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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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540.SZ

中天城投

2015-12-17 69,422.47 391,000.34 39,569.03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1969.SH

海南矿业

2015-12-14 67,200.00 85,867.00 100,80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0963.SH

岳阳林纸

2015-12-18 20,000.00 104,315.91 0.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084.SH

中葡股份

2015-12-18 18,828.45 99,820.38 12,552.3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699.SH

均胜电子

2015-12-18 18,700.00 63,614.48 5,322.5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0669.SZ

金鸿能源

2015-12-15 17,498.27 39,829.18 8,771.45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073.SH

上海梅林

2015-12-17 11,499.43 93,772.95 0.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149.SZ

量子高科

2015-12-14 7,627.21 35,561.93 6,648.08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280.SZ

联络互动

2015-12-17 7,065.98 18,090.29 52,159.49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540.SH

新赛股份

2015-12-18 6,960.23 46,312.33 780.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273.SH

嘉化能源

2015-12-16 5,882.00 37,382.00 93,246.53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967.SH

北方创业

2015-12-18 4,980.00 82,282.80 0.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108.SZ

沧州明珠

2015-12-15 3,617.54 61,443.86 401.95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657.SZ

中科金财

2015-12-17 3,439.72 19,978.77 11,719.14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0666.SZ

经纬纺机

2015-12-14 3,395.19 32,744.07 19,588.93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0931.SZ

中关村

2015-12-14 800.00 66,798.61 686.08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601677.SH

明泰铝业

2015-12-15 670.24 40,770.24 7,505.36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300012.SZ

华测检测

2015-12-18 582.31 28,104.13 10,194.52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216.SZ

千山药机

2015-12-16 576.45 26,759.95 9,383.54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601012.SH

隆基股份

2015-12-17 556.34 162,113.54 15,035.81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300157.SZ

恒泰艾普

2015-12-15 523.29 48,103.49 11,666.79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252.SZ

上海莱士

2015-12-14 208.44 197,921.49 77,704.50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002429.SZ

兆驰股份

2015-12-14 175.24 158,777.42 1,401.36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600590.SH

泰豪科技

2015-12-14 168.00 50,200.57 11,723.94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300279.SZ

和晶科技

2015-12-15 122.50 5,719.01 7,596.14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551.SZ

尚荣医疗

2015-12-15 106.83 26,872.58 16,682.57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300027.SZ

华谊兄弟

2015-12-14 22.97 92,518.06 46,340.14

追加承诺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300252.SZ

金信诺

2015-12-15 13.56 26,284.69 14,568.55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300232.SZ

洲明科技

2015-12-14 13.54 13,986.33 6,410.00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300148.SZ

天舟文化

2015-12-15 11.55 33,763.45 8,471.7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11月以来已发布高送转预案的股票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总股本

(亿股)

每股资

本公积

金(三

季报)

(元)

每股未

分配利

润(三季

报)(元)

业绩预

告类型

(三季

报)

收盘价

(元)

所属申万

行业名称

上市日期

300473.SZ

德尔股份

1.0000 9.9233 3.5217

略增

87.7800

汽车

2015-06-12

002315.SZ

焦点科技

1.1750 9.8338 3.4797

预增

98.8000

传媒

2009-12-09

300485.SZ

赛升药业

1.2000 9.6460 4.2713

略增

153.9300

医药生物

2015-06-26

002623.SZ

亚玛顿

1.6000 9.2920 2.9215

预增

42.6300

建筑材料

2011-10-13

002393.SZ

力生制药

1.8245 9.2760 4.1662

略增

48.2100

医药生物

2010-04-23

603018.SH

设计股份

1.0400 8.9982 5.6400 75.6200

建筑装饰

2014-10-13

300470.SZ

日机密封

0.5334 7.9341 5.0104

略减

122.0200

机械设备

2015-06-12

300443.SZ

金雷风电

0.5626 7.6879 6.0956

略增

213.7000

机械设备

2015-04-22

601222.SH

林洋电子

4.0660 7.6223 2.8740 36.9800

电气设备

2011-08-08

002695.SZ

煌上煌

1.2666 7.4508 3.4377

略减

35.7800

食品饮料

2012-09-05

002281.SZ

光迅科技

2.0989 7.0685 3.9087

略增

60.1400

通信

2009-08-21

600859.SH

王府井

4.6277 6.9257 4.7427 25.5000

商业贸易

1994-05-06

603729.SH

龙韵股份

0.6667 6.8534 6.3907 108.1400

传媒

2015-03-24

002601.SZ

佰利联

2.0442 6.8163 3.5170

预增

34.6000

化工

2011-07-15

002719.SZ

麦趣尔

1.0872 6.7926 2.4013

略增

52.5700

食品饮料

2014-01-28

002560.SZ

通达股份

1.4273 6.7768 2.0461

预增

34.8700

电气设备

2011-03-03

300070.SZ

碧水源

12.2946 6.6268 2.2252

略增

48.6000

公用事业

2010-04-21

300419.SZ

浩丰科技

0.4110 6.4308 5.2264

略减

208.1000

计算机

2015-01-22

300321.SZ

同大股份

0.4440 6.3618 4.5844

略增

99.6600

化工

2012-05-23

300037.SZ

新宙邦

1.8402 6.3479 2.7605

略减

45.2100

化工

2010-01-08

603808.SH

歌力思

1.6565 6.3428 2.0483 47.9200

纺织服装

2015-04-22

002649.SZ

博彦科技

1.6770 6.0884 2.8646

略增

58.6200

计算机

2012-01-06

603020.SH

爱普股份

1.6000 6.0666 3.4847 57.1800

食品饮料

2015-03-25

002380.SZ

科远股份

2.0400 6.0499 2.1315

略增

31.5100

计算机

2010-03-31

603588.SH

高能环境

1.6160 5.9368 3.6524 76.3200

公用事业

2014-12-29

300440.SZ

运达科技

1.1200 5.8257 2.8429

略增

84.0000

计算机

2015-04-23

603599.SH

广信股份

1.8824 5.4911 4.7811 53.3500

化工

2015-05-13

603368.SH

柳州医药

1.1250 5.2789 4.6932 88.8700

医药生物

2014-12-04

002758.SZ

华通医药

0.5600 5.2341 2.7030

略增

101.0300

医药生物

2015-05-27

300463.SZ

迈克生物

1.8600 5.2173 3.9822

略增

105.9300

医药生物

2015-05-28

300430.SZ

诚益通

0.9728 5.2144 3.2515

略增

56.6800

机械设备

2015-03-19

300442.SZ

普丽盛

1.0000 5.2063 3.0493

预减

64.3000

机械设备

2015-04-24

000028.SZ

国药一致

3.6263 5.1399 7.8821 66.1500

医药生物

1993-08-09

002661.SZ

克明面业

0.8553 5.0316 3.1244

续盈

52.1000

食品饮料

2012-03-16

300438.SZ

鹏辉能源

0.8400 5.0258 3.2421

略增

114.0100

电子

2015-04-24

603518.SH

维格娜丝

1.4798 5.0043 2.7323 32.2600

纺织服装

2014-12-03

300305.SZ

裕兴股份

1.4526 4.9987 2.4431

略增

28.2000

化工

2012-03-29

300476.SZ

胜宏科技

1.4956 4.9706 2.1228

略增

52.9400

电子

2015-06-11

部分高送转潜力股

每10股

代码 名称

预披露

公告日

转增

比例

送股

比例

派息

(税前)

