余额报

5754.34亿元， 占沪深两融余额

的比值已降至62.38%。

这一方面反映了市场观望情

绪浓厚， 场外资金入场意愿较低，

市场陷入存量博弈； 另一方面，场

内资金在短线操作、见好就收的谨

慎思维驱使下，交易性的博弈主要

存在于“中小创”类品种。 不仅如

此，上周以来A股进入到三季报披

露时间，季报行情料将上演。 但考

虑到大盘股三季报披露比例较低，

且已发布的三季度业绩预告来看，

强周期行业的业绩压力较大，投资

者应注意甄选投资标的，避“雷”

的同时及时调仓换股，逢低布局精

选业绩白马。（王威）

9月以来261只股票涨幅超20%

□本报记者 张怡

上周虽然仅有两个交易日，

但是节后A股首秀让人眼前一

亮，受外围市场和消息面利好刺

激，股指全面回升。 实际上，9月

以来中小盘股就已经开始活跃。

尽管沪指整体维系 3000点至

3200点的箱体震荡格局，谨慎情

绪占据主导， 沉闷僵局未能打

破，20几个交易日中千股涨停盛

况未能再度上演，多空对峙下缩

量格局凸显；但A股市场中并不

缺乏牛股， 据统计，9月以来，所

有A股中涨幅超过20%的个股有

261只， 其中计算机行业个股占

据55只，小盘股是绝对主力。

小盘股表现突出

行业统计来看，这些个股中

有55只属于计算机行业，个数远

高于其他行业；机械设备、电气

设备和医药生物行业个股数目

也较多， 分别有27只、23只和23

只；此外，传媒、电子、化工和汽

车行业的个股数目也均超过了

10只。 相反，商业贸易、建筑装

饰、非银金融、纺织服装、采掘等

行业的个股数目则未超过2只。

个股来看，涨幅最大的市北

高新，9月以来其股价上涨了

91.53%，特力A、七喜控股也分

别上涨89.86%和89.55%； 景兴

纸业、万丰奥威和暴风科技的涨

幅也均超过了67%。 此外，还有

明家科技、上海普天、奥特迅等8

只个股涨幅超过了50%。

看这些涨幅领先的个股不

难发现， 小盘股占据绝对主导，

且其中不少个股其实是7月8日

市场反弹以来的强势牛股。 据统

计， 上述261只个股的平均自由

流通市值是45.24亿元， 总体盘

子很小。

其中， 市北高新是上海本地

股，流通盘仅有19.75亿元，这只

个股自7月中旬市场反弹以来就

表现出强劲的动力， 区间最高价

21.25元较最低价9.15元涨了1.32

倍； 特力A则是本轮市场回调之

后最牛的“黑马股” ，其自7月中

旬以来最高触及51.99元，较最低

价9.88元上涨4.26倍，这个流通市

值当前也仅有24亿元的“牛股”

