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获增持股票行业分布

10月产业资本增持金额市场分布

代码 名称

变动

次数

涉及

股东

人数

净买入股

份数合计

(万股)

增减仓

参考市值

(万元)

行业

600036.SH

招商银行

7 4 166645.51 2962490.48

银行

000002.SZ

万科

A 1 1 33172.69 447193.68

房地产

002085.SZ

万丰奥威

3 2 4642.09 123073.44

汽车

600872.SH

中炬高新

2 1 7042.71 104882.98

食品饮料

000651.SZ

格力电器

1 1 2729.43 46618.92

家用电器

000518.SZ

四环生物

1 1 5139.00 26738.88

医药生物

600712.SH

南宁百货

1 1 2723.42 20812.37

商业贸易

600804.SH

鹏博士

1 1 978.76 20686.39

传媒

000732.SZ

泰禾集团

1 1 917.89 20444.73

房地产

000555.SZ

神州信息

2 1 834.54 20277.44

计算机

600516.SH

方大炭素

2 1 1986.09 18583.68

有色金属

600711.SH

盛屯矿业

1 1 2008.99 14021.00

有色金属

300268.SZ

万福生科

2 1 680.37 13654.11

农林牧渔

002603.SZ

以岭药业

3 3 763.80 13007.05

医药生物

000887.SZ

中鼎股份

2 1 501.01 11910.66

汽车

601992.SH

金隅股份

9 9 1163.51 10884.09

建筑材料

000993.SZ

闽东电力

1 1 1193.00 10588.69

公用事业

300056.SZ

三维丝

5 1 520.18 10113.39

公用事业

600634.SH

中技控股

1 1 400.68 9977.41

综合

600673.SH

东阳光科

2 2 1881.90 9688.19

有色金属

002497.SZ

雅化集团

1 1 1442.22 9423.11

化工

300004.SZ

南风股份

1 1 496.22 9140.52

机械设备

300207.SZ

欣旺达

4 2 296.96 8062.02

电子

600759.SH

洲际油气

1 1 1083.01 8018.19

采掘

000153.SZ

丰原药业

2 1 710.00 6772.04

医药生物

000926.SZ

福星股份

1 1 604.55 6041.71

房地产

600021.SH

上海电力

1 1 395.40 5876.52

公用事业

600163.SH *ST

南纸

1 1 1009.55 5597.54

轻工制造

000897.SZ

津滨发展

1 1 704.99 4072.98

房地产

300202.SZ

聚龙股份

1 1 200.00 3854.88

计算机

002437.SZ

誉衡药业

1 1 144.69 3569.68

医药生物

600476.SH

湘邮科技

1 1 133.29 3413.19

计算机

600122.SH

宏图高科

1 1 290.00 3268.68

商业贸易

300177.SZ

中海达

2 1 187.06 3195.00

计算机

600657.SH

信达地产

1 1 524.08 3175.81

房地产

300181.SZ

佐力药业

1 1 311.29 2947.49

医药生物

300308.SZ

中际装备

2 2 258.65 2913.80

电气设备

002279.SZ

久其软件

1 1 66.41 2810.29

计算机

10月获产业资本增持的164只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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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671.SZ

阳光城

2015-11-6 57,117.75 318,950.23 5,224.65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198.SH

大唐电信

2015-11-2 27,565.89 80,864.83 7,346.02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1015.SH

陕西黑猫

2015-11-6 17,600.00 29,600.00 32,40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3019.SH

中科曙光

2015-11-6 10,436.54 17,936.54 12,063.46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276.SZ

万马股份

2015-11-6 6,507.89 90,210.67 3,721.87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652.SH

游久游戏

2015-11-4 5,967.19 61,667.44 21,602.91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703.SZ

浙江世宝

2015-11-2 5,190.34 6,690.34 16,224.04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238.SZ

天威视讯

2015-11-4 4,799.11 46,451.11 4,994.99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0719.SZ

大地传媒

2015-11-3 4,794.96 51,319.04 27,388.94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000716.SZ

黑芝麻

2015-11-5 4,618.06 22,233.96 9,620.27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406.SZ

九强生物

2015-11-3 4,435.71 9,321.71 15,662.02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3688.SH

石英股份

2015-11-2 2,071.00 7,666.00 14,714.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225.SZ

濮耐股份

2015-11-6 1,770.92 56,964.25 32,041.67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1599.SH

鹿港科技

2015-11-6 1,691.81 33,491.81 4,250.9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272.SZ

开能环保

2015-11-2 1,668.35 21,398.83 11,783.31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405.SZ

科隆精化

2015-11-2 1,625.62 3,325.62 3,474.38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731.SZ

萃华珠宝

2015-11-4 1,574.00 5,342.00 9,726.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159.SZ

三特索道

2015-11-5 1,400.00 13,387.51 479.15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263.SZ

隆华节能

2015-11-6 1,130.54 23,820.51 20,348.06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724.SZ

海洋王

2015-11-4 1,116.60 6,074.73 33,925.27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1700.SH

风范股份

2015-11-6 1,055.10 112,269.60 1,055.10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600393.SH

东华实业

2015-11-6 1,049.50 30,000.00 0.00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000851.SZ

高鸿股份

2015-11-4 289.49 48,781.13 10,355.3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3988.SH

中电电机

2015-11-4 240.00 2,240.00 5,76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649.SZ

博彦科技

2015-11-2 182.11 13,202.95 3,567.05

追加承诺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300036.SZ

超图软件

2015-11-2 103.90 15,273.39 4,316.16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300322.SZ

硕贝德

2015-11-2 48.15 35,685.79 4,831.85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下周趋势 看平