方案说明

11月

涨跌幅

（%）

12月

涨跌幅

（%）

所属申万

行业

000566.SZ

海南海药

2015-12-10 10

——— ———

10

转

10.00 3.8166 11.4520

医药生物

300066.SZ

三川股份

2015-12-09 8 7 0.50 10

送

7.00

转

8.00

派

0.50

元

(

含税

) 14.6288 32.9524

机械设备

002418.SZ

康盛股份

2015-12-08 20

———

1.00 10

转

20.00

派

1.00

元

(

含税

) 0.0000 21.2448

家用电器

002654.SZ

万润科技

2015-12-08 20

———

0.50 10

转

20.00

派

0.50

元

(

含税

) 48.7724 15.6643

电子

300094.SZ

国联水产

2015-12-07 12

——— ———

10

转

12.00 0.0000 -18.3221

农林牧渔

002622.SZ

永大集团

2015-12-03 10

——— ———

10

转

10.00 0.0000 0.0000

电气设备

002584.SZ

西陇科学

2015-12-01 15

———

1.00 10

转

15.00

派

1.00

元

(

含税

) 17.6075 15.1475

化工

002536.SZ

西泵股份

2015-11-24 20

———

2.00 10

转

20.00

派

2.00

元

(

含税

) 119.0971 -10.9016

汽车

002555.SZ

顺荣三七

2015-11-20 10

———

1.00 10

转

10.00

派

1.00

元

(

含税

) 34.6776 -8.7985

传媒

2015年已发布年报预告公司业绩分布

下周趋势 看平

中线趋势 看平

下周区间

3380-3500

点

下周热点 题材股的交易性机会

下周焦点 政策面及

60

日均线支撑

下周趋势 看平

中线趋势 看平

下周区间

3300-3500

点

下周热点 高股息蓝筹

、

券商

、

重组

、

创投

下周焦点 人民币汇率

、

美联储加息

下周趋势 看平

中线趋势 看平

下周区间

3370-3584

点

下周热点 金融股

、

地产股

下周焦点 经济会议

年底以过渡性行情为主

□申万宏源 钱启敏

上周沪深股市震荡盘跌，上

证指数告别3500点关口， 退守

3400点防御。 两市成交量也逐

步萎缩，创10月初以来最小成交

水平。 临近年末，市场观望气氛

日渐浓重。 从目前看，本周进入

12月下半月， 年底前仅剩14个

交易日，市场大概率将以等待观

望，过渡性行情为主。

所谓等待观望， 一是本周

一沪深两市又有9只新股上网

发行， 二级市场短线资金分流

压力较大， 多方需要避让和等

待。 月底前，还有8只新股即将

发行。

二是本周二周三美联储将

召开年内最后一次会议，市场预

期加息可能性很大，这将是近十

年来联储的首次升息，也意味着

美元利率从此进入新一轮上升

周期。 受其影响，上周全球股市

汇市和大宗商品市场都出现宽

幅震荡，各自寻找自身定位。 这

一进程在美联储最终决议形成

后仍有持续消化的过程。 对A股

而言，除了海外市场内外联动影

响外，还要关注热钱从新兴市场

外流对资金面的影响。

三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即

将召开，将对明年经济工作的重

点进行部署。 明年是“十三五”