继续演绎独特走势；此外，涉及系

能源汽车的上海普天、 奥特迅等

个股的盘子也分别仅有19亿元和

24亿元，均表现十分强势。而其他

诸如光力科技、锦江投资、万孚生

物、 多氟多等个股均是本轮市场

反弹中表现强势者， 当前依旧上

演着强者恒强的好戏。

市场静待突破

从上述统计中不难发现，本

轮市场下跌之后的情形与以往

熊市的情形大不相同。 分析人士

指出，2008年市场刚经历过大跌

之后，活跃个股数目很少，更鲜

少有大幅反弹者，当前市场中反

弹活跃的个股数目较多，显示出

存量资金活性较高，场内外观望

等待市场突破的心态凸显。

诚然，上周情况来看，上证

综指上涨4.27%， 收于3183.15

点，中小板指上涨5.22%，创业板

指上涨6.43%。银河证券指出，中

小盘股票回升幅度更大，反映市

场风险偏好有所提升，情绪面情

况有所好转。 不过也有市场人士

指出，短期内对市场仍要保持谨

慎， 因为高开跳空缺口待回补，

可以等待更好的介入时机。

当前，对市场充满期待的券

商占据大多数，一直持有乐观态

度的海通证券继续建议保持积

极心态，强调当前市场，资金充

裕、 利率下降是最有利的因素，

核心矛盾是风险偏好，即信心问

题。 10月来稳增长措施持续推

出，商务部和旅游总局公布十一

黄金周的零售和旅游增速保持

稳定，9月上汽集团汽车销售也

由负转正，金九银十成色仍在或

仍可期，有助提振市场信心。 中

期的困境是制度环境的不确定

性，短期的考验是三季报盈利下

滑风险。 未来“十三五” 规划、国

企改革细则将是提振市场信心

的重要方面， 建议保持积极心

态，维持多头思维，重点关注“十

三五” 侧重的成长类个股及“大

上海” 主题。

银河证券认为，在主要指数

最大跌幅超过45%、中小创股票

估值基本回归均值后，中长期而

言目前的市场已经进入价值投

资区间，但是短期仍需等待市场

震荡出清。 尽管近期在国际资本

市场普遍回暖的影响下，A股投

资者情绪显著改善，但在宏观经

济失速压力下，市场情绪能否持

续改善尚需谨慎观察。 当下适合

深挖价值，寻找成长逻辑没有被

破坏、 业绩优良的行业及公司，

避免以“抢反弹” 为逻辑介入估

值仍然偏高的个股。 建议寻找成

长逻辑没有被破坏的大健康、智

能设备、移动互联网、信息安全

等行业的龙头公司。

强势凸显 计算机行业两日上涨

8.23%

尽管上周仅有两个交易日，

但是A股市场高开高走，行业板

块悉数上涨。 其中，申万计算机

指数以8.23%的涨幅位居行业涨

幅榜首，表现突出，显示出市场

情绪好转、风险偏好提升，对中

小盘成长股的追捧也带动了市

场赚钱效应。

节后两日，28个申万一级行

业指数均实现了超过2%的涨

幅，其中，计算机、电气设备、有

色金属等10个行业的涨幅均超

过了6%。 从行业板块的5日涨跌

幅来看 ， 计算机行业涨幅为

10.19%，遥遥领先，可见计算机

板块的强势在节前就已经凸显，

节后延续涨势。

上周正常交易的134只计算

机行业成分股中，所有个股均实

现了不同程度的上涨。 其中，高

伟达的涨幅最高，2日涨幅达到

了21.01%；同时，航天长峰、迪威

视讯、聚龙股份等45只个股的涨

幅也均超过了10%。 相反，朗科

科技、 东方网力等个股涨幅居

末，均未超过2%。

计算机行业的强势与消息

面的诸多利好提振密切相关。 9

月下旬国务院印发《促进大数据

发展行动纲要》， 明确提出将全

面推进我国大数据发展和应用，

加快建设数据强国；国家制造强

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9月29日

正式发布《〈中国制造2025〉重

点领域技术路线图 (2015版)》，

明确了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等

十大领域的发展方向和目标；欧

洲法院6日认定欧美2000年签署

的关于自动交换数据的《安全港

协议》无效，对信息安全概念股

形成提振。 此外，首届中国（北

京）国际互联网+金融博览会将

于2015年12月10日至13日在北

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老馆举办。

总体来看，计算机行业前期

经过连续回调后不少个股布局

价值凸显，而且符合国家经济转

型方向， 备受产业资本青睐，短

期内存量博弈格局下，其中的中

小盘优质成长股仍将是资金追

逐的对象。（张怡）

10月四个交易周限售股解禁规模

政策密集出台 充电桩指数周涨幅超

12%

国庆节后，伴随着不确定因

素的缓解，市场中的积极因素开

始显现， 沪深两市大盘震荡上

扬， 场内的题材热点全面复苏，

受益于政策密集出台，充电桩指

数节后强势领涨，两个交易日的

涨幅便超过12%， 达到12.90%。

14只正常交易的指数成分股均

实现上涨，其中万马股份和特锐

德涨幅超过 20% ， 分别上涨

21.03%和20.99%。 中恒电气、九

州电气、许继电气等11只股票涨