中线趋势 看平

下周区间 3300-3500点

下周热点 央企改革

下周焦点 创业板

持续整理 空间有限

□申万宏源 钱启敏

上周沪深股市受央行 “双

降”等利好影响，冲高回落，震荡

整理，周K线收出小阴线。 从目前

看，随着各项政策预期兑现明朗，

以及逐渐进入年末阶段， 沪深股

指有望保持整理走势， 重心小幅

下移，但总体空间较为有限，出现

“垮塌”走势的可能性不大。

从上周表现看，股指在3450

点上方明显遇阻， 即便有央行

“双降”等利好刺激，也未能持续

向上，表明空头反击实力加强。从

资金流向看， 上周五个交易日机

构资金全部净流出， 流出总额达

到1800多亿元，见好就收、且战

且退的信号较为明显。同时，从政

策面看，央行“双降” 力度超预

期，市场关注焦点均已落地明朗，

市场反应相对中性， 市场走强缺

乏“导火线” 。此外，从热点看，虽

然仍集中在小盘题材股方面，但

轮动迅速，稳定性明显下降。例如

周初国防军工领涨， 次日便处在

领跌位置。 随后券商保险也有表

现，但起伏频繁；周五则是“二

孩”概念、乳制品等板块走强，但

也是跟风短炒，有“昙花一现”的

可能。 因此从目前看，短线3400

点以上压力渐增， 股指缩量盘整

的可能性较大。

上周市场交投相对活跃，多

空换手积极踊跃，下半周成交开

始萎缩但股指跌幅有限，表明在

清理配资结束后市场没有集中

地主动性抛盘，主要还是获利盘

的回吐。 这样随着指数重心下

移，获利盘的减少将封杀后续下

跌空间。 同时市场心态较为稳

定，盘中多次出现加速下跌后都

能企稳回升，基本上当天消化震

荡，表明短信市场不具备一边倒

走势的可能，因此大盘下档3250

点有短线支撑。

在这种形势下，投资者操作

要控制仓位， 目前不是强牛走

势，没有必要满仓加杠杆的激进

操作。 同时针对热点轮动迅速的

特点，在紧跟热点的同时“短平

快” 操作，尽量保持“活的” 筹

码。 在关注方向上，还是看好三

季报业绩成长的新兴产业板块，

中小市值中的题材股以及本轮

反弹中涨幅滞后有补涨预期的

品种。

短期行情以震荡为主

□西部证券 黄铮

上周市场震荡反复，沪指屡

攻3400点而不过。当下市场盘中

反弹间歇性特征明显，预计本周

沪指仍将延续震荡收敛行情。

“降准” 利好并未太多刺激

到市场的上周表现。 沪指3400点

整数关口数次上下， 但从未真正

收复， 这是市场上攻意图不明确

的信号。 题材股的热点转移和盘

中回落， 对指数涨跌震荡影响突

出。盘面观察，十三五规划前瞻性

热点均一改前期做多动能充沛的

上冲格局， 冲高回落的阶段性迹

象浮现，经历前期底部反弹以后，

持续上行更需落到实处。同样，成

长股居多的创业板指数， 上周一

样上演强势整理的震荡轨迹。 同

期蓝筹股无法担当指数盘中反攻

的中坚力量。因而，市场热点的再

梳理造成指数横向走平。

结合市场走势观察，上周指

数反复波动，从周初的盘中振幅

明显到后半周逐步收敛，沪指日

K线逐步收敛趋平，短期五日、十

日均线逐步粘合，中长期均线下

行势头未改，市场做多力量的集

结有所欠缺。 量能方面，并无异

常表现， 配合指数震荡行情，两

市成交量小幅萎缩。周K线来看，

沪指冲高至五周均线上方，未获

量能有效跟进的支持，距离上方

20周均线尚有一定偏离度，目前

看沪指上攻3500点，量价配合均

不够理想。 指数整体运行较为积

极的一面是，沪指重心始终围绕

3400点反复波动，对短期股指横

向整理较为有利，或对于下一阶

段的热点再分配较为理想。

本周市场即将步入11月行

情， 年末政策环境有望回归平

静， 流动性控制节奏的变化，亦

会是波动市场情绪的主要观察

点。在市场整体经济环境没有转

强信号之前，中期反弹打开的契

机恐难打开。 市场整体环境尚无

明显变化之前，指数盘中的震荡

反复、 节奏放缓也将反复重演，

操作上需以半仓为持仓上限，少

量集中的持仓品种更应基本面

具备成长性特征。

波动加剧 先抑后扬

□银泰证券 陈建华

上周A股持续震荡运行，资

金情绪趋于谨慎，市场多空双方

力量呈现相对均衡的格局。 在国

内外宏观环境未发生太大变化

的情况下，A股整体相对均衡的

格局料仍将延续，波动幅度料将

有所增大，先抑后扬概率较大。

首先就市场整体环境分析，

当前A股面临的多空因素明显。

从偏积极的方面看， 宽松的资金

环境仍将对沪深两市形成有力支

撑， 全社会资金成本的下行利于

股票市场运行； 而从偏负面的角

度分析，沪指3400点上方的压力

不容忽视， 尤其在实体经济依然

疲软的情况下， 沪深主板市场想

要突破并非易事， 而以创业板为

代表的成长股尽管集诸多优势于

一身， 但过高的估值仍将对其形

成明显制约， 成为此类个股上行

的最大阻力。 在国内外环境不发

生太大变化的情况下， 沪深两市

因此整体上也将维持均衡格局。

其次就市场运行节奏看，连

续的窄幅震荡显然不可持续，随

着各方分歧的增大，后期A股两

市波动加剧不可避免。近期市场

尽管热点题材一度大肆活跃，但

其并未能带动沪深两市向上突

破，表明该阶段行情依然亦存量

资金博弈为主，当前行情的性质

决定了热点板块的走势对短期

市场将有较强的主导作用。 而就

近期盘面看，各类热点题材出现

明显的降温迹象，前期领涨的创

业板个股亦持续高位滞涨，从这

个角度分析，我们认为短期两市

向下调整的风险有所增大，市场

的波动幅度也将明显增加。

后期若无超预期事件出现，

未来一段时间沪深两市整体上

维持均衡格局，但波动幅度增大

不可避免，随着近期热点题材的

降温以及创业板回调压力的增

加，短期市场更多的将面临下行

压力，但调整后跌出来的机会将

增强资金参与意愿，沪深两市也

因此将重回均衡。

下周趋势 看平

中线趋势 看空

下周区间 3280-3420点

下周热点 迪士尼等题材股

下周焦点 经济数据、成交量

下周趋势 看平

中线趋势 看平

下周区间 3300-3500点

下周热点 大消费龙头、优质成长股

下周焦点 “十三五”规划的推进

■ 券商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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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过160只股票获增持