规划的开局之年，对未来五年经

济转型升级，社会和谐稳定至关

重要， 因此市场也需要等待观

望。

此外， 随着年底的临近，部

分机构除了自身年终结账的需

要减仓套现外，也会对基金等进

行大额赎回。而银行面临年终大

考，资金揽存的压力提升，因此

从资金面看， 需要等待观望，逐

渐过渡。

从市场层面看，上周市场缩

量盘跌，有平中偏弱、转向防御

的信号。 一方面，K线形态形成

下行通道，且跌破所有短期均线

支撑， 技术均线形成空头排列。

从下档看，目前只有60日均线在

3390点有一定支撑， 其余均为

上档阻力， 强劲反弹难度较大。

另一方面， 盘中热点持续降温，

从近三周的沪深日均涨停家数

看，从最初的91只、82只到上周

的60只，个股活跃度和追逐热点

的热情不断下降，预计这一趋势

在年末阶段仍将持续。 此外，复

星系实际控制人协助相关司法

机关调查的消息，对短线市场也

有一定的影响。

从本周热点看，巴黎气候变

化大会通过全球气候新协议，为

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

出安排。 同时，第二届世界互联

网大会将于本周在乌镇召开，此

次会议的主题是“互通互联、共

享共治” 。 因此相关题材性热点

值得关注。

整体均衡但弱势难改

□银泰证券 陈建华

近期A股沪深指数震荡走

低， 盘面板块个股表现低迷，市

场成交量持续萎缩，两市整体弱

势特征明显。尽管两市弱势迹象

明显，但短期市场整体均衡料不

会被轻易打破，沪深指数再度大

幅下挫的可能性不大，区间震荡

料仍将是未来一段时间A股两

市的主要运行方式。

首先，近段时间以来A股两

市的走弱受一系列因素影响，

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走低以及

美联储加息时间点的临近等，

其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资金的

做多意愿， 直接导致了近期两

市弱势局面的出现。 然而由于

已有预期， 因此以上各种负面

因素并未对近期两市运行产生

过于明显的冲击。 后期只要人

民币汇率走势、 美联储加息力

度不明显超预期， 那么其带来

的影响也将相当有限， 沪深两

市因此大幅下挫的可能性已大

大降低。

其次，宽松的资金环境同样

不支持A股再次显著下行。 资金

利率的走低显然利于股市整体

估值水平的提升，虽然其不是股

市上涨的必然条件，但带来的支

撑显而易见。 后期在国内实体经

济下行压力不减，通缩风险加剧

的背景下，央行料将进一步降准

甚至降息，可预见的时间内国内

货币宽松仍将延续，A股因此也

将受到持续支撑。

此外，从市场自身的运行情

况看，两市短期大跌的可能性同

样不大。受复杂的市场环境影响

近段时间以来A整体谨慎心理

明显，投资者因此也普遍维持了

相对合理的持仓水平，同时持续

的震荡也有效消化了前期反弹

后获利资金减持的压力。在持仓

合理同时获利盘规模有限的情

况下，即便面临利空，资金也不

大可能大规模集体出逃导致市

场失衡，从这个角度分析，我们

认为短期市场面临的大跌风险

亦相当有限。

热点退去暂无力反弹

□西部证券 黄铮

上周市场呈现逐级走低、量

能萎缩的颓势。 即将步入的年末

收官行情市场无力做多，热点盘

中逐一退去，IPO和流动性收紧，

使得场内交投并不活跃。 本周初

市场恰逢重要时点，预计周初沪

指盘中仍将承压、 难成反弹契

机，指数对调整下轨十周均线一

带仍有考验。 策略方面，轻仓防

御减少短线操作频率。

本周初市场走势较为关键，

消息面关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的政策信息， 政策倾斜调整、预

测分析的提出，对敏感度较高的

A股市场如何反应，更需观察板

块联动效应较强的金融、地产板

块。 结合上周金融、地产板块表

现，除银行指数调整逼近中期50

天线外，券商、保险及房地产板

块均较为抗衡，虽然短期内还难

以呈现低位补量的超跌反弹，但

对指数维稳的贡献度在前期市

场跌势中可见一斑。 此外，中小

创的调整节奏也呈现收敛态势，

中小板综指和创业板综指虽没

有呈现逆转迹象，但伴随板块的

分化调整，下跌缩量至少在另一

方面凸显短线资金的惜售心态。

其中，创业板综指仍持守月线之

上，小盘股的活跃从年末行情来

看仍有一定市场机会。从市场整

体形态观察， 趋弱迹象没有改

善， 不过指数下行速率缓慢，做

空动能匮乏的局面也在同时呈

现。

从技术走势观察， 沪指日K

线呈现的下行迹象，在上周五二

次回刺五十天均线后缓解，指数

两度探底中期均线支撑，使得调

整下探的有效性得以确认，在无

量缺乏热点带领的现阶段，市场

仍会延续弱势格局。周K线看，短

期沪指股指重心有所下移，指数

运行收敛于十周均线上方，盘中

反抽受制五周均线，伴随量能的

快速缺失，本周据此区域横盘整

理的可能性较大。 总体而言，本

周观望情绪的浓厚是直接抑制

股指反抽的原因，预计本周市场

震荡收敛格局还将延续，市场形

态趋弱氛围中，操作策略上以减

少盘中短线操作为主，轻仓防御

性较为稳妥。

■ 券商论道

年报行情预热 117股高送转潜力大

□本报记者 王威

进入12月以来， 市场再度进

入震荡格局， 但作为年报行情的

“先锋军” ，有关“高送转” 概念

的炒作热情已悄然升温。 截至12

月11日，已有9只股票率先发布了

“高送转”预案，且送转幅度都较

大，且阶段表现均十分强势。 在当

前赚钱难度明显增大的背景下，

狙击“高送转” 概念股成为优选

策略。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统计，总

股本小于A股75%位数、每股公积

金大于3元、 股价高于A股50%位

数、 每股未分配利润大于2元，并

剔除了三季度业绩亏损及年中以

来已实行过“高送转”的股票后，

发现共有117股票的“高送转”可

能性较大，值得投资者重点关注。

“高送转” 炒作热情升温

每年具有高送转预期的股

票构成的行情可划分为“11-12

月” 、“2-3月” 和“6-7月” 共三

轮。 其中，每年的年底以及次年

年初，作为年报行情的预热，“高

送转” 题材常常引发市场资金的

追逐。 近期以来，随着2015年年

报业绩预告以及高送转预案发

布的开启，有关“高送转” 概念

的炒作热情明显升温。

据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截

至12月11日， 沪深两市共有

1068家上市公司发布了2015年

年报业绩预告。 其中，实现预增、

续盈、 略增和扭亏的公司合计

649家， 占已发布年报预告公司

的比例达60.77%。

而在年报预告陆续发布，代

表着年报行情时间窗口逐步临近

的同时， 年末时点的高送转预案

也开始陆续发布。 据东方财富

Choice数据，11月以来，两市已经

有9只股票相继发布了“高送转”

预案， 且整体送转力度较大。 其

中，每10股转增10股以上的共有8

只，西泵股份、万润科技和康盛股

份均每10股转增20股并派现。

而这些股票在二级市场的

表现也十分强势， 相对收益显

著。 11月24日发布“高送转” 预

案的西泵股份连续涨停，11月当

月涨幅高达119.10%，12月9日发

布“高送转” 预案的三川股份12

月以来的涨幅也达到了32.95%。

市场人士指出， 从历史经验

来看，每年三季报披露结束后11

月至次年年报4月底披露前，A股

市场短期都有一波围绕年报“高

送转” 主题的炒作热潮，且行情

一般有两波， 第一波是公布分配

预案的个股引领的“高送转”行

情， 第二波则是股票在除权前后

的一波抢权、填权行情。市场一直

以来对“高送转”题材十分追捧，

再加上当前市场谨慎情绪显著升

温、波动幅度明显加大、赚钱难度

大大增加的背景下， 随着年报发

布时点的临近，相关“高送转”股

填权行情的吸引力大幅增加。

狙击“高送转” 潜力股

从经验上看，“高送转”个股

一般以具有较高的资本公积、较

高的未分配利润、较高的股价，以

及较低的总股本为特征， 且创业

板及中小板内成长性较强的股票

“高送转” 潜力更大。 主要原因

为，资本公积主要用于转增股本、

则转增可能性较大， 而未分配利

润高则代表着送股的可能性较

大，股价较高则意味着通过“高

送转” 将大幅降低股票价格，可

吸引更多的投资者， 较低的总股

本具备更强的扩张能力和意愿，

并可通过“高送转”增大市值。

以此作为依据，便在A股中筛

选出“高送转”潜力较大的股票。

首先，筛选出总股本小于A股整体

75%位数的股票；再次，在这些股

本规模较小的公司中剔除每股公

积金不足3元、每股未分配利润不

足2元的股票；然后，剔除今年三

季报业绩出现亏损的公司；最后，

选出股价高于A股50%位数的股

票。 再剔除今年中报以来已实施

过“高送转”的股票，则包括有德

尔股份、焦点科技、赛升药业、亚

玛顿等在内的117只股票的“高送

转”潜力较大。尤其上市时间较短

的股票“高送转”概率更大。

虽然“高送转” 本质是股东

权益的内部调整，对净资产收益

率及公司的盈利能力并没有实

质性影响，但高送转预案往往意

味着公司对业绩的持续增长充

满信心，且除权后的低股价也有

利于增强股票的流动性，形成明

显的填权效应，因而在投资者心

理层面上构成潜在利好。 海通证

券指出，“高送转” 是指大比例

送红股或大比例以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上市公司选择“高送

转” 方案，一方面表明公司对业

绩的持续增长充满信心，公司正

处于快速成长期，有助于保持良

好的市场形象；另一方面，一些

股价高、 股票流动性较差的公

司，也可以通过“高送转” 降低

股价， 增强公司股票的流动性。

因此，我国股票市场存在很显著

的“高送转” 效应，即在上市公

司发布“高送转” 预告前后，股

票常常会有显著的超额收益。

2015年已发布年报预告公司业绩分布

年底以过渡性行情为主

□申万宏源 钱启敏

上周沪深股市震荡盘跌，上

证指数告别3500点关口， 退守

3400点防御。 两市成交量也逐

步萎缩，创10月初以来最小成交

水平。 临近年末，市场观望气氛

日渐浓重。 从目前看，本周进入

12月下半月， 年底前仅剩14个

交易日，市场大概率将以等待观

望，过渡性行情为主。

所谓等待观望， 一是本周

一沪深两市又有9只新股上网

发行， 二级市场短线资金分流

压力较大， 多方需要避让和等

待。 月底前，还有8只新股即将

发行。

二是本周二周三美联储将

召开年内最后一次会议，市场预

期加息可能性很大，这将是近十

年来联储的首次升息，也意味着

美元利率从此进入新一轮上升

周期。 受其影响，上周全球股市

汇市和大宗商品市场都出现宽

幅震荡，各自寻找自身定位。 这

一进程在美联储最终决议形成

后仍有持续消化的过程。 对A股

而言，除了海外市场内外联动影

响外，还要关注热钱从新兴市场

外流对资金面的影响。

三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即

将召开，将对明年经济工作的重

点进行部署。 明年是“十三五”