幅超过10%， 百利电气涨幅最

小，但也有9.18%。

消息面上，国务院常务会议

部署加快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

施和城市停车场建设，补公共服

务短板促进扩内需惠民生。 此次

会议明确提出要将城市合理规

划布局和建设停车场结合起来，

一方面要加快配建充电桩、城市

充换电站、 城际快充站等设施，

另一方面要求新建住宅停车位

建设或预留安装充电设施的比

例应达到100%， 大型公共建筑

物、公共停车场不低于10%。

分析人士指出，近年来，随着

国内环保意识的加强， 新能源汽

车的发展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

相关政策扶持不断， 新能源汽车

的销量大幅增长。 然而，“车多桩

少”的现状成为限制新能源汽车

发展的瓶颈。据了解，近年来虽然

我国新能源车销量在快速增加，

但是充电桩建设的速度并没有跟

上。 有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新

能源乘用车保有量已经超过12万

辆，但已经建成的充电桩只有3万

多个，这就意味着平均4辆车才有

一个充电桩。 此次国务院部署开

展充电桩基础设施建设顶层设

计， 有望从根本上改善新能源汽

车的生态环境， 随着新能源配套

措施的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到位，

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有望迎来黄金

发展机遇。（徐伟平）

两日涨6.43%� �创业板指收复

2200

点

上周两个交易日，市场展开

全面反弹。 其中，创业板再成反

弹主力，强势领跑，技术上成功

突破前期箱体。

创业板指数上周分别上涨

5.17%和1.20%，两日累计涨幅

达到6.43%， 收报2216.66点。

这标志着创业板指数正式突破

前期箱体上沿， 技术上释放出

积极信号。 而鉴于创业板指数

此前在8月24日留下的跳空缺

口，根据“缺口必补” 理论，短

期有望展开补缺行情， 延续强

势格局。

从当前市场格局来看，配

资清理冲击已近尾声， 财政货

币政策形成支撑， 市场情绪出

现改善，做多热情萌生。 9月中

旬以来，创业板指数震荡反弹，

令市场人气逐步回升； 而由于

去杠杆后市场在较长一段时间

都属于存量博弈格局， 因此小

盘成长股自然成为多头青睐的

对象。 如此一来，短期创业板正

在形成反弹行情和做多力量的

正向反馈。 目前， 利空扰动渐

弱，积极因素汇聚，新一轮行情

步入左侧窗口， 在大盘蓝筹股

受制经济面和增量资金、 成长

股受益“十三五规划” 等改革

创新主线的背景下， 创业板已

经且有望继续成为反弹主力。

但需要注意的是，创业板估

值水平本就偏高， 并无绝对优

势。 随着反弹的开启，整体估值

水平再度上升，后续反弹高度不

宜过度乐观。 另外，随着三季报

的披露，业绩将成为资金布局新

一轮行情的重要参考。 预计后市

创业板行情将在震荡中前行，个

股分化将进一步加剧。

操作上， 在参与主题投资、

把握创业板反弹机会的同时，不

宜过度追涨，应结合业绩和改革

红利去伪存真，借助波动精选优

质品种布局。（李波）

本周解禁市值过亿 主板占87%

□本报记者 李波

本周A股市场限售股解禁

市值突破一亿元，为10月解禁规

模最大的交易周。 其中，主板解

禁规模占比高达87%，成为本周

解禁主体。 个股方面，浦发银行

解禁数量最大，为37.31亿股。 分

析人士指出，本周解禁压力有所

上升，但主要集中在主板，预计

大小盘分化格局还将延续。

本周1068亿元市值解禁

本周A股市场限售股解禁

总量为104.09亿股， 以最新收

盘价计，解禁市值约1068.09亿

元。 本周限售股解禁突破一亿

元， 为10月四个交易周最大规

模， 也是今年以来第六大单周

解禁规模。

其中，主板、中小板和创业

板股票解禁规模分别为931.35

亿元、109.03亿元和27.71亿元，

占比分别为87.20%、10.21%和

2.59%。 由此来看，本周主板成

为限售股解禁的主体， 而中小

板创业板的解禁压力相对较

小， 特别是创业板解禁规模占

比较低。

就具体解禁类型来看，首发

原股东限售股份、定向增发机构

配售股份和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的解禁规模分别为108.92亿元、

943.07亿元、1824.24万元。 定向

增发机构限售股解禁占比超过

88%，成为本周的解禁主体。

分析人士指出，短期做多人

气有所回升，中小创获得资金青

睐。 尽管本周解禁规模相对较

大，对反弹构成一定压力，但解

禁股票主要集中在主板，中小板

和创业板的解禁压力有限。从限

售股解禁角度来看，大小盘分化

的特征短期还将延续和加剧。