10月以来产业资本增持382亿元

□本报记者 徐伟平

10月以来沪深两市大盘走

出一波强势反弹，沪综指涨幅超

过10%， 个股更是出现翻倍行

情，通常情况下，在累计一定涨

幅后，产业资本更倾向于减持部

分股票。 值得注意的是，嗅觉敏

锐的产业资本在10月选择增持

股票，10月以来产业资本增持额

达到382.18亿元，164只股票获

增持， 而减持股票仅为48只，增

持股票数量显著高于减持股票。

从行业板块来看，医药股异军突

起， 获得产业资本集中增持，显

著高于其他行业板块。 总的看，

产业资本的增持意愿依然强烈，

产业资本进行增持向市场传递

公司价值具有吸引力的信号，对

行情构成支持。

10月净增持382亿元

经历了9月份的缩量震荡整

固，沪深两市大盘在10月迎来强

势反弹， 沪综指涨幅超10%，创

业板指数更是接近20%，部分股

票更是走出翻倍行情，个股赚钱

效应出现回升。 通常情况下，在

累计一定涨幅后，产业资本更倾

向于减持部分股票。 不过产业资

本在10月选择增持股票，净增持

额达到382.18亿元，规模处在较

高水平。其中164只股票获增持，

显著高于减持股票数量。

Wind数据显示，10月以来

共有235只股票出现重要股东持

股变动， 其中增持的股票有164

只， 合计增持股份数量25.13亿

股， 增持金额估算为405.57亿

元；遭减持的股票有48只，合计

减持股份数量为1.73亿股， 减持

规模估算为23.39亿元。 整体来

看， 净增持金额为382.18亿元。

10月产业资本的增持规模扩大，

处在较高的水平上。

从市场分布来看，上证主板

有43只股票获得增持，合计增持

金额为322.04亿元。 仅有3只股

获得减持， 合计减持金额为

20.17亿元。 上证主板整体净增

持金额为301.87亿元。 深证主板

有63只股票获得增持，合计增持

金额为60.52亿元。 有8只股票出

现减持，合计减持金额为0.05亿

元。 深证主板整体净增持金额为

60.47亿元。 中小企业板有55只

股票获得增持，合计增持金额为

16.95亿元。 26只股票出现减持，

合计减持金额为2.82亿元。 中小

板整体净增持金额为14.14亿

元。 创业板有33只股票获得增

持， 合计增持金额为6.05亿元。

10只股票出现减持，合计减持金

额为0.35亿元。 创业板整体净减

持金额为5.70亿元。

从个股来看，招商银行的净

增持额居首，达到296.25亿元。万

科A的净增持额紧随其后， 达到

44.72亿元。万丰奥威和中炬高新

的净增持额也超过10亿元，分别

为12.31亿元和10.49亿元。 与之

相比，金一文化、亚威股份、中煤

能源和爱建集团的净减持额居

前，超过亿元，分别为1.16亿元、

1.60亿元、9.89亿元和10.27亿元。

产业资本助力A股

在出现增持的164只股票

中，排在第四位的中炬高新是受

到前海人寿不断增持，加上计划

中的定增比例，前海人寿(及其一

致行动人)共计将持有中炬高新

股权42.01%。前海人寿还举牌了

韶能股份、南玻A、万科、南宁百

货等多家上市公司。 万丰奥威则

获得百年人寿“举牌” 。 由此来

看，10月份险资频频举牌个股，

对其短期价值认可度较高。

从行业板块来看， 这164只

股票中有19只股票来自医药生

物，16只股票来自机械设备，化

工行业贡献了15只股票，计算机

行业贡献了12只，这四个行业显

著高于其他行业板块。 值得注意

的是，医药生物板块中的股票显

著高于其他行业板块。 医药股的

业绩较为稳定， 同时兼具成长

性，围绕“大健康” 的主题更是

给予医药股炒作空间，短期医药

股获得产业资本力挺，围绕医药

股的布局值得投资者重点关注。

分析人士指出，产业资本作

为最了解上市公司的群体，其行

为往往可以影响市场对公司股

价的态度。 产业资本进行增持向

市场传递公司价值具有吸引力

的信号， 有利于股价的走势，回

溯历史，产业资本群体性的增持

均带动了指数的上行，成功增持

在底部或阶段性底部。 此前证监

会鼓励公司增持政策更是起到

了稳定证券市场的作用，市场信

心正在不断恢复。

10月产业资本增持金额市场分布

持续整理 空间有限

□申万宏源 钱启敏

上周沪深股市受央行 “双

降”等利好影响，冲高回落，震荡

整理，周K线收出小阴线。 从目前

看，随着各项政策预期兑现明朗，

以及逐渐进入年末阶段， 沪深股

指有望保持整理走势， 重心小幅

下移，但总体空间较为有限，出现

“垮塌”走势的可能性不大。

从上周表现看，股指在3450

点上方明显遇阻， 即便有央行

“双降”等利好刺激，也未能持续

向上，表明空头反击实力加强。从

资金流向看， 上周五个交易日机

构资金全部净流出， 流出总额达

到1800多亿元，见好就收、且战

且退的信号较为明显。同时，从政

策面看，央行“双降” 力度超预

期，市场关注焦点均已落地明朗，

市场反应相对中性， 市场走强缺

乏“导火线” 。此外，从热点看，虽

然仍集中在小盘题材股方面，但

轮动迅速，稳定性明显下降。例如

周初国防军工领涨， 次日便处在

领跌位置。 随后券商保险也有表

现，但起伏频繁；周五则是“二

孩”概念、乳制品等板块走强，但

也是跟风短炒，有“昙花一现”的

可能。 因此从目前看，短线3400

点以上压力渐增， 股指缩量盘整

的可能性较大。

上周市场交投相对活跃，多

空换手积极踊跃，下半周成交开

始萎缩但股指跌幅有限，表明在

清理配资结束后市场没有集中

地主动性抛盘，主要还是获利盘

的回吐。 这样随着指数重心下

移，获利盘的减少将封杀后续下

跌空间。 同时市场心态较为稳

定，盘中多次出现加速下跌后都

能企稳回升，基本上当天消化震

荡，表明短信市场不具备一边倒

走势的可能，因此大盘下档3250

点有短线支撑。

在这种形势下，投资者操作

要控制仓位， 目前不是强牛走

势，没有必要满仓加杠杆的激进

操作。 同时针对热点轮动迅速的

特点，在紧跟热点的同时“短平

快” 操作，尽量保持“活的” 筹

码。 在关注方向上，还是看好三

季报业绩成长的新兴产业板块，

中小市值中的题材股以及本轮

反弹中涨幅滞后有补涨预期的

品种。

短期行情以震荡为主

□西部证券 黄铮

上周市场震荡反复，沪指屡

攻3400点而不过。当下市场盘中

反弹间歇性特征明显，预计本周

沪指仍将延续震荡收敛行情。

“降准” 利好并未太多刺激

到市场的上周表现。 沪指3400点

整数关口数次上下， 但从未真正

收复， 这是市场上攻意图不明确

的信号。 题材股的热点转移和盘

中回落， 对指数涨跌震荡影响突

出。盘面观察，十三五规划前瞻性

热点均一改前期做多动能充沛的

上冲格局， 冲高回落的阶段性迹

象浮现，经历前期底部反弹以后，

持续上行更需落到实处。同样，成

长股居多的创业板指数， 上周一

样上演强势整理的震荡轨迹。 同

期蓝筹股无法担当指数盘中反攻

的中坚力量。因而，市场热点的再

梳理造成指数横向走平。

结合市场走势观察，上周指

数反复波动，从周初的盘中振幅

明显到后半周逐步收敛，沪指日

K线逐步收敛趋平，短期五日、十

日均线逐步粘合，中长期均线下

行势头未改，市场做多力量的集

结有所欠缺。 量能方面，并无异

常表现， 配合指数震荡行情，两

市成交量小幅萎缩。周K线来看，

沪指冲高至五周均线上方，未获

量能有效跟进的支持，距离上方

20周均线尚有一定偏离度，目前

看沪指上攻3500点，量价配合均

不够理想。 指数整体运行较为积

极的一面是，沪指重心始终围绕

3400点反复波动，对短期股指横

向整理较为有利，或对于下一阶

段的热点再分配较为理想。

本周市场即将步入11月行

情， 年末政策环境有望回归平

静， 流动性控制节奏的变化，亦

会是波动市场情绪的主要观察

点。在市场整体经济环境没有转

强信号之前，中期反弹打开的契

机恐难打开。 市场整体环境尚无

明显变化之前，指数盘中的震荡

反复、 节奏放缓也将反复重演，

操作上需以半仓为持仓上限，少

量集中的持仓品种更应基本面

具备成长性特征。

波动加剧 先抑后扬

□银泰证券 陈建华

上周A股持续震荡运行，资

金情绪趋于谨慎，市场多空双方

力量呈现相对均衡的格局。 在国

内外宏观环境未发生太大变化

的情况下，A股整体相对均衡的

格局料仍将延续，波动幅度料将

有所增大，先抑后扬概率较大。

首先就市场整体环境分析，

当前A股面临的多空因素明显。

从偏积极的方面看， 宽松的资金

环境仍将对沪深两市形成有力支