规划的开局之年，对未来五年经

济转型升级，社会和谐稳定至关

重要， 因此市场也需要等待观

望。

此外， 随着年底的临近，部

分机构除了自身年终结账的需

要减仓套现外，也会对基金等进

行大额赎回。而银行面临年终大

考，资金揽存的压力提升，因此

从资金面看， 需要等待观望，逐

渐过渡。

从市场层面看，上周市场缩

量盘跌，有平中偏弱、转向防御

的信号。 一方面，K线形态形成

下行通道，且跌破所有短期均线

支撑， 技术均线形成空头排列。

从下档看，目前只有60日均线在

3390点有一定支撑， 其余均为

上档阻力， 强劲反弹难度较大。

另一方面， 盘中热点持续降温，

从近三周的沪深日均涨停家数

看，从最初的91只、82只到上周

的60只，个股活跃度和追逐热点

的热情不断下降，预计这一趋势

在年末阶段仍将持续。 此外，复

星系实际控制人协助相关司法

机关调查的消息，对短线市场也

有一定的影响。

从本周热点看，巴黎气候变

化大会通过全球气候新协议，为

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

出安排。 同时，第二届世界互联

网大会将于本周在乌镇召开，此

次会议的主题是“互通互联、共

享共治” 。 因此相关题材性热点

值得关注。

整体均衡但弱势难改

□银泰证券 陈建华

近期A股沪深指数震荡走

低， 盘面板块个股表现低迷，市

场成交量持续萎缩，两市整体弱

势特征明显。尽管两市弱势迹象

明显，但短期市场整体均衡料不

会被轻易打破，沪深指数再度大

幅下挫的可能性不大，区间震荡

料仍将是未来一段时间A股两

市的主要运行方式。

首先，近段时间以来A股两

市的走弱受一系列因素影响，

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走低以及

美联储加息时间点的临近等，

其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资金的

做多意愿， 直接导致了近期两

市弱势局面的出现。 然而由于

已有预期， 因此以上各种负面

因素并未对近期两市运行产生

过于明显的冲击。 后期只要人

民币汇率走势、 美联储加息力

度不明显超预期， 那么其带来

的影响也将相当有限， 沪深两

市因此大幅下挫的可能性已大

大降低。

其次，宽松的资金环境同样

不支持A股再次显著下行。 资金

利率的走低显然利于股市整体

估值水平的提升，虽然其不是股

市上涨的必然条件，但带来的支

撑显而易见。 后期在国内实体经

济下行压力不减，通缩风险加剧

的背景下，央行料将进一步降准

甚至降息，可预见的时间内国内

货币宽松仍将延续，A股因此也

将受到持续支撑。

此外，从市场自身的运行情

况看，两市短期大跌的可能性同

样不大。受复杂的市场环境影响

近段时间以来A整体谨慎心理

明显，投资者因此也普遍维持了

相对合理的持仓水平，同时持续

的震荡也有效消化了前期反弹

后获利资金减持的压力。在持仓

合理同时获利盘规模有限的情

况下，即便面临利空，资金也不

大可能大规模集体出逃导致市

场失衡，从这个角度分析，我们

认为短期市场面临的大跌风险

亦相当有限。

热点退去暂无力反弹

□西部证券 黄铮

上周市场呈现逐级走低、量

能萎缩的颓势。 即将步入的年末

收官行情市场无力做多，热点盘

中逐一退去，IPO和流动性收紧，

使得场内交投并不活跃。 本周初

市场恰逢重要时点，预计周初沪

指盘中仍将承压、 难成反弹契

机，指数对调整下轨十周均线一

带仍有考验。 策略方面，轻仓防

御减少短线操作频率。

本周初市场走势较为关键，

消息面关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的政策信息， 政策倾斜调整、预

测分析的提出，对敏感度较高的

A股市场如何反应，更需观察板

块联动效应较强的金融、地产板

块。 结合上周金融、地产板块表

现，除银行指数调整逼近中期50

天线外，券商、保险及房地产板

块均较为抗衡，虽然短期内还难

以呈现低位补量的超跌反弹，但

对指数维稳的贡献度在前期市

场跌势中可见一斑。 此外，中小

创的调整节奏也呈现收敛态势，

中小板综指和创业板综指虽没

有呈现逆转迹象，但伴随板块的

分化调整，下跌缩量至少在另一

方面凸显短线资金的惜售心态。

其中，创业板综指仍持守月线之

上，小盘股的活跃从年末行情来

看仍有一定市场机会。从市场整

体形态观察， 趋弱迹象没有改

善， 不过指数下行速率缓慢，做

空动能匮乏的局面也在同时呈

现。

从技术走势观察， 沪指日K

线呈现的下行迹象，在上周五二

次回刺五十天均线后缓解，指数

两度探底中期均线支撑，使得调

整下探的有效性得以确认，在无

量缺乏热点带领的现阶段，市场

仍会延续弱势格局。周K线看，短

期沪指股指重心有所下移，指数

运行收敛于十周均线上方，盘中

反抽受制五周均线，伴随量能的

快速缺失，本周据此区域横盘整

理的可能性较大。 总体而言，本

周观望情绪的浓厚是直接抑制

股指反抽的原因，预计本周市场

震荡收敛格局还将延续，市场形

态趋弱氛围中，操作策略上以减

少盘中短线操作为主，轻仓防御

性较为稳妥。

年报行情预热 117股高送转潜力大

□本报记者 王威

进入12月以来， 市场再度进

入震荡格局， 但作为年报行情的

“先锋军” ，有关“高送转” 概念

的炒作热情已悄然升温。 截至12

月11日，已有9只股票率先发布了

“高送转”预案，且送转幅度都较

大，且阶段表现均十分强势。 在当

前赚钱难度明显增大的背景下，

狙击“高送转” 概念股成为优选

策略。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统计，总

股本小于A股75%位数、每股公积

金大于3元、 股价高于A股50%位

数、 每股未分配利润大于2元，并

剔除了三季度业绩亏损及年中以

来已实行过“高送转”的股票后，

发现共有117股票的“高送转”可

能性较大，值得投资者重点关注。

“高送转” 炒作热情升温

每年具有高送转预期的股

票构成的行情可划分为“11-12

月” 、“2-3月” 和“6-7月” 共三

轮。 其中，每年的年底以及次年

年初，作为年报行情的预热，“高

送转” 题材常常引发市场资金的

追逐。 近期以来，随着2015年年

报业绩预告以及高送转预案发

布的开启，有关“高送转” 概念

的炒作热情明显升温。

据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截

至12月11日， 沪深两市共有

1068家上市公司发布了2015年

年报业绩预告。 其中，实现预增、

续盈、 略增和扭亏的公司合计

649家， 占已发布年报预告公司

的比例达60.77%。

而在年报预告陆续发布，代

表着年报行情时间窗口逐步临近

的同时， 年末时点的高送转预案

也开始陆续发布。 据东方财富

Choice数据，11月以来，两市已经

有9只股票相继发布了“高送转”