浦发银行解禁数量居前

本周共有26只股票解禁。其

中， 主板有12只， 中小板有10

只，创业板有4只。从行业分布来

看，计算机通信电子设备制造业

的股票数量最多，为5只；专用设

备制造、有色金属、医药制药、软

件和信息技术等行业各有2只股

票； 其余股票还分布在银行、公

用事业、运输、传媒等行业。

个股方面，浦发银行、营口

港和铜陵有色的解禁数量居前，

分别为37.31亿股、31.80亿股和

24.53亿股， 分别于10月14日、

10月12日和10月16日解禁，解

禁股份类型均为定向增发机构

配售股份。 北新建材、海欣食品

和奥瑞金分别解禁2.27亿股、

1.60亿股和1.16亿股，其余股票

的解禁数量都在1亿股以下。

其中， 浦发银行晚间公告

称， 公司2010年非公开发行限

售股，即37.3亿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20%） 将于2015年10月14

日上市流通，该限售股持有人为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

司。 上述限售股解禁后，浦发银

行目前总共186.53亿股将实现

全流通。

创业板本周解禁的四只股

票为东方日升、京天利、劲拓股

份和宝色股份，解禁数量分别为

8991.22 万 股 、546.75 万 股 、

3892.68万股和755.00万股。 除

了东方日升为定向增发机构配

售股份外，其余三只股票的解禁

类型均为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10月开门红 上证综指一周上涨

4.27%

作为国庆长假后的首个交

易周，上周A股高开后维持高位

震荡走势。 周四上午一开盘，上

证综指跳空高开103.3点直接站

上3100点关口， 开盘涨幅高达

3.38%， 开盘便收复了5日、10日

及20日均线。 周五指数继续上

攻，量能小幅放大的同时，盘中

也一度逼近3200点。最终上证综

指收报3183.15点， 周涨4.27%，

收复五周均线位置。

不过上周沪市日均成交额

仅为2576.04亿元， 虽较节前三

个交易量能有了明显的回升，但

低于节前最后一个完整交易周

日均2605.54亿元以及在此之前

的日均成交额。 不仅如此，从两

融市场来看，近期以来沪市两融

余额占比呈现持续降低的状态，

至 10月 8日沪市两融余额报

5754.34亿元， 占沪深两融余额

的比值已降至62.38%。

这一方面反映了市场观望情

绪浓厚， 场外资金入场意愿较低，

市场陷入存量博弈； 另一方面，场

内资金在短线操作、见好就收的谨

慎思维驱使下，交易性的博弈主要

存在于“中小创”类品种。 不仅如

此，上周以来A股进入到三季报披

露时间，季报行情料将上演。 但考

虑到大盘股三季报披露比例较低，

且已发布的三季度业绩预告来看，

强周期行业的业绩压力较大，投资

者应注意甄选投资标的，避“雷”

的同时及时调仓换股，逢低布局精

选业绩白马。（王威）

9月以来261只股票涨幅超20%

□本报记者 张怡

上周虽然仅有两个交易日，

但是节后A股首秀让人眼前一

亮，受外围市场和消息面利好刺

激，股指全面回升。 实际上，9月

以来中小盘股就已经开始活跃。

尽管沪指整体维系 3000点至

3200点的箱体震荡格局，谨慎情

绪占据主导， 沉闷僵局未能打

破，20几个交易日中千股涨停盛

况未能再度上演，多空对峙下缩

量格局凸显；但A股市场中并不

缺乏牛股， 据统计，9月以来，所

有A股中涨幅超过20%的个股有

261只， 其中计算机行业个股占

据55只，小盘股是绝对主力。

小盘股表现突出

行业统计来看，这些个股中

有55只属于计算机行业，个数远

高于其他行业；机械设备、电气

设备和医药生物行业个股数目

也较多， 分别有27只、23只和23

只；此外，传媒、电子、化工和汽

车行业的个股数目也均超过了

10只。 相反，商业贸易、建筑装

饰、非银金融、纺织服装、采掘等

行业的个股数目则未超过2只。

个股来看，涨幅最大的市北

高新，9月以来其股价上涨了

91.53%，特力A、七喜控股也分

别上涨89.86%和89.55%； 景兴

纸业、万丰奥威和暴风科技的涨

幅也均超过了67%。 此外，还有

明家科技、上海普天、奥特迅等8

只个股涨幅超过了50%。

看这些涨幅领先的个股不

难发现， 小盘股占据绝对主导，

且其中不少个股其实是7月8日

市场反弹以来的强势牛股。 据统

计， 上述261只个股的平均自由

流通市值是45.24亿元， 总体盘

子很小。

其中， 市北高新是上海本地

股，流通盘仅有19.75亿元，这只

个股自7月中旬市场反弹以来就

表现出强劲的动力， 区间最高价

21.25元较最低价9.15元涨了1.32

倍； 特力A则是本轮市场回调之

后最牛的“黑马股” ，其自7月中

旬以来最高触及51.99元，较最低

价9.88元上涨4.26倍，这个流通市

值当前也仅有24亿元的“牛股”