撑， 全社会资金成本的下行利于

股票市场运行； 而从偏负面的角

度分析，沪指3400点上方的压力

不容忽视， 尤其在实体经济依然

疲软的情况下， 沪深主板市场想

要突破并非易事， 而以创业板为

代表的成长股尽管集诸多优势于

一身， 但过高的估值仍将对其形

成明显制约， 成为此类个股上行

的最大阻力。 在国内外环境不发

生太大变化的情况下， 沪深两市

因此整体上也将维持均衡格局。

其次就市场运行节奏看，连

续的窄幅震荡显然不可持续，随

着各方分歧的增大，后期A股两

市波动加剧不可避免。近期市场

尽管热点题材一度大肆活跃，但

其并未能带动沪深两市向上突

破，表明该阶段行情依然亦存量

资金博弈为主，当前行情的性质

决定了热点板块的走势对短期

市场将有较强的主导作用。 而就

近期盘面看，各类热点题材出现

明显的降温迹象，前期领涨的创

业板个股亦持续高位滞涨，从这

个角度分析，我们认为短期两市

向下调整的风险有所增大，市场

的波动幅度也将明显增加。

后期若无超预期事件出现，

未来一段时间沪深两市整体上

维持均衡格局，但波动幅度增大

不可避免，随着近期热点题材的

降温以及创业板回调压力的增

加，短期市场更多的将面临下行

压力，但调整后跌出来的机会将

增强资金参与意愿，沪深两市也

因此将重回均衡。

超过160只股票获增持

10月以来产业资本增持382亿元

□本报记者 徐伟平

10月以来沪深两市大盘走

出一波强势反弹，沪综指涨幅超

过10%， 个股更是出现翻倍行

情，通常情况下，在累计一定涨

幅后，产业资本更倾向于减持部

分股票。 值得注意的是，嗅觉敏

锐的产业资本在10月选择增持

股票，10月以来产业资本增持额

达到382.18亿元，164只股票获

增持， 而减持股票仅为48只，增

持股票数量显著高于减持股票。

从行业板块来看，医药股异军突

起， 获得产业资本集中增持，显

著高于其他行业板块。 总的看，

产业资本的增持意愿依然强烈，

产业资本进行增持向市场传递

公司价值具有吸引力的信号，对

行情构成支持。

10月净增持382亿元

经历了9月份的缩量震荡整

固，沪深两市大盘在10月迎来强

势反弹， 沪综指涨幅超10%，创

业板指数更是接近20%，部分股

票更是走出翻倍行情，个股赚钱

效应出现回升。 通常情况下，在

累计一定涨幅后，产业资本更倾

向于减持部分股票。 不过产业资

本在10月选择增持股票，净增持

额达到382.18亿元，规模处在较

高水平。其中164只股票获增持，

显著高于减持股票数量。

Wind数据显示，10月以来

共有235只股票出现重要股东持

股变动， 其中增持的股票有164

只， 合计增持股份数量25.13亿

股， 增持金额估算为405.57亿

元；遭减持的股票有48只，合计

减持股份数量为1.73亿股， 减持

规模估算为23.39亿元。 整体来

看， 净增持金额为382.18亿元。

10月产业资本的增持规模扩大，

处在较高的水平上。

从市场分布来看，上证主板

有43只股票获得增持，合计增持

金额为322.04亿元。 仅有3只股

获得减持， 合计减持金额为

20.17亿元。 上证主板整体净增

持金额为301.87亿元。 深证主板

有63只股票获得增持，合计增持

金额为60.52亿元。 有8只股票出

现减持，合计减持金额为0.05亿

元。 深证主板整体净增持金额为

60.47亿元。 中小企业板有55只

股票获得增持，合计增持金额为

16.95亿元。 26只股票出现减持，

合计减持金额为2.82亿元。 中小

板整体净增持金额为14.14亿

元。 创业板有33只股票获得增

持， 合计增持金额为6.05亿元。

10只股票出现减持，合计减持金

额为0.35亿元。 创业板整体净减

持金额为5.70亿元。

从个股来看，招商银行的净

增持额居首，达到296.25亿元。万

科A的净增持额紧随其后， 达到

44.72亿元。万丰奥威和中炬高新

的净增持额也超过10亿元，分别

为12.31亿元和10.49亿元。 与之

相比，金一文化、亚威股份、中煤

能源和爱建集团的净减持额居

前，超过亿元，分别为1.16亿元、

1.60亿元、9.89亿元和10.27亿元。

产业资本助力A股

在出现增持的164只股票

中，排在第四位的中炬高新是受

到前海人寿不断增持，加上计划

中的定增比例，前海人寿(及其一

致行动人)共计将持有中炬高新

股权42.01%。前海人寿还举牌了

韶能股份、南玻A、万科、南宁百

货等多家上市公司。 万丰奥威则

获得百年人寿“举牌” 。 由此来

看，10月份险资频频举牌个股，

对其短期价值认可度较高。

从行业板块来看， 这164只

股票中有19只股票来自医药生

物，16只股票来自机械设备，化

工行业贡献了15只股票，计算机

行业贡献了12只，这四个行业显

著高于其他行业板块。 值得注意

的是，医药生物板块中的股票显

著高于其他行业板块。 医药股的

业绩较为稳定， 同时兼具成长

性，围绕“大健康” 的主题更是

给予医药股炒作空间，短期医药

股获得产业资本力挺，围绕医药

股的布局值得投资者重点关注。

分析人士指出，产业资本作

为最了解上市公司的群体，其行

为往往可以影响市场对公司股

价的态度。 产业资本进行增持向

市场传递公司价值具有吸引力

的信号， 有利于股价的走势，回

溯历史，产业资本群体性的增持

均带动了指数的上行，成功增持

在底部或阶段性底部。 此前证监

会鼓励公司增持政策更是起到

了稳定证券市场的作用，市场信

心正在不断恢复。

10月获产业资本增持的164只股票

持续整理 空间有限

□申万宏源 钱启敏

上周沪深股市受央行 “双

降”等利好影响，冲高回落，震荡

整理，周K线收出小阴线。 从目前

看，随着各项政策预期兑现明朗，

以及逐渐进入年末阶段， 沪深股

指有望保持整理走势， 重心小幅

下移，但总体空间较为有限，出现

“垮塌”走势的可能性不大。

从上周表现看，股指在3450

点上方明显遇阻， 即便有央行

“双降”等利好刺激，也未能持续

向上，表明空头反击实力加强。从

资金流向看， 上周五个交易日机

构资金全部净流出， 流出总额达

到1800多亿元，见好就收、且战

且退的信号较为明显。同时，从政

策面看，央行“双降” 力度超预

期，市场关注焦点均已落地明朗，

市场反应相对中性， 市场走强缺

乏“导火线” 。此外，从热点看，虽

然仍集中在小盘题材股方面，但

轮动迅速，稳定性明显下降。例如

周初国防军工领涨， 次日便处在

领跌位置。 随后券商保险也有表

现，但起伏频繁；周五则是“二

孩”概念、乳制品等板块走强，但

也是跟风短炒，有“昙花一现”的

可能。 因此从目前看，短线3400

点以上压力渐增， 股指缩量盘整

的可能性较大。

上周市场交投相对活跃，多

空换手积极踊跃，下半周成交开

始萎缩但股指跌幅有限，表明在

清理配资结束后市场没有集中

地主动性抛盘，主要还是获利盘

的回吐。 这样随着指数重心下

移，获利盘的减少将封杀后续下

跌空间。 同时市场心态较为稳

定，盘中多次出现加速下跌后都

能企稳回升，基本上当天消化震

荡，表明短信市场不具备一边倒

走势的可能，因此大盘下档3250

点有短线支撑。

在这种形势下，投资者操作

要控制仓位， 目前不是强牛走

势，没有必要满仓加杠杆的激进

操作。 同时针对热点轮动迅速的

特点，在紧跟热点的同时“短平

快” 操作，尽量保持“活的” 筹

码。 在关注方向上，还是看好三

季报业绩成长的新兴产业板块，

中小市值中的题材股以及本轮

反弹中涨幅滞后有补涨预期的

品种。

短期行情以震荡为主

□西部证券 黄铮

上周市场震荡反复，沪指屡

攻3400点而不过。当下市场盘中

反弹间歇性特征明显，预计本周

沪指仍将延续震荡收敛行情。

“降准” 利好并未太多刺激

到市场的上周表现。 沪指3400点

整数关口数次上下， 但从未真正

收复， 这是市场上攻意图不明确

的信号。 题材股的热点转移和盘

中回落， 对指数涨跌震荡影响突

出。盘面观察，十三五规划前瞻性

热点均一改前期做多动能充沛的

上冲格局， 冲高回落的阶段性迹

象浮现，经历前期底部反弹以后，

持续上行更需落到实处。同样，成

长股居多的创业板指数， 上周一

样上演强势整理的震荡轨迹。 同

期蓝筹股无法担当指数盘中反攻

的中坚力量。因而，市场热点的再

梳理造成指数横向走平。

结合市场走势观察，上周指

数反复波动，从周初的盘中振幅

明显到后半周逐步收敛，沪指日

K线逐步收敛趋平，短期五日、十

日均线逐步粘合，中长期均线下