预案， 且整体送转力度较大。 其

中，每10股转增10股以上的共有8

只，西泵股份、万润科技和康盛股

份均每10股转增20股并派现。

而这些股票在二级市场的

表现也十分强势， 相对收益显

著。 11月24日发布“高送转” 预

案的西泵股份连续涨停，11月当

月涨幅高达119.10%，12月9日发

布“高送转” 预案的三川股份12

月以来的涨幅也达到了32.95%。

市场人士指出， 从历史经验

来看，每年三季报披露结束后11

月至次年年报4月底披露前，A股

市场短期都有一波围绕年报“高

送转” 主题的炒作热潮，且行情

一般有两波， 第一波是公布分配

预案的个股引领的“高送转”行

情， 第二波则是股票在除权前后

的一波抢权、填权行情。市场一直

以来对“高送转”题材十分追捧，

再加上当前市场谨慎情绪显著升

温、波动幅度明显加大、赚钱难度

大大增加的背景下， 随着年报发

布时点的临近，相关“高送转”股

填权行情的吸引力大幅增加。

狙击“高送转” 潜力股

从经验上看，“高送转”个股

一般以具有较高的资本公积、较

高的未分配利润、较高的股价，以

及较低的总股本为特征， 且创业

板及中小板内成长性较强的股票

“高送转” 潜力更大。 主要原因

为，资本公积主要用于转增股本、

则转增可能性较大， 而未分配利

润高则代表着送股的可能性较

大，股价较高则意味着通过“高

送转” 将大幅降低股票价格，可

吸引更多的投资者， 较低的总股

本具备更强的扩张能力和意愿，

并可通过“高送转”增大市值。

以此作为依据，便在A股中筛

选出“高送转”潜力较大的股票。

首先，筛选出总股本小于A股整体

75%位数的股票；再次，在这些股

本规模较小的公司中剔除每股公

积金不足3元、每股未分配利润不

足2元的股票；然后，剔除今年三

季报业绩出现亏损的公司；最后，

选出股价高于A股50%位数的股

票。 再剔除今年中报以来已实施

过“高送转”的股票，则包括有德

尔股份、焦点科技、赛升药业、亚

玛顿等在内的117只股票的“高送

转”潜力较大。尤其上市时间较短

的股票“高送转”概率更大。

虽然“高送转” 本质是股东

权益的内部调整，对净资产收益

率及公司的盈利能力并没有实

质性影响，但高送转预案往往意

味着公司对业绩的持续增长充

满信心，且除权后的低股价也有

利于增强股票的流动性，形成明

显的填权效应，因而在投资者心

理层面上构成潜在利好。 海通证

券指出，“高送转” 是指大比例

送红股或大比例以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上市公司选择“高送

转” 方案，一方面表明公司对业

绩的持续增长充满信心，公司正

处于快速成长期，有助于保持良

好的市场形象；另一方面，一些

股价高、 股票流动性较差的公

司，也可以通过“高送转” 降低

股价， 增强公司股票的流动性。

因此，我国股票市场存在很显著

的“高送转” 效应，即在上市公

司发布“高送转” 预告前后，股

票常常会有显著的超额收益。

部分高送转潜力股

年底以过渡性行情为主

□申万宏源 钱启敏

上周沪深股市震荡盘跌，上

证指数告别3500点关口， 退守

3400点防御。 两市成交量也逐

步萎缩，创10月初以来最小成交

水平。 临近年末，市场观望气氛

日渐浓重。 从目前看，本周进入

12月下半月， 年底前仅剩14个

交易日，市场大概率将以等待观

望，过渡性行情为主。

所谓等待观望， 一是本周

一沪深两市又有9只新股上网

发行， 二级市场短线资金分流

压力较大， 多方需要避让和等

待。 月底前，还有8只新股即将

发行。

二是本周二周三美联储将

召开年内最后一次会议，市场预

期加息可能性很大，这将是近十

年来联储的首次升息，也意味着

美元利率从此进入新一轮上升

周期。 受其影响，上周全球股市

汇市和大宗商品市场都出现宽

幅震荡，各自寻找自身定位。 这

一进程在美联储最终决议形成

后仍有持续消化的过程。 对A股

而言，除了海外市场内外联动影

响外，还要关注热钱从新兴市场

外流对资金面的影响。

三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即

将召开，将对明年经济工作的重

点进行部署。 明年是“十三五”