继续演绎独特走势；此外，涉及系

能源汽车的上海普天、 奥特迅等

个股的盘子也分别仅有19亿元和

24亿元，均表现十分强势。而其他

诸如光力科技、锦江投资、万孚生

物、 多氟多等个股均是本轮市场

反弹中表现强势者， 当前依旧上

演着强者恒强的好戏。

市场静待突破

从上述统计中不难发现，本

轮市场下跌之后的情形与以往

熊市的情形大不相同。 分析人士

指出，2008年市场刚经历过大跌

之后，活跃个股数目很少，更鲜

少有大幅反弹者，当前市场中反

弹活跃的个股数目较多，显示出

存量资金活性较高，场内外观望

等待市场突破的心态凸显。

诚然，上周情况来看，上证

综指上涨4.27%， 收于3183.15

点，中小板指上涨5.22%，创业板

指上涨6.43%。银河证券指出，中

小盘股票回升幅度更大，反映市

场风险偏好有所提升，情绪面情

况有所好转。 不过也有市场人士

指出，短期内对市场仍要保持谨

慎， 因为高开跳空缺口待回补，

可以等待更好的介入时机。

当前，对市场充满期待的券

商占据大多数，一直持有乐观态

度的海通证券继续建议保持积

极心态，强调当前市场，资金充

裕、 利率下降是最有利的因素，

核心矛盾是风险偏好，即信心问

题。 10月来稳增长措施持续推

出，商务部和旅游总局公布十一

黄金周的零售和旅游增速保持

稳定，9月上汽集团汽车销售也

由负转正，金九银十成色仍在或

仍可期，有助提振市场信心。 中

期的困境是制度环境的不确定

性，短期的考验是三季报盈利下

滑风险。 未来“十三五” 规划、国

企改革细则将是提振市场信心

的重要方面， 建议保持积极心

态，维持多头思维，重点关注“十

三五” 侧重的成长类个股及“大

上海” 主题。

银河证券认为，在主要指数

最大跌幅超过45%、中小创股票

估值基本回归均值后，中长期而

言目前的市场已经进入价值投

资区间，但是短期仍需等待市场

震荡出清。 尽管近期在国际资本

市场普遍回暖的影响下，A股投

资者情绪显著改善，但在宏观经

济失速压力下，市场情绪能否持

续改善尚需谨慎观察。 当下适合

深挖价值，寻找成长逻辑没有被

破坏、 业绩优良的行业及公司，

避免以“抢反弹” 为逻辑介入估

值仍然偏高的个股。 建议寻找成

长逻辑没有被破坏的大健康、智

能设备、移动互联网、信息安全

等行业的龙头公司。

强势凸显 计算机行业两日上涨

8.23%

尽管上周仅有两个交易日，

但是A股市场高开高走，行业板

块悉数上涨。 其中，申万计算机

指数以8.23%的涨幅位居行业涨

幅榜首，表现突出，显示出市场

情绪好转、风险偏好提升，对中

小盘成长股的追捧也带动了市

场赚钱效应。

节后两日，28个申万一级行

业指数均实现了超过2%的涨

幅，其中，计算机、电气设备、有

色金属等10个行业的涨幅均超

过了6%。 从行业板块的5日涨跌

幅来看 ， 计算机行业涨幅为

10.19%，遥遥领先，可见计算机

板块的强势在节前就已经凸显，

节后延续涨势。

上周正常交易的134只计算

机行业成分股中，所有个股均实

现了不同程度的上涨。 其中，高

伟达的涨幅最高，2日涨幅达到

了21.01%；同时，航天长峰、迪威

视讯、聚龙股份等45只个股的涨

幅也均超过了10%。 相反，朗科

科技、 东方网力等个股涨幅居

末，均未超过2%。

计算机行业的强势与消息

面的诸多利好提振密切相关。 9

月下旬国务院印发《促进大数据

发展行动纲要》， 明确提出将全

面推进我国大数据发展和应用，

加快建设数据强国；国家制造强

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9月29日

正式发布《〈中国制造2025〉重

点领域技术路线图 (2015版)》，

明确了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等

十大领域的发展方向和目标；欧

洲法院6日认定欧美2000年签署

的关于自动交换数据的《安全港

协议》无效，对信息安全概念股

形成提振。 此外，首届中国（北

京）国际互联网+金融博览会将

于2015年12月10日至13日在北

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老馆举办。

总体来看，计算机行业前期

经过连续回调后不少个股布局

价值凸显，而且符合国家经济转

型方向， 备受产业资本青睐，短

期内存量博弈格局下，其中的中

小盘优质成长股仍将是资金追

逐的对象。（张怡）

全年限售股解禁规模（月度）

政策密集出台 充电桩指数周涨幅超

12%

国庆节后，伴随着不确定因

素的缓解，市场中的积极因素开

始显现， 沪深两市大盘震荡上

扬， 场内的题材热点全面复苏，

受益于政策密集出台，充电桩指

数节后强势领涨，两个交易日的

涨幅便超过12%， 达到12.90%。

14只正常交易的指数成分股均

实现上涨，其中万马股份和特锐

德涨幅超过 20% ， 分别上涨

21.03%和20.99%。 中恒电气、九

州电气、许继电气等11只股票涨