行势头未改，市场做多力量的集

结有所欠缺。 量能方面，并无异

常表现， 配合指数震荡行情，两

市成交量小幅萎缩。周K线来看，

沪指冲高至五周均线上方，未获

量能有效跟进的支持，距离上方

20周均线尚有一定偏离度，目前

看沪指上攻3500点，量价配合均

不够理想。 指数整体运行较为积

极的一面是，沪指重心始终围绕

3400点反复波动，对短期股指横

向整理较为有利，或对于下一阶

段的热点再分配较为理想。

本周市场即将步入11月行

情， 年末政策环境有望回归平

静， 流动性控制节奏的变化，亦

会是波动市场情绪的主要观察

点。在市场整体经济环境没有转

强信号之前，中期反弹打开的契

机恐难打开。 市场整体环境尚无

明显变化之前，指数盘中的震荡

反复、 节奏放缓也将反复重演，

操作上需以半仓为持仓上限，少

量集中的持仓品种更应基本面

具备成长性特征。

波动加剧 先抑后扬

□银泰证券 陈建华

上周A股持续震荡运行，资

金情绪趋于谨慎，市场多空双方

力量呈现相对均衡的格局。 在国

内外宏观环境未发生太大变化

的情况下，A股整体相对均衡的

格局料仍将延续，波动幅度料将

有所增大，先抑后扬概率较大。

首先就市场整体环境分析，

当前A股面临的多空因素明显。

从偏积极的方面看， 宽松的资金

环境仍将对沪深两市形成有力支

撑， 全社会资金成本的下行利于

股票市场运行； 而从偏负面的角

度分析，沪指3400点上方的压力

不容忽视， 尤其在实体经济依然

疲软的情况下， 沪深主板市场想

要突破并非易事， 而以创业板为

代表的成长股尽管集诸多优势于

一身， 但过高的估值仍将对其形

成明显制约， 成为此类个股上行

的最大阻力。 在国内外环境不发

生太大变化的情况下， 沪深两市

因此整体上也将维持均衡格局。

其次就市场运行节奏看，连

续的窄幅震荡显然不可持续，随

着各方分歧的增大，后期A股两

市波动加剧不可避免。近期市场

尽管热点题材一度大肆活跃，但

其并未能带动沪深两市向上突

破，表明该阶段行情依然亦存量

资金博弈为主，当前行情的性质

决定了热点板块的走势对短期

市场将有较强的主导作用。 而就

近期盘面看，各类热点题材出现

明显的降温迹象，前期领涨的创

业板个股亦持续高位滞涨，从这

个角度分析，我们认为短期两市

向下调整的风险有所增大，市场

的波动幅度也将明显增加。

后期若无超预期事件出现，

未来一段时间沪深两市整体上

维持均衡格局，但波动幅度增大

不可避免，随着近期热点题材的

降温以及创业板回调压力的增

加，短期市场更多的将面临下行

压力，但调整后跌出来的机会将

增强资金参与意愿，沪深两市也

因此将重回均衡。

超过160只股票获增持

10月以来产业资本增持382亿元

□本报记者 徐伟平

10月以来沪深两市大盘走

出一波强势反弹，沪综指涨幅超

过10%， 个股更是出现翻倍行

情，通常情况下，在累计一定涨

幅后，产业资本更倾向于减持部

分股票。 值得注意的是，嗅觉敏

锐的产业资本在10月选择增持

股票，10月以来产业资本增持额

达到382.18亿元，164只股票获

增持， 而减持股票仅为48只，增

持股票数量显著高于减持股票。

从行业板块来看，医药股异军突

起， 获得产业资本集中增持，显

著高于其他行业板块。 总的看，

产业资本的增持意愿依然强烈，

产业资本进行增持向市场传递

公司价值具有吸引力的信号，对

行情构成支持。

10月净增持382亿元

经历了9月份的缩量震荡整

固，沪深两市大盘在10月迎来强

势反弹， 沪综指涨幅超10%，创

业板指数更是接近20%，部分股

票更是走出翻倍行情，个股赚钱

效应出现回升。 通常情况下，在

累计一定涨幅后，产业资本更倾

向于减持部分股票。 不过产业资

本在10月选择增持股票，净增持

额达到382.18亿元，规模处在较

高水平。其中164只股票获增持，

显著高于减持股票数量。

Wind数据显示，10月以来

共有235只股票出现重要股东持

股变动， 其中增持的股票有164

只， 合计增持股份数量25.13亿

股， 增持金额估算为405.57亿

元；遭减持的股票有48只，合计

减持股份数量为1.73亿股， 减持

规模估算为23.39亿元。 整体来

看， 净增持金额为382.18亿元。

10月产业资本的增持规模扩大，

处在较高的水平上。

从市场分布来看，上证主板

有43只股票获得增持，合计增持

金额为322.04亿元。 仅有3只股

获得减持， 合计减持金额为

20.17亿元。 上证主板整体净增

持金额为301.87亿元。 深证主板

有63只股票获得增持，合计增持

金额为60.52亿元。 有8只股票出

现减持，合计减持金额为0.05亿

元。 深证主板整体净增持金额为

60.47亿元。 中小企业板有55只

股票获得增持，合计增持金额为

16.95亿元。 26只股票出现减持，

合计减持金额为2.82亿元。 中小

板整体净增持金额为14.14亿

元。 创业板有33只股票获得增

持， 合计增持金额为6.05亿元。

10只股票出现减持，合计减持金

额为0.35亿元。 创业板整体净减

持金额为5.70亿元。

从个股来看，招商银行的净

增持额居首，达到296.25亿元。万

科A的净增持额紧随其后， 达到

44.72亿元。万丰奥威和中炬高新

的净增持额也超过10亿元，分别

为12.31亿元和10.49亿元。 与之

相比，金一文化、亚威股份、中煤

能源和爱建集团的净减持额居

前，超过亿元，分别为1.16亿元、

1.60亿元、9.89亿元和10.27亿元。

产业资本助力A股

在出现增持的164只股票

中，排在第四位的中炬高新是受

到前海人寿不断增持，加上计划

中的定增比例，前海人寿(及其一

致行动人)共计将持有中炬高新

股权42.01%。前海人寿还举牌了

韶能股份、南玻A、万科、南宁百

货等多家上市公司。 万丰奥威则

获得百年人寿“举牌” 。 由此来

看，10月份险资频频举牌个股，

对其短期价值认可度较高。

从行业板块来看， 这164只

股票中有19只股票来自医药生

物，16只股票来自机械设备，化

工行业贡献了15只股票，计算机

行业贡献了12只，这四个行业显

著高于其他行业板块。 值得注意

的是，医药生物板块中的股票显

著高于其他行业板块。 医药股的

业绩较为稳定， 同时兼具成长

性，围绕“大健康” 的主题更是

给予医药股炒作空间，短期医药

股获得产业资本力挺，围绕医药

股的布局值得投资者重点关注。

分析人士指出，产业资本作

为最了解上市公司的群体，其行

为往往可以影响市场对公司股

价的态度。 产业资本进行增持向

市场传递公司价值具有吸引力

的信号， 有利于股价的走势，回

溯历史，产业资本群体性的增持

均带动了指数的上行，成功增持

在底部或阶段性底部。 此前证监

会鼓励公司增持政策更是起到

了稳定证券市场的作用，市场信

心正在不断恢复。

10月获增持股票行业分布

持续整理 空间有限

□申万宏源 钱启敏

上周沪深股市受央行 “双

降”等利好影响，冲高回落，震荡

整理，周K线收出小阴线。 从目前

看，随着各项政策预期兑现明朗，

以及逐渐进入年末阶段， 沪深股

指有望保持整理走势， 重心小幅

下移，但总体空间较为有限，出现

“垮塌”走势的可能性不大。

从上周表现看，股指在3450

点上方明显遇阻， 即便有央行

“双降”等利好刺激，也未能持续

向上，表明空头反击实力加强。从

资金流向看， 上周五个交易日机

构资金全部净流出， 流出总额达

到1800多亿元，见好就收、且战

且退的信号较为明显。同时，从政

策面看，央行“双降” 力度超预

期，市场关注焦点均已落地明朗，

市场反应相对中性， 市场走强缺

乏“导火线” 。此外，从热点看，虽

然仍集中在小盘题材股方面，但

轮动迅速，稳定性明显下降。例如

周初国防军工领涨， 次日便处在

领跌位置。 随后券商保险也有表

现，但起伏频繁；周五则是“二

孩”概念、乳制品等板块走强，但

也是跟风短炒，有“昙花一现”的

可能。 因此从目前看，短线3400

点以上压力渐增， 股指缩量盘整

的可能性较大。

上周市场交投相对活跃，多

空换手积极踊跃，下半周成交开

始萎缩但股指跌幅有限，表明在

清理配资结束后市场没有集中

地主动性抛盘，主要还是获利盘

的回吐。 这样随着指数重心下

移，获利盘的减少将封杀后续下

跌空间。 同时市场心态较为稳

定，盘中多次出现加速下跌后都

能企稳回升，基本上当天消化震

荡，表明短信市场不具备一边倒

走势的可能，因此大盘下档3250

点有短线支撑。

在这种形势下，投资者操作