规划的开局之年，对未来五年经

济转型升级，社会和谐稳定至关

重要， 因此市场也需要等待观

望。

此外， 随着年底的临近，部

分机构除了自身年终结账的需

要减仓套现外，也会对基金等进

行大额赎回。而银行面临年终大

考，资金揽存的压力提升，因此

从资金面看， 需要等待观望，逐

渐过渡。

从市场层面看，上周市场缩

量盘跌，有平中偏弱、转向防御

的信号。 一方面，K线形态形成

下行通道，且跌破所有短期均线

支撑， 技术均线形成空头排列。

从下档看，目前只有60日均线在

3390点有一定支撑， 其余均为

上档阻力， 强劲反弹难度较大。

另一方面， 盘中热点持续降温，

从近三周的沪深日均涨停家数

看，从最初的91只、82只到上周

的60只，个股活跃度和追逐热点

的热情不断下降，预计这一趋势

在年末阶段仍将持续。 此外，复

星系实际控制人协助相关司法

机关调查的消息，对短线市场也

有一定的影响。

从本周热点看，巴黎气候变

化大会通过全球气候新协议，为

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

出安排。 同时，第二届世界互联

网大会将于本周在乌镇召开，此

次会议的主题是“互通互联、共

享共治” 。 因此相关题材性热点

值得关注。

整体均衡但弱势难改

□银泰证券 陈建华

近期A股沪深指数震荡走

低， 盘面板块个股表现低迷，市

场成交量持续萎缩，两市整体弱

势特征明显。尽管两市弱势迹象

明显，但短期市场整体均衡料不

会被轻易打破，沪深指数再度大

幅下挫的可能性不大，区间震荡

料仍将是未来一段时间A股两

市的主要运行方式。

首先，近段时间以来A股两

市的走弱受一系列因素影响，

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走低以及

美联储加息时间点的临近等，

其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资金的

做多意愿， 直接导致了近期两

市弱势局面的出现。 然而由于

已有预期， 因此以上各种负面

因素并未对近期两市运行产生

过于明显的冲击。 后期只要人

民币汇率走势、 美联储加息力

度不明显超预期， 那么其带来

的影响也将相当有限， 沪深两

市因此大幅下挫的可能性已大

大降低。

其次，宽松的资金环境同样

不支持A股再次显著下行。 资金

利率的走低显然利于股市整体

估值水平的提升，虽然其不是股

市上涨的必然条件，但带来的支

撑显而易见。 后期在国内实体经

济下行压力不减，通缩风险加剧

的背景下，央行料将进一步降准

甚至降息，可预见的时间内国内

货币宽松仍将延续，A股因此也

将受到持续支撑。

此外，从市场自身的运行情

况看，两市短期大跌的可能性同

样不大。受复杂的市场环境影响

近段时间以来A整体谨慎心理

明显，投资者因此也普遍维持了

相对合理的持仓水平，同时持续

的震荡也有效消化了前期反弹

后获利资金减持的压力。在持仓

合理同时获利盘规模有限的情

况下，即便面临利空，资金也不

大可能大规模集体出逃导致市

场失衡，从这个角度分析，我们

认为短期市场面临的大跌风险

亦相当有限。

热点退去暂无力反弹

□西部证券 黄铮

上周市场呈现逐级走低、量

能萎缩的颓势。 即将步入的年末

收官行情市场无力做多，热点盘

中逐一退去，IPO和流动性收紧，

使得场内交投并不活跃。 本周初

市场恰逢重要时点，预计周初沪

指盘中仍将承压、 难成反弹契

机，指数对调整下轨十周均线一

带仍有考验。 策略方面，轻仓防

御减少短线操作频率。

本周初市场走势较为关键，

消息面关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的政策信息， 政策倾斜调整、预

测分析的提出，对敏感度较高的

A股市场如何反应，更需观察板

块联动效应较强的金融、地产板

块。 结合上周金融、地产板块表

现，除银行指数调整逼近中期50

天线外，券商、保险及房地产板

块均较为抗衡，虽然短期内还难

以呈现低位补量的超跌反弹，但

对指数维稳的贡献度在前期市

场跌势中可见一斑。 此外，中小

创的调整节奏也呈现收敛态势，

中小板综指和创业板综指虽没

有呈现逆转迹象，但伴随板块的

分化调整，下跌缩量至少在另一

方面凸显短线资金的惜售心态。

其中，创业板综指仍持守月线之

上，小盘股的活跃从年末行情来

看仍有一定市场机会。从市场整

体形态观察， 趋弱迹象没有改

善， 不过指数下行速率缓慢，做

空动能匮乏的局面也在同时呈

现。

从技术走势观察， 沪指日K

线呈现的下行迹象，在上周五二

次回刺五十天均线后缓解，指数

两度探底中期均线支撑，使得调

整下探的有效性得以确认，在无

量缺乏热点带领的现阶段，市场

仍会延续弱势格局。周K线看，短

期沪指股指重心有所下移，指数

运行收敛于十周均线上方，盘中

反抽受制五周均线，伴随量能的

快速缺失，本周据此区域横盘整

理的可能性较大。 总体而言，本

周观望情绪的浓厚是直接抑制

股指反抽的原因，预计本周市场

震荡收敛格局还将延续，市场形

态趋弱氛围中，操作策略上以减

少盘中短线操作为主，轻仓防御

性较为稳妥。

年报行情预热 117股高送转潜力大

□本报记者 王威

进入12月以来， 市场再度进

入震荡格局， 但作为年报行情的

“先锋军” ，有关“高送转” 概念

的炒作热情已悄然升温。 截至12

月11日，已有9只股票率先发布了

“高送转”预案，且送转幅度都较

大，且阶段表现均十分强势。 在当

前赚钱难度明显增大的背景下，

狙击“高送转” 概念股成为优选

策略。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统计，总

股本小于A股75%位数、每股公积

金大于3元、 股价高于A股50%位

数、 每股未分配利润大于2元，并

剔除了三季度业绩亏损及年中以

来已实行过“高送转”的股票后，

发现共有117股票的“高送转”可

能性较大，值得投资者重点关注。

“高送转” 炒作热情升温

每年具有高送转预期的股

票构成的行情可划分为“11-12

月” 、“2-3月” 和“6-7月” 共三

轮。 其中，每年的年底以及次年

年初，作为年报行情的预热，“高

送转” 题材常常引发市场资金的

追逐。 近期以来，随着2015年年

报业绩预告以及高送转预案发

布的开启，有关“高送转” 概念

的炒作热情明显升温。

据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截

至12月11日， 沪深两市共有

1068家上市公司发布了2015年

年报业绩预告。 其中，实现预增、

续盈、 略增和扭亏的公司合计

649家， 占已发布年报预告公司

的比例达60.77%。

而在年报预告陆续发布，代

表着年报行情时间窗口逐步临近

的同时， 年末时点的高送转预案

也开始陆续发布。 据东方财富

Choice数据，11月以来，两市已经

有9只股票相继发布了“高送转”

预案， 且整体送转力度较大。 其

中，每10股转增10股以上的共有8

只，西泵股份、万润科技和康盛股

份均每10股转增20股并派现。

而这些股票在二级市场的

表现也十分强势， 相对收益显

著。 11月24日发布“高送转” 预

案的西泵股份连续涨停，11月当

月涨幅高达119.10%，12月9日发

布“高送转” 预案的三川股份12

月以来的涨幅也达到了32.95%。

市场人士指出， 从历史经验

来看，每年三季报披露结束后11

月至次年年报4月底披露前，A股

市场短期都有一波围绕年报“高

送转” 主题的炒作热潮，且行情

一般有两波， 第一波是公布分配

预案的个股引领的“高送转”行

情， 第二波则是股票在除权前后

的一波抢权、填权行情。市场一直

以来对“高送转”题材十分追捧，

再加上当前市场谨慎情绪显著升

温、波动幅度明显加大、赚钱难度

大大增加的背景下， 随着年报发

布时点的临近，相关“高送转”股

填权行情的吸引力大幅增加。

狙击“高送转” 潜力股

从经验上看，“高送转”个股

一般以具有较高的资本公积、较

高的未分配利润、较高的股价，以

及较低的总股本为特征， 且创业

板及中小板内成长性较强的股票

“高送转” 潜力更大。 主要原因

为，资本公积主要用于转增股本、

则转增可能性较大， 而未分配利

润高则代表着送股的可能性较

大，股价较高则意味着通过“高

送转” 将大幅降低股票价格，可

吸引更多的投资者， 较低的总股

本具备更强的扩张能力和意愿，

并可通过“高送转”增大市值。

以此作为依据，便在A股中筛

选出“高送转”潜力较大的股票。

首先，筛选出总股本小于A股整体

75%位数的股票；再次，在这些股

本规模较小的公司中剔除每股公

积金不足3元、每股未分配利润不

足2元的股票；然后，剔除今年三

季报业绩出现亏损的公司；最后，

选出股价高于A股50%位数的股

票。 再剔除今年中报以来已实施

过“高送转”的股票，则包括有德

尔股份、焦点科技、赛升药业、亚

玛顿等在内的117只股票的“高送

转”潜力较大。尤其上市时间较短

的股票“高送转”概率更大。

虽然“高送转” 本质是股东

权益的内部调整，对净资产收益

率及公司的盈利能力并没有实

质性影响，但高送转预案往往意

味着公司对业绩的持续增长充

满信心，且除权后的低股价也有

利于增强股票的流动性，形成明

显的填权效应，因而在投资者心

理层面上构成潜在利好。 海通证

券指出，“高送转” 是指大比例

送红股或大比例以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上市公司选择“高送

转” 方案，一方面表明公司对业

绩的持续增长充满信心，公司正

处于快速成长期，有助于保持良

好的市场形象；另一方面，一些

股价高、 股票流动性较差的公

司，也可以通过“高送转” 降低

股价， 增强公司股票的流动性。

因此，我国股票市场存在很显著

的“高送转” 效应，即在上市公

司发布“高送转” 预告前后，股

票常常会有显著的超额收益。

11月以来已发布高送转预案的股票

年底以过渡性行情为主

□申万宏源 钱启敏

上周沪深股市震荡盘跌，上

证指数告别3500点关口， 退守

3400点防御。 两市成交量也逐

步萎缩，创10月初以来最小成交

水平。 临近年末，市场观望气氛

日渐浓重。 从目前看，本周进入

12月下半月， 年底前仅剩14个

交易日，市场大概率将以等待观

望，过渡性行情为主。

所谓等待观望， 一是本周

一沪深两市又有9只新股上网

发行， 二级市场短线资金分流

压力较大， 多方需要避让和等

待。 月底前，还有8只新股即将

发行。

二是本周二周三美联储将

召开年内最后一次会议，市场预

期加息可能性很大，这将是近十

年来联储的首次升息，也意味着

美元利率从此进入新一轮上升

周期。 受其影响，上周全球股市

汇市和大宗商品市场都出现宽

幅震荡，各自寻找自身定位。 这

一进程在美联储最终决议形成

后仍有持续消化的过程。 对A股

而言，除了海外市场内外联动影

响外，还要关注热钱从新兴市场

外流对资金面的影响。

三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即

将召开，将对明年经济工作的重

点进行部署。 明年是“十三五”