幅超过10%， 百利电气涨幅最

小，但也有9.18%。

消息面上，国务院常务会议

部署加快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

施和城市停车场建设，补公共服

务短板促进扩内需惠民生。 此次

会议明确提出要将城市合理规

划布局和建设停车场结合起来，

一方面要加快配建充电桩、城市

充换电站、 城际快充站等设施，

另一方面要求新建住宅停车位

建设或预留安装充电设施的比

例应达到100%， 大型公共建筑

物、公共停车场不低于10%。

分析人士指出，近年来，随着

国内环保意识的加强， 新能源汽

车的发展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

相关政策扶持不断， 新能源汽车

的销量大幅增长。 然而，“车多桩

少”的现状成为限制新能源汽车

发展的瓶颈。据了解，近年来虽然

我国新能源车销量在快速增加，

但是充电桩建设的速度并没有跟

上。 有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新

能源乘用车保有量已经超过12万

辆，但已经建成的充电桩只有3万

多个，这就意味着平均4辆车才有

一个充电桩。 此次国务院部署开

展充电桩基础设施建设顶层设

计， 有望从根本上改善新能源汽

车的生态环境， 随着新能源配套

措施的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到位，

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有望迎来黄金

发展机遇。（徐伟平）

两日涨6.43%� �创业板指收复

2200

点

上周两个交易日，市场展开

全面反弹。 其中，创业板再成反

弹主力，强势领跑，技术上成功

突破前期箱体。

创业板指数上周分别上涨

5.17%和1.20%，两日累计涨幅

达到6.43%， 收报2216.66点。

这标志着创业板指数正式突破

前期箱体上沿， 技术上释放出

积极信号。 而鉴于创业板指数

此前在8月24日留下的跳空缺

口，根据“缺口必补” 理论，短

期有望展开补缺行情， 延续强

势格局。

从当前市场格局来看，配

资清理冲击已近尾声， 财政货

币政策形成支撑， 市场情绪出

现改善，做多热情萌生。 9月中

旬以来，创业板指数震荡反弹，

令市场人气逐步回升； 而由于

去杠杆后市场在较长一段时间

都属于存量博弈格局， 因此小

盘成长股自然成为多头青睐的

对象。 如此一来，短期创业板正

在形成反弹行情和做多力量的

正向反馈。 目前， 利空扰动渐

弱，积极因素汇聚，新一轮行情

步入左侧窗口， 在大盘蓝筹股

受制经济面和增量资金、 成长

股受益“十三五规划” 等改革

创新主线的背景下， 创业板已

经且有望继续成为反弹主力。

但需要注意的是，创业板估

值水平本就偏高， 并无绝对优

势。 随着反弹的开启，整体估值

水平再度上升，后续反弹高度不

宜过度乐观。 另外，随着三季报

的披露，业绩将成为资金布局新

一轮行情的重要参考。 预计后市

创业板行情将在震荡中前行，个

股分化将进一步加剧。

操作上， 在参与主题投资、

把握创业板反弹机会的同时，不

宜过度追涨，应结合业绩和改革

红利去伪存真，借助波动精选优

质品种布局。（李波）

本周解禁市值过亿 主板占87%

□本报记者 李波

本周A股市场限售股解禁

市值突破一亿元，为10月解禁规

模最大的交易周。 其中，主板解

禁规模占比高达87%，成为本周

解禁主体。 个股方面，浦发银行

解禁数量最大，为37.31亿股。 分

析人士指出，本周解禁压力有所

上升，但主要集中在主板，预计

大小盘分化格局还将延续。

本周1068亿元市值解禁

本周A股市场限售股解禁

总量为104.09亿股， 以最新收

盘价计，解禁市值约1068.09亿

元。 本周限售股解禁突破一亿

元， 为10月四个交易周最大规

模， 也是今年以来第六大单周

解禁规模。

其中，主板、中小板和创业

板股票解禁规模分别为931.35

亿元、109.03亿元和27.71亿元，

占比分别为87.20%、10.21%和

2.59%。 由此来看，本周主板成

为限售股解禁的主体， 而中小

板创业板的解禁压力相对较

小， 特别是创业板解禁规模占

比较低。

就具体解禁类型来看，首发

原股东限售股份、定向增发机构

配售股份和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的解禁规模分别为108.92亿元、

943.07亿元、1824.24万元。 定向

增发机构限售股解禁占比超过

88%，成为本周的解禁主体。

分析人士指出，短期做多人

气有所回升，中小创获得资金青

睐。 尽管本周解禁规模相对较

大，对反弹构成一定压力，但解

禁股票主要集中在主板，中小板

和创业板的解禁压力有限。从限

售股解禁角度来看，大小盘分化

的特征短期还将延续和加剧。