要控制仓位， 目前不是强牛走

势，没有必要满仓加杠杆的激进

操作。 同时针对热点轮动迅速的

特点，在紧跟热点的同时“短平

快” 操作，尽量保持“活的” 筹

码。 在关注方向上，还是看好三

季报业绩成长的新兴产业板块，

中小市值中的题材股以及本轮

反弹中涨幅滞后有补涨预期的

品种。

短期行情以震荡为主

□西部证券 黄铮

上周市场震荡反复，沪指屡

攻3400点而不过。当下市场盘中

反弹间歇性特征明显，预计本周

沪指仍将延续震荡收敛行情。

“降准” 利好并未太多刺激

到市场的上周表现。 沪指3400点

整数关口数次上下， 但从未真正

收复， 这是市场上攻意图不明确

的信号。 题材股的热点转移和盘

中回落， 对指数涨跌震荡影响突

出。盘面观察，十三五规划前瞻性

热点均一改前期做多动能充沛的

上冲格局， 冲高回落的阶段性迹

象浮现，经历前期底部反弹以后，

持续上行更需落到实处。同样，成

长股居多的创业板指数， 上周一

样上演强势整理的震荡轨迹。 同

期蓝筹股无法担当指数盘中反攻

的中坚力量。因而，市场热点的再

梳理造成指数横向走平。

结合市场走势观察，上周指

数反复波动，从周初的盘中振幅

明显到后半周逐步收敛，沪指日

K线逐步收敛趋平，短期五日、十

日均线逐步粘合，中长期均线下

行势头未改，市场做多力量的集

结有所欠缺。 量能方面，并无异

常表现， 配合指数震荡行情，两

市成交量小幅萎缩。周K线来看，

沪指冲高至五周均线上方，未获

量能有效跟进的支持，距离上方

20周均线尚有一定偏离度，目前

看沪指上攻3500点，量价配合均

不够理想。 指数整体运行较为积

极的一面是，沪指重心始终围绕

3400点反复波动，对短期股指横

向整理较为有利，或对于下一阶

段的热点再分配较为理想。

本周市场即将步入11月行

情， 年末政策环境有望回归平

静， 流动性控制节奏的变化，亦

会是波动市场情绪的主要观察

点。在市场整体经济环境没有转

强信号之前，中期反弹打开的契

机恐难打开。 市场整体环境尚无

明显变化之前，指数盘中的震荡

反复、 节奏放缓也将反复重演，

操作上需以半仓为持仓上限，少

量集中的持仓品种更应基本面

具备成长性特征。

波动加剧 先抑后扬

□银泰证券 陈建华

上周A股持续震荡运行，资

金情绪趋于谨慎，市场多空双方

力量呈现相对均衡的格局。 在国

内外宏观环境未发生太大变化

的情况下，A股整体相对均衡的

格局料仍将延续，波动幅度料将

有所增大，先抑后扬概率较大。

首先就市场整体环境分析，

当前A股面临的多空因素明显。

从偏积极的方面看， 宽松的资金

环境仍将对沪深两市形成有力支

撑， 全社会资金成本的下行利于

股票市场运行； 而从偏负面的角

度分析，沪指3400点上方的压力

不容忽视， 尤其在实体经济依然

疲软的情况下， 沪深主板市场想

要突破并非易事， 而以创业板为

代表的成长股尽管集诸多优势于

一身， 但过高的估值仍将对其形

成明显制约， 成为此类个股上行

的最大阻力。 在国内外环境不发

生太大变化的情况下， 沪深两市

因此整体上也将维持均衡格局。

其次就市场运行节奏看，连

续的窄幅震荡显然不可持续，随

着各方分歧的增大，后期A股两

市波动加剧不可避免。近期市场

尽管热点题材一度大肆活跃，但

其并未能带动沪深两市向上突

破，表明该阶段行情依然亦存量

资金博弈为主，当前行情的性质

决定了热点板块的走势对短期

市场将有较强的主导作用。 而就

近期盘面看，各类热点题材出现

明显的降温迹象，前期领涨的创

业板个股亦持续高位滞涨，从这

个角度分析，我们认为短期两市

向下调整的风险有所增大，市场

的波动幅度也将明显增加。

后期若无超预期事件出现，

未来一段时间沪深两市整体上

维持均衡格局，但波动幅度增大

不可避免，随着近期热点题材的

降温以及创业板回调压力的增

加，短期市场更多的将面临下行

压力，但调整后跌出来的机会将

增强资金参与意愿，沪深两市也

因此将重回均衡。

超过160只股票获增持

10月以来产业资本增持382亿元

□本报记者 徐伟平

10月以来沪深两市大盘走

出一波强势反弹，沪综指涨幅超

过10%， 个股更是出现翻倍行

情，通常情况下，在累计一定涨

幅后，产业资本更倾向于减持部

分股票。 值得注意的是，嗅觉敏

锐的产业资本在10月选择增持

股票，10月以来产业资本增持额

达到382.18亿元，164只股票获

增持， 而减持股票仅为48只，增

持股票数量显著高于减持股票。

从行业板块来看，医药股异军突

起， 获得产业资本集中增持，显

著高于其他行业板块。 总的看，

产业资本的增持意愿依然强烈，

产业资本进行增持向市场传递

公司价值具有吸引力的信号，对

行情构成支持。

10月净增持382亿元

经历了9月份的缩量震荡整

固，沪深两市大盘在10月迎来强

势反弹， 沪综指涨幅超10%，创

业板指数更是接近20%，部分股

票更是走出翻倍行情，个股赚钱

效应出现回升。 通常情况下，在

累计一定涨幅后，产业资本更倾

向于减持部分股票。 不过产业资

本在10月选择增持股票，净增持

额达到382.18亿元，规模处在较

高水平。其中164只股票获增持，

显著高于减持股票数量。

Wind数据显示，10月以来

共有235只股票出现重要股东持

股变动， 其中增持的股票有164

只， 合计增持股份数量25.13亿

股， 增持金额估算为405.57亿

元；遭减持的股票有48只，合计

减持股份数量为1.73亿股， 减持

规模估算为23.39亿元。 整体来

看， 净增持金额为382.18亿元。

10月产业资本的增持规模扩大，

处在较高的水平上。

从市场分布来看，上证主板

有43只股票获得增持，合计增持

金额为322.04亿元。 仅有3只股

获得减持， 合计减持金额为

20.17亿元。 上证主板整体净增

持金额为301.87亿元。 深证主板

有63只股票获得增持，合计增持

金额为60.52亿元。 有8只股票出

现减持，合计减持金额为0.05亿

元。 深证主板整体净增持金额为

60.47亿元。 中小企业板有55只

股票获得增持，合计增持金额为

16.95亿元。 26只股票出现减持，

合计减持金额为2.82亿元。 中小

板整体净增持金额为14.14亿

元。 创业板有33只股票获得增

持， 合计增持金额为6.05亿元。

10只股票出现减持，合计减持金

额为0.35亿元。 创业板整体净减

持金额为5.70亿元。

从个股来看，招商银行的净

增持额居首，达到296.25亿元。万

科A的净增持额紧随其后， 达到

44.72亿元。万丰奥威和中炬高新

的净增持额也超过10亿元，分别

为12.31亿元和10.49亿元。 与之

相比，金一文化、亚威股份、中煤

能源和爱建集团的净减持额居

前，超过亿元，分别为1.16亿元、

1.60亿元、9.89亿元和10.27亿元。

产业资本助力A股

在出现增持的164只股票

中，排在第四位的中炬高新是受

到前海人寿不断增持，加上计划

中的定增比例，前海人寿(及其一

致行动人)共计将持有中炬高新

股权42.01%。前海人寿还举牌了

韶能股份、南玻A、万科、南宁百

货等多家上市公司。 万丰奥威则

获得百年人寿“举牌” 。 由此来

看，10月份险资频频举牌个股，

对其短期价值认可度较高。

从行业板块来看， 这164只

股票中有19只股票来自医药生

物，16只股票来自机械设备，化

工行业贡献了15只股票，计算机

行业贡献了12只，这四个行业显

著高于其他行业板块。 值得注意

的是，医药生物板块中的股票显

著高于其他行业板块。 医药股的

业绩较为稳定， 同时兼具成长

性，围绕“大健康” 的主题更是

给予医药股炒作空间，短期医药

股获得产业资本力挺，围绕医药

股的布局值得投资者重点关注。

分析人士指出，产业资本作

为最了解上市公司的群体，其行

为往往可以影响市场对公司股

价的态度。 产业资本进行增持向

市场传递公司价值具有吸引力

的信号， 有利于股价的走势，回

溯历史，产业资本群体性的增持

均带动了指数的上行，成功增持

在底部或阶段性底部。 此前证监

会鼓励公司增持政策更是起到

了稳定证券市场的作用，市场信

心正在不断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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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跌