规划的开局之年，对未来五年经

济转型升级，社会和谐稳定至关

重要， 因此市场也需要等待观

望。

此外， 随着年底的临近，部

分机构除了自身年终结账的需

要减仓套现外，也会对基金等进

行大额赎回。而银行面临年终大

考，资金揽存的压力提升，因此

从资金面看， 需要等待观望，逐

渐过渡。

从市场层面看，上周市场缩

量盘跌，有平中偏弱、转向防御

的信号。 一方面，K线形态形成

下行通道，且跌破所有短期均线

支撑， 技术均线形成空头排列。

从下档看，目前只有60日均线在

3390点有一定支撑， 其余均为

上档阻力， 强劲反弹难度较大。

另一方面， 盘中热点持续降温，

从近三周的沪深日均涨停家数

看，从最初的91只、82只到上周

的60只，个股活跃度和追逐热点

的热情不断下降，预计这一趋势

在年末阶段仍将持续。 此外，复

星系实际控制人协助相关司法

机关调查的消息，对短线市场也

有一定的影响。

从本周热点看，巴黎气候变

化大会通过全球气候新协议，为

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

出安排。 同时，第二届世界互联

网大会将于本周在乌镇召开，此

次会议的主题是“互通互联、共

享共治” 。 因此相关题材性热点

值得关注。

整体均衡但弱势难改

□银泰证券 陈建华

近期A股沪深指数震荡走

低， 盘面板块个股表现低迷，市

场成交量持续萎缩，两市整体弱

势特征明显。尽管两市弱势迹象

明显，但短期市场整体均衡料不

会被轻易打破，沪深指数再度大

幅下挫的可能性不大，区间震荡

料仍将是未来一段时间A股两

市的主要运行方式。

首先，近段时间以来A股两

市的走弱受一系列因素影响，

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走低以及

美联储加息时间点的临近等，

其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资金的

做多意愿， 直接导致了近期两

市弱势局面的出现。 然而由于

已有预期， 因此以上各种负面

因素并未对近期两市运行产生

过于明显的冲击。 后期只要人

民币汇率走势、 美联储加息力

度不明显超预期， 那么其带来

的影响也将相当有限， 沪深两

市因此大幅下挫的可能性已大

大降低。

其次，宽松的资金环境同样

不支持A股再次显著下行。 资金

利率的走低显然利于股市整体

估值水平的提升，虽然其不是股

市上涨的必然条件，但带来的支

撑显而易见。 后期在国内实体经

济下行压力不减，通缩风险加剧

的背景下，央行料将进一步降准

甚至降息，可预见的时间内国内

货币宽松仍将延续，A股因此也

将受到持续支撑。

此外，从市场自身的运行情

况看，两市短期大跌的可能性同

样不大。受复杂的市场环境影响

近段时间以来A整体谨慎心理

明显，投资者因此也普遍维持了

相对合理的持仓水平，同时持续

的震荡也有效消化了前期反弹

后获利资金减持的压力。在持仓

合理同时获利盘规模有限的情

况下，即便面临利空，资金也不

大可能大规模集体出逃导致市

场失衡，从这个角度分析，我们

认为短期市场面临的大跌风险

亦相当有限。

热点退去暂无力反弹

□西部证券 黄铮

上周市场呈现逐级走低、量

能萎缩的颓势。 即将步入的年末

收官行情市场无力做多，热点盘

中逐一退去，IPO和流动性收紧，

使得场内交投并不活跃。 本周初

市场恰逢重要时点，预计周初沪

指盘中仍将承压、 难成反弹契

机，指数对调整下轨十周均线一

带仍有考验。 策略方面，轻仓防

御减少短线操作频率。

本周初市场走势较为关键，

消息面关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的政策信息， 政策倾斜调整、预

测分析的提出，对敏感度较高的

A股市场如何反应，更需观察板

块联动效应较强的金融、地产板

块。 结合上周金融、地产板块表

现，除银行指数调整逼近中期50

天线外，券商、保险及房地产板

块均较为抗衡，虽然短期内还难

以呈现低位补量的超跌反弹，但

对指数维稳的贡献度在前期市

场跌势中可见一斑。 此外，中小

创的调整节奏也呈现收敛态势，

中小板综指和创业板综指虽没

有呈现逆转迹象，但伴随板块的

分化调整，下跌缩量至少在另一

方面凸显短线资金的惜售心态。

其中，创业板综指仍持守月线之

上，小盘股的活跃从年末行情来

看仍有一定市场机会。从市场整

体形态观察， 趋弱迹象没有改

善， 不过指数下行速率缓慢，做

空动能匮乏的局面也在同时呈

现。

从技术走势观察， 沪指日K

线呈现的下行迹象，在上周五二

次回刺五十天均线后缓解，指数

两度探底中期均线支撑，使得调

整下探的有效性得以确认，在无

量缺乏热点带领的现阶段，市场

仍会延续弱势格局。周K线看，短

期沪指股指重心有所下移，指数

运行收敛于十周均线上方，盘中

反抽受制五周均线，伴随量能的

快速缺失，本周据此区域横盘整

理的可能性较大。 总体而言，本

周观望情绪的浓厚是直接抑制

股指反抽的原因，预计本周市场

震荡收敛格局还将延续，市场形

态趋弱氛围中，操作策略上以减

少盘中短线操作为主，轻仓防御

性较为稳妥。

年报行情预热 117股高送转潜力大

□本报记者 王威

进入12月以来， 市场再度进

入震荡格局， 但作为年报行情的

“先锋军” ，有关“高送转” 概念

的炒作热情已悄然升温。 截至12

月11日，已有9只股票率先发布了

“高送转”预案，且送转幅度都较

大，且阶段表现均十分强势。 在当

前赚钱难度明显增大的背景下，

狙击“高送转” 概念股成为优选

策略。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统计，总

股本小于A股75%位数、每股公积

金大于3元、 股价高于A股50%位

数、 每股未分配利润大于2元，并

剔除了三季度业绩亏损及年中以

来已实行过“高送转”的股票后，

发现共有117股票的“高送转”可

能性较大，值得投资者重点关注。

“高送转” 炒作热情升温

每年具有高送转预期的股

票构成的行情可划分为“11-12

月” 、“2-3月” 和“6-7月” 共三

轮。 其中，每年的年底以及次年

年初，作为年报行情的预热，“高

送转” 题材常常引发市场资金的

追逐。 近期以来，随着2015年年

报业绩预告以及高送转预案发

布的开启，有关“高送转” 概念

的炒作热情明显升温。

据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截

至12月11日， 沪深两市共有

1068家上市公司发布了2015年

年报业绩预告。 其中，实现预增、

续盈、 略增和扭亏的公司合计

649家， 占已发布年报预告公司

的比例达60.77%。

而在年报预告陆续发布，代

表着年报行情时间窗口逐步临近

的同时， 年末时点的高送转预案

也开始陆续发布。 据东方财富

Choice数据，11月以来，两市已经

有9只股票相继发布了“高送转”