浦发银行解禁数量居前

本周共有26只股票解禁。其

中， 主板有12只， 中小板有10

只，创业板有4只。从行业分布来

看，计算机通信电子设备制造业

的股票数量最多，为5只；专用设

备制造、有色金属、医药制药、软

件和信息技术等行业各有2只股

票； 其余股票还分布在银行、公

用事业、运输、传媒等行业。

个股方面，浦发银行、营口

港和铜陵有色的解禁数量居前，

分别为37.31亿股、31.80亿股和

24.53亿股， 分别于10月14日、

10月12日和10月16日解禁，解

禁股份类型均为定向增发机构

配售股份。 北新建材、海欣食品

和奥瑞金分别解禁2.27亿股、

1.60亿股和1.16亿股，其余股票

的解禁数量都在1亿股以下。

其中， 浦发银行晚间公告

称， 公司2010年非公开发行限

售股，即37.3亿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20%） 将于2015年10月14

日上市流通，该限售股持有人为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

司。 上述限售股解禁后，浦发银

行目前总共186.53亿股将实现

全流通。

创业板本周解禁的四只股

票为东方日升、京天利、劲拓股

份和宝色股份，解禁数量分别为

8991.22 万 股 、546.75 万 股 、

3892.68万股和755.00万股。 除

了东方日升为定向增发机构配

售股份外，其余三只股票的解禁

类型均为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10月开门红 上证综指一周上涨

4.27%

作为国庆长假后的首个交

易周，上周A股高开后维持高位

震荡走势。 周四上午一开盘，上

证综指跳空高开103.3点直接站

上3100点关口， 开盘涨幅高达

3.38%， 开盘便收复了5日、10日

及20日均线。 周五指数继续上

攻，量能小幅放大的同时，盘中

也一度逼近3200点。最终上证综

指收报3183.15点， 周涨4.27%，

收复五周均线位置。

不过上周沪市日均成交额

仅为2576.04亿元， 虽较节前三

个交易量能有了明显的回升，但

低于节前最后一个完整交易周

日均2605.54亿元以及在此之前

的日均成交额。 不仅如此，从两

融市场来看，近期以来沪市两融

余额占比呈现持续降低的状态，

至 10月 8日沪市两融余额报

5754.34亿元， 占沪深两融余额

的比值已降至62.38%。

这一方面反映了市场观望情

绪浓厚， 场外资金入场意愿较低，

市场陷入存量博弈； 另一方面，场

内资金在短线操作、见好就收的谨

慎思维驱使下，交易性的博弈主要

存在于“中小创”类品种。 不仅如

此，上周以来A股进入到三季报披

露时间，季报行情料将上演。 但考

虑到大盘股三季报披露比例较低，

且已发布的三季度业绩预告来看，

强周期行业的业绩压力较大，投资

者应注意甄选投资标的，避“雷”

的同时及时调仓换股，逢低布局精

选业绩白马。（王威）

9月以来261只股票涨幅超20%

□本报记者 张怡

上周虽然仅有两个交易日，

但是节后A股首秀让人眼前一

亮，受外围市场和消息面利好刺

激，股指全面回升。 实际上，9月

以来中小盘股就已经开始活跃。

尽管沪指整体维系 3000点至

3200点的箱体震荡格局，谨慎情

绪占据主导， 沉闷僵局未能打

破，20几个交易日中千股涨停盛

况未能再度上演，多空对峙下缩

量格局凸显；但A股市场中并不

缺乏牛股， 据统计，9月以来，所

有A股中涨幅超过20%的个股有

261只， 其中计算机行业个股占

据55只，小盘股是绝对主力。

小盘股表现突出

行业统计来看，这些个股中

有55只属于计算机行业，个数远

高于其他行业；机械设备、电气

设备和医药生物行业个股数目

也较多， 分别有27只、23只和23

只；此外，传媒、电子、化工和汽

车行业的个股数目也均超过了

10只。 相反，商业贸易、建筑装

饰、非银金融、纺织服装、采掘等

行业的个股数目则未超过2只。

个股来看，涨幅最大的市北

高新，9月以来其股价上涨了

91.53%，特力A、七喜控股也分

别上涨89.86%和89.55%； 景兴

纸业、万丰奥威和暴风科技的涨

幅也均超过了67%。 此外，还有

明家科技、上海普天、奥特迅等8

只个股涨幅超过了50%。

看这些涨幅领先的个股不

难发现， 小盘股占据绝对主导，

且其中不少个股其实是7月8日

市场反弹以来的强势牛股。 据统

计， 上述261只个股的平均自由

流通市值是45.24亿元， 总体盘

子很小。

其中， 市北高新是上海本地

股，流通盘仅有19.75亿元，这只

个股自7月中旬市场反弹以来就

表现出强劲的动力， 区间最高价

21.25元较最低价9.15元涨了1.32

倍； 特力A则是本轮市场回调之

后最牛的“黑马股” ，其自7月中

旬以来最高触及51.99元，较最低

价9.88元上涨4.26倍，这个流通市

值当前也仅有24亿元的“牛股”