0.88%

沪综指周线止步三连阳

上周沪综指高开后震荡走

弱，3400点在反复争夺后失守，

量能逐步萎缩。 三连阳后，沪综

指周K线以下跌报收。

其中，上周一沪综指高开后

强势震荡； 周二早盘大幅跳水，

之后强势V型反弹； 周三股指震

荡下行，失守3400点；周四弱势

震荡，3400点得而复失； 周五探

底回升，但行至3400点上方后再

度回落，收报3382.56点。 至此，

沪综指上周累计下跌0.88%，10

月累计上涨10.80%。

反弹放缓、 股指回落的同

时， 市场热点出现快速轮动，部

分强势个股剧烈震荡。 前有央行

双降，后有五中全会系列政策利

好，但难以持续提振市场做多人

气。 美丽中国、二胎放开等政策

利好虽然一度对相关板块带来

正面刺激，但市场整体观望情绪

仍然提升，不少品种出现资金借

政策利好出货的迹象。

分析人士指出， 上周市场

由上涨转为震荡， 多空持续鏖

战， 但3400点始终难以收复，

加上量能萎缩明显， 反映谨慎

情绪抬头， 多空天平开始向空

头倾斜。 预计11月A股市场难

以延续10月份的普涨格局，指

数波动将加剧， 短期不排除回

调的可能。不过，上行趋势尚未

打破，系统性风险有限。震荡格

局下， 存量资金博弈的结构性

机会还将延续， 改革超预期板

块仍将获得主力反复炒作。 与

此同时， 蓝筹品种短期交易性

机会提升， 但市场风格不会就

此切换， 中期市场主角仍在成

长股。

随着行情逐步从鱼头向鱼

尾行进， 操作上难度也随之提

升，持股待涨策略需作出相应改

动。 短期震荡格局下，不宜追涨

杀跌， 建议灵活参与热点炒作，

高抛低吸。（李波）

震荡回调 创业板周跌

2.37%

创业板指数上周高开后剧

烈波动，失守2500点整数关口以

及5、10日均线。

创业板指数上周一以2570.13

点高开， 之后震荡下行，2500点失

而复得；周二V型反弹，涨逾1%，再

创反弹新高；周三大跌逾3%，失守

2500点；周四缩量震荡，以平盘报

收；周五继续收出十字星，盘中冲

破2500点后再度承压回落， 收报

2478.28点。 创业板上周累计下跌

2.37%，10月份累计上涨19.00%。

个股分化明显，联创股份、神

思电子、 富春通信和蒙草抗旱上

周的累计涨幅超过30%， 分别为

33.84% 、33.70% 、32.58% 和

32.50%，北信源、隆华节能、全信

股份等10只股票的周涨幅超过

20%；相比之下，易联众跌幅最大，

下跌34.26%， 科泰电源和科新机

电分别下跌17.73%和17.23%，恒

信移动、海默科技、华谊兄弟等22

只股票的周跌幅超过10%。

创业板是本轮行情的领头

羊，前期积累了较大涨幅。 由于

创业板指数2500点上方面临前

期密集套牢盘，并且估值水平重

新逼近90倍高位，因此短期回调

压力较大。 技术面上，创业板指

数跌破5日和10日均线， 如不能

快速收复， 则可能回调寻找支

撑。 作为高弹性品种，创业板后

市波动将较为剧烈，内部个股分

化也将开启。 建议投资者沿业绩

和政策两角度，精选优质成长龙

头，高抛低吸。（李波）

催化剂丰富 国防军工行业周涨

3.39%

在连续上涨后， 股指开启

3400点平台震荡，场内行业板块

从普涨变为轮动。 申万国防军工

指数上周累计上涨3.39%， 涨幅

在28个申万一级行业指数中位

居首位。 27只正常交易的指数成

分股中， 有21只股票实现上涨，

占比达到78%。其中航天通信、中

国卫星、光电股份、航天电子、航

天科技、 航天动力和航天飞机7

只股票涨幅超过10%，14只股票

涨幅超过5%。 在下跌的6只股票

中，中航动控和成发科技跌幅超

过5%，分别下跌7.06%和5.53%。

安信证券指出，通过电子信

息类公司的订单和业绩可以看

出，我国军工已进入高速发展模

式，战斗机、轰炸机、运输机、直

升机和舰艇不断新型项目立项

研发， 且已有装备正加速列装。

下半年事件性催化剂较多，是投

资军工板块的最佳时机。

分析人士指出，军工股的高估

值实际是各种预期的体现, 不同市

场环境各种预期放大的程度不同,

在当前市场环境下军工股的估值也

在逐渐回归, 但从历史估值水平看

目前军工股的估值仍处在较高水

平， 继续冲高所面临的估值压力较

大， 建议关注有一定的基本面支撑

的个股，不要盲目追涨。（徐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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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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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630.SZ

铜陵有色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1208196.81 33.43 29.61

000630.SZ

铜陵有色 换手率达

20% 929126.16 10.10 21.78

000630.SZ

铜陵有色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929126.16 10.10 21.78

300059.SZ

东方财富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800113.18 10.00 11.38

600868.SH

梅雁吉祥 换手率达

20% 724771.98 -9.80 42.59

600868.SH

梅雁吉祥 换手率达

20% 518840.48 7.07 30.69

600446.SH

金证股份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503165.95 21.00 15.52

000410.SZ

沈阳机床 换手率达

20% 444599.68 4.42 21.03

002594.SZ

比亚迪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428744.46 10.00 8.40

002043.SZ

兔宝宝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412078.38 33.10 50.43

600868.SH

梅雁吉祥 换手率达

20% 396654.51 -5.94 24.23

002506.SZ

协鑫集成 振幅值达

15% 394679.48 3.18 13.74

000547.SZ

航天发展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391663.85 28.78 24.93

000410.SZ

沈阳机床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381286.79 10.01 19.38

600634.SH

中技控股 换手率达

20% 376355.14 -3.92 36.04

600482.SH

风帆股份 振幅值达

15% 369734.04 -4.86 16.98

600503.SH

华丽家族 振幅值达

15% 353613.79 3.72 16.45

002506.SZ

协鑫集成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352926.04 -8.04 13.25

600380.SH

健康元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347725.82 33.14 14.63

600526.SH

菲达环保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339622.19 27.83 47.88

002043.SZ

兔宝宝 换手率达

20% 323064.22 9.98 38.07

002043.SZ

兔宝宝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323064.22 9.98 38.07

000566.SZ

海南海药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319339.06 -19.01 17.70

000566.SZ

海南海药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317755.87 -10.01 17.62

600855.SH

航天长峰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311510.23 23.70 27.21

000503.SZ

海虹控股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303058.47 10.01 9.30

300096.SZ

易联众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300497.81 -9.85 27.38

002043.SZ

兔宝宝 换手率达

20% 284011.06 1.70 30.99

002506.SZ

协鑫集成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82877.03 9.97 10.66

002432.SZ

九安医疗 换手率达

20% 280423.90 6.50 25.48

002702.SZ

海欣食品 换手率达

20% 279715.93 0.92 60.95

002702.SZ

海欣食品 振幅值达

15% 279715.93 0.92 60.95

002043.SZ

兔宝宝 换手率达

20% 277203.98 -2.58 32.16

002043.SZ

兔宝宝 振幅值达

15% 277203.98 -2.58 32.16

002506.SZ

协鑫集成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76678.45 10.03 9.80

300033.SZ

同花顺 振幅值达

15% 276272.71 4.55 12.24

002614.SZ

蒙发利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69632.04 21.40 60.10

002389.SZ

南洋科技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68182.20 33.09 34.29

002181.SZ

粤传媒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68054.20 24.81 19.10

000025.SZ

特力

A

振幅值达

15% 262182.31 4.25 16.44

000816.SZ

智慧农业 换手率达

20% 256791.79 3.89 25.40

600677.SH

航天通信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54904.59 26.96 28.94

002339.SZ

积成电子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52592.83 30.80 33.29

000005.SZ

世纪星源 换手率达

20% 251729.19 -4.99 24.01

300033.SZ

同花顺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49521.97 10.00 11.95

000008.SZ

神州高铁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48507.47 21.06 29.91

000025.SZ

特力

A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45934.35 21.01 17.87

002647.SZ

宏磊股份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45149.67 -20.83 93.30

002571.SZ

德力股份 换手率达

20% 241514.75 10.02 48.32

002571.SZ

德力股份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41514.75 10.02 48.32

600580.SH

卧龙电气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40945.23 22.16 23.66

600499.SH

科达洁能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35115.20 -9.50 15.24

002407.SZ

多氟多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30954.28 9.99 26.37

300355.SZ

蒙草抗旱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28223.14 33.12 49.85

002491.SZ

通鼎互联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25768.51 -10.00 11.91

000882.SZ

华联股份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20650.17 -19.04 18.23

000882.SZ

华联股份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17216.63 -10.01 17.98

002432.SZ

九安医疗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17152.83 33.11 23.00

600501.SH

航天晨光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13948.43 24.80 25.79

002121.SZ

科陆电子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12231.98 33.07 28.02

002702.SZ

海欣食品 振幅值达

15% 207699.71 4.98 52.36

002702.SZ

海欣食品 换手率达

20% 207699.71 4.98 5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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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2.SZ

万科

A 2015-10-27 14.24 4.17 13.69 14,051.80 200,097.63

000002.SZ

万科

A 2015-10-30 14.50 6.46 13.67 3,448.20 49,998.90

601991.SH

大唐发电

2015-10-30 5.01 -10.05 5.44 3,500.00 17,535.00

000156.SZ

华数传媒

2015-10-26 28.41 -7.19 29.90 530.00 15,057.30

000156.SZ

华数传媒

2015-10-30 28.23 0.11 29.10 400.00 11,292.00

000156.SZ

华数传媒

2015-10-28 27.68 -5.46 28.54 400.00 11,072.00

300145.SZ

南方泵业

2015-10-27 34.47 -10.00 40.20 300.00 10,341.00

601991.SH

大唐发电

2015-10-30 5.29 -5.03 5.44 1,666.93 8,818.06

000156.SZ

华数传媒

2015-10-27 28.40 -5.02 29.28 300.00 8,520.00

000156.SZ

华数传媒

2015-10-27 28.40 -5.02 29.28 300.00 8,520.00

600221.SH

海南航空

2015-10-26 4.02 -2.90 4.10 2,000.00 8,040.00

600221.SH

海南航空

2015-10-28 3.95 -2.71 4.03 2,000.00 7,900.00

002566.SZ

益盛药业

2015-10-29 15.30 -10.00 16.40 500.00 7,650.00

600807.SH

天业股份

2015-10-29 13.22 -1.49 13.77 518.63 6,856.29

002064.SZ

华峰氨纶

2015-10-26 5.85 -5.03 6.16 1,000.00 5,850.00

002213.SZ

特尔佳

2015-10-28 16.38 -2.50 16.57 311.00 5,094.18

002712.SZ

思美传媒

2015-10-30 82.49 10.00 82.49 61.00 5,031.89

000786.SZ

北新建材

2015-10-30 12.12 -10.02 13.69 410.00 4,969.20

002712.SZ

思美传媒

2015-10-29 67.80 -10.00 74.99 73.28 4,968.38

002064.SZ

华峰氨纶

2015-10-28 5.80 -5.07 6.01 800.00 4,640.00

002508.SZ

老板电器

2015-10-26 35.19 -10.00 39.69 120.00 4,222.80

002064.SZ

华峰氨纶

2015-10-29 5.80 -3.49 6.01 700.00 4,060.00

002508.SZ

老板电器

2015-10-26 35.19 -10.00 39.69 106.80 3,758.29

600485.SH

信威集团

2015-10-28 20.82 -8.72 21.96 180.00 3,747.60

002542.SZ

中化岩土

2015-10-29 11.86 -2.55 12.23 300.00 3,558.00

601099.SH

太平洋

2015-10-27 6.95 -9.97 7.65 475.61 3,305.49

600556.SH

慧球科技

2015-10-26 14.50 -0.55 14.76 210.00 3,045.00

002064.SZ

华峰氨纶

2015-10-27 5.93 -3.73 6.11 500.00 2,965.00

002630.SZ

华西能源

2015-10-26 11.20 -4.60 12.15 262.95 2,945.08

002630.SZ

华西能源

2015-10-29 12.00 -4.69 12.70 243.00 2,916.00

600499.SH

科达洁能

2015-10-26 28.80 -2.83 26.68 100.20 2,885.76

300292.SZ

吴通控股

2015-10-28 36.63 -10.00 39.31 75.00 2,747.25

000786.SZ

北新建材

2015-10-29 13.47 -3.09 13.47 200.00 2,694.00

600074.SH

保千里

2015-10-26 12.76 -10.01 14.75 190.00 2,424.40

600074.SH

保千里

2015-10-27 13.28 -9.97 16.23 180.00 2,390.40

002213.SZ

特尔佳

2015-10-30 15.80 -4.07 16.15 150.00 2,370.00

600228.SH

昌九生化

2015-10-27 11.50 -6.20 12.39 198.01 2,277.12

601908.SH

京运通

2015-10-26 7.50 -8.54 8.43 300.00 2,250.00

000967.SZ

上风高科

2015-10-28 17.30 -6.84 18.02 130.00 2,249.00

300292.SZ

吴通控股

2015-10-28 38.13 -6.31 39.31 58.60 2,234.42

000967.SZ

上风高科

2015-10-26 18.21 4.66 18.97 120.00 2,185.20

300200.SZ

高盟新材

2015-10-30 16.59 10.01 14.76 128.50 2,131.82

002433.SZ

太安堂

2015-10-26 13.78 -0.07 14.28 150.00 2,067.00

300323.SZ

华灿光电

2015-10-27 6.11 -10.01 6.65 289.36 1,768.00

000156.SZ

华数传媒

2015-10-26 33.67 10.00 29.90 51.73 1,741.75

300145.SZ

南方泵业

2015-10-27 34.47 -10.00 40.20 50.00 1,723.50

300323.SZ

华灿光电

2015-10-26 6.06 -9.96 6.79 279.36 1,692.93

300110.SZ

华仁药业

2015-10-29 12.18 -6.52 13.18 130.00 1,583.40

600886.SH

国投电力

2015-10-26 8.35 -8.94 9.37 188.88 1,577.15

300343.SZ

联创股份

2015-10-30 74.67 -10.00 81.04 20.00 1,493.40

300343.SZ

联创股份

2015-10-30 74.67 -10.00 81.04 20.00 1,493.40

000156.SZ

华数传媒

2015-10-27 26.91 -10.00 29.28 51.73 1,392.05

601318.SH

中国平安

2015-10-30 33.61 0.69 33.49 41.36 1,390.08

600074.SH

保千里

2015-10-28 14.61 -9.98 15.91 90.00 1,314.90

600358.SH

国旅联合

2015-10-29 14.00 -9.74 16.19 93.45 1,308.30

600893.SH

中航动力

2015-10-26 56.07 10.01 50.13 22.91 1,284.56

002650.SZ

加加食品

2015-10-28 5.84 -10.02 6.30 200.00 1,168.00

600000.SH

浦发银行

2015-10-30 16.50 -0.54 16.39 66.15 1,091.50

300079.SZ

数码视讯

2015-10-27 10.56 0.57 10.83 100.00 1,056.00

600893.SH

中航动力

2015-10-27 45.12 -9.99 52.18 22.91 1,033.70

300079.SZ

数码视讯

2015-10-26 10.24 -4.57 10.50 100.00 1,024.00

000016.SZ

深康佳

A 2015-10-27 6.36 -9.92 7.00 156.00 99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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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责编：张怡 电话：

010－63070413 E-mail:zbs@zzb.com.cn

■ 2015年11月2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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