继续演绎独特走势；此外，涉及系

能源汽车的上海普天、 奥特迅等

个股的盘子也分别仅有19亿元和

24亿元，均表现十分强势。而其他

诸如光力科技、锦江投资、万孚生

物、 多氟多等个股均是本轮市场

反弹中表现强势者， 当前依旧上

演着强者恒强的好戏。

市场静待突破

从上述统计中不难发现，本

轮市场下跌之后的情形与以往

熊市的情形大不相同。 分析人士

指出，2008年市场刚经历过大跌

之后，活跃个股数目很少，更鲜

少有大幅反弹者，当前市场中反

弹活跃的个股数目较多，显示出

存量资金活性较高，场内外观望

等待市场突破的心态凸显。

诚然，上周情况来看，上证

综指上涨4.27%， 收于3183.15

点，中小板指上涨5.22%，创业板

指上涨6.43%。银河证券指出，中

小盘股票回升幅度更大，反映市

场风险偏好有所提升，情绪面情

况有所好转。 不过也有市场人士

指出，短期内对市场仍要保持谨

慎， 因为高开跳空缺口待回补，

可以等待更好的介入时机。

当前，对市场充满期待的券

商占据大多数，一直持有乐观态

度的海通证券继续建议保持积

极心态，强调当前市场，资金充

裕、 利率下降是最有利的因素，

核心矛盾是风险偏好，即信心问

题。 10月来稳增长措施持续推

出，商务部和旅游总局公布十一

黄金周的零售和旅游增速保持

稳定，9月上汽集团汽车销售也

由负转正，金九银十成色仍在或

仍可期，有助提振市场信心。 中

期的困境是制度环境的不确定

性，短期的考验是三季报盈利下

滑风险。 未来“十三五” 规划、国

企改革细则将是提振市场信心

的重要方面， 建议保持积极心

态，维持多头思维，重点关注“十

三五” 侧重的成长类个股及“大

上海” 主题。

银河证券认为，在主要指数

最大跌幅超过45%、中小创股票

估值基本回归均值后，中长期而

言目前的市场已经进入价值投

资区间，但是短期仍需等待市场

震荡出清。 尽管近期在国际资本

市场普遍回暖的影响下，A股投

资者情绪显著改善，但在宏观经

济失速压力下，市场情绪能否持

续改善尚需谨慎观察。 当下适合

深挖价值，寻找成长逻辑没有被

破坏、 业绩优良的行业及公司，

避免以“抢反弹” 为逻辑介入估

值仍然偏高的个股。 建议寻找成

长逻辑没有被破坏的大健康、智

能设备、移动互联网、信息安全

等行业的龙头公司。

强势凸显 计算机行业两日上涨

8.23%

尽管上周仅有两个交易日，

但是A股市场高开高走，行业板

块悉数上涨。 其中，申万计算机

指数以8.23%的涨幅位居行业涨

幅榜首，表现突出，显示出市场

情绪好转、风险偏好提升，对中

小盘成长股的追捧也带动了市

场赚钱效应。

节后两日，28个申万一级行

业指数均实现了超过2%的涨

幅，其中，计算机、电气设备、有

色金属等10个行业的涨幅均超

过了6%。 从行业板块的5日涨跌

幅来看 ， 计算机行业涨幅为

10.19%，遥遥领先，可见计算机

板块的强势在节前就已经凸显，

节后延续涨势。

上周正常交易的134只计算

机行业成分股中，所有个股均实

现了不同程度的上涨。 其中，高

伟达的涨幅最高，2日涨幅达到

了21.01%；同时，航天长峰、迪威

视讯、聚龙股份等45只个股的涨

幅也均超过了10%。 相反，朗科

科技、 东方网力等个股涨幅居

末，均未超过2%。

计算机行业的强势与消息

面的诸多利好提振密切相关。 9

月下旬国务院印发《促进大数据

发展行动纲要》， 明确提出将全

面推进我国大数据发展和应用，

加快建设数据强国；国家制造强

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9月29日

正式发布《〈中国制造2025〉重

点领域技术路线图 (2015版)》，

明确了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等

十大领域的发展方向和目标；欧

洲法院6日认定欧美2000年签署

的关于自动交换数据的《安全港

协议》无效，对信息安全概念股

形成提振。 此外，首届中国（北

京）国际互联网+金融博览会将

于2015年12月10日至13日在北

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老馆举办。

总体来看，计算机行业前期

经过连续回调后不少个股布局

价值凸显，而且符合国家经济转

型方向， 备受产业资本青睐，短

期内存量博弈格局下，其中的中

小盘优质成长股仍将是资金追

逐的对象。（张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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