预案， 且整体送转力度较大。 其

中，每10股转增10股以上的共有8

只，西泵股份、万润科技和康盛股

份均每10股转增20股并派现。

而这些股票在二级市场的

表现也十分强势， 相对收益显

著。 11月24日发布“高送转” 预

案的西泵股份连续涨停，11月当

月涨幅高达119.10%，12月9日发

布“高送转” 预案的三川股份12

月以来的涨幅也达到了32.95%。

市场人士指出， 从历史经验

来看，每年三季报披露结束后11

月至次年年报4月底披露前，A股

市场短期都有一波围绕年报“高

送转” 主题的炒作热潮，且行情

一般有两波， 第一波是公布分配

预案的个股引领的“高送转”行

情， 第二波则是股票在除权前后

的一波抢权、填权行情。市场一直

以来对“高送转”题材十分追捧，

再加上当前市场谨慎情绪显著升

温、波动幅度明显加大、赚钱难度

大大增加的背景下， 随着年报发

布时点的临近，相关“高送转”股

填权行情的吸引力大幅增加。

狙击“高送转” 潜力股

从经验上看，“高送转”个股

一般以具有较高的资本公积、较

高的未分配利润、较高的股价，以

及较低的总股本为特征， 且创业

板及中小板内成长性较强的股票

“高送转” 潜力更大。 主要原因

为，资本公积主要用于转增股本、

则转增可能性较大， 而未分配利

润高则代表着送股的可能性较

大，股价较高则意味着通过“高

送转” 将大幅降低股票价格，可

吸引更多的投资者， 较低的总股

本具备更强的扩张能力和意愿，

并可通过“高送转”增大市值。

以此作为依据，便在A股中筛

选出“高送转”潜力较大的股票。

首先，筛选出总股本小于A股整体

75%位数的股票；再次，在这些股

本规模较小的公司中剔除每股公

积金不足3元、每股未分配利润不

足2元的股票；然后，剔除今年三

季报业绩出现亏损的公司；最后，

选出股价高于A股50%位数的股

票。 再剔除今年中报以来已实施

过“高送转”的股票，则包括有德

尔股份、焦点科技、赛升药业、亚

玛顿等在内的117只股票的“高送

转”潜力较大。尤其上市时间较短

的股票“高送转”概率更大。

虽然“高送转” 本质是股东

权益的内部调整，对净资产收益

率及公司的盈利能力并没有实

质性影响，但高送转预案往往意

味着公司对业绩的持续增长充

满信心，且除权后的低股价也有

利于增强股票的流动性，形成明

显的填权效应，因而在投资者心

理层面上构成潜在利好。 海通证

券指出，“高送转” 是指大比例

送红股或大比例以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上市公司选择“高送

转” 方案，一方面表明公司对业

绩的持续增长充满信心，公司正

处于快速成长期，有助于保持良

好的市场形象；另一方面，一些

股价高、 股票流动性较差的公

司，也可以通过“高送转” 降低

股价， 增强公司股票的流动性。

因此，我国股票市场存在很显著

的“高送转” 效应，即在上市公

司发布“高送转” 预告前后，股

票常常会有显著的超额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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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量下行 沪综指周跌

2.56%

上周沪综指震荡整理，量能

较前一周萎缩，指数重心逐级下

移，降至3400点上方。

上周一，沪综指在3500点上

方强势震荡， 收出阳十字星，但

量能萎缩，上涨0.34%；上周二震

荡下行， 失守 3500点， 下跌

1.89%；上周三继续缩量震荡，再

收阳十字星，微涨0.07%；上周四

冲高回落，3500点得而复失，下

跌0.49%；上周五弱势整理，收报

3434.58点，下跌0.61%。 上周沪

综指累计下跌2.56%。

沪综指弱市下行主要缘于短

期不确定性上升。首先，美联储加

息临近， 虽然市场已对其有较充

分预期，但短期压力仍不可避免。

其次，人民币汇率大幅波动，引发

热钱外流担忧，对股市形成扰动。

再次， 新一轮新股发行令市场重

新面临抽血考验， 此轮新股资金

冻结规模预计达到3亿元左右。另

外，“大股东减持禁令” 将在明年

1月8日到期， 也使得部分资金倾

向观望避险。在此背景下，短期资

金风险偏好下降， 对于热点更倾

向快进快出，浅尝辄止。短炒特征

愈演愈烈， 进一步削弱了市场的

活跃度和上攻动能。

不过，利率低企下的资产配

置荒令系统性风险有限；经济工

作会议即将召开有望明确政策

方向，提振风险偏好；春季行情

预期升温，也使得资金主动大幅

减仓的概率较小，逢大跌买入的

意愿相对坚定。

总体来看，沪综指短期仍将

通过震荡来消化利空， 蓄势休

整。 操作上建议控制仓位，快进

快出，逢低布局，耐心等待增量

资金进场打破僵局。（李波）

赚钱效应减弱 创业板指数周跌

0.78%

伴随着市场的整体回落，创

业板内部赚钱效应也出现减弱，

创业板指数上周维持小幅波动，

盘中最高上探至2751.24点，最

低下探至2650.45点， 全周下跌

0.78%，收报于2671.29点，跌破

2700点。

从个股来看， 上周正常交易

的438只创业板股票中， 有125只

股票实现上涨，赛摩电气、雅本化

学、金刚玻璃和大富科技上周累计

涨幅超过30%，分别上涨61.04%、

46.45%、42.09%和33.16%。 12只

股票涨幅超过20%，35只股票涨

幅超过10%，66只股票涨幅超过

5%。 上周下跌的311只股票中，

神农基因跌幅最大， 为21.53%。

31只股票跌幅超过10%，174只

股票跌幅超过5%。

消息面上，国务院常务会议

审议通过了拟提请全国人大常

委会审议的《关于授权国务院在

实施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中调

整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有关规定的决定(草案)》，明确

在决定施行之日起两年内，授权

对拟在上交所、深交所上市交易

的股票公开发行实行注册制度。

不少投资者预期注册制推进的

消息将使创业板承压，不过从市

场表现来看，创业板反而是市场

中较为抗跌的品种。

分析人士指出，创业板中的

明星股一直是市场中最具赚钱

效应的群体，不过上周这种赚钱

效应显著回落，部分明星股更是

大幅回调。 不过，存量博弈强化

的背景下， 创业板将是市场的

“晴雨表” ， 预计后市创业板仍

是结构性行情的主角，涉及互联

网安全、工业4.0、充电桩等成长

题材的创业板股票，在大幅回调

反而出现布局良机，投资者可以

紧抓热点，择机入驻。 不过受制

短炒心态和增量资金缺失，整体

震荡格局还将延续。（徐伟平）

强势震荡 通信行业周涨

1.12%

上周沪深两市延续弱势调整

走势，行业板块更是涨少跌多。 28

个申万一级行业指数中仅5只上

涨，其中通信指数更是以1.12%的

周涨幅位居榜首， 也是上周唯一

一个周涨幅超过1%的行业板块。

通信行业板块上周围绕5日

均线展开强势震荡走势，周一至周

五行业指数分别上涨0.86%、下跌

1.55%、微跌0.01%、上涨1.01%和

上涨0.83%，将前一周失地几乎全

部收复， 但量能并未出现明显放

大，上周总成交额为1043.43亿元。

正常交易的52只成分股中有

23只上涨。 其中，波导股份、大富

科技、邦讯技术、恒宝股份、初灵

信息、 二六三和三维通信的周涨

幅在10%以上， 波导股份和大富

科技的周涨幅更是高达37.74%和

33.16%，另有6只股票的周涨幅超

过5%。 下跌的29只股票中，迅游

科技和共进股份上周跌幅较大，

分别下跌16.93%和11.70%，另有8

只成分股的周跌幅超过5%。

近期以来有关大数据、 虚拟

现实VR等的炒作热情明显升温。

华融证券指出，受益于宽带提速和

4G建设，通信业行业持续景气，上

市公司经营业绩明显改善。在基本

面的有力支持下， 板块走势强劲。

不过目前板块估值处于较高水平，

未来需要寻找细分领域的机会。

中信建投建议投资者更多

关注行业长期板块趋势，甄选强

势行业中的顶级优质公司，基本

面有望持续超预期的行业龙头

仍然值得布局；另外，强转型预

期和国企改革也同样值得关注。

子行业中， 最为看好云计算、运

营商流量经营及大数据、 北斗、

教育、 车联网等板块的投资机

会，这些领域向上空间广阔且行

业不断有热点题材推波助澜。 有

业绩支撑、安全边际突出的龙头

公司或是资源禀赋优质的公司

均值得重点配置。（王威）

上周部分大宗交易成交情况上周部分大宗交易成交情况 本 周 限 售 股 解 禁 情 况 一 览本 周 限 售 股 解 禁 情 况 一 览

催化剂丰富 网络安全概念周涨

8.02%

上周，133个Wind概念板块

中， 仅有29个板块实现上涨，其

中， 网络安全板块5日涨幅达到

了8.02%，涨幅领先。 周线来看，

经过此前两周的回调之后，当前

网络安全板块重新站上了5日均

线上方，而且创出了本轮反弹的

新高，强势格局凸显。

个股来看，20只网络安全成分

股中，上周共有17只个股实现上涨，

其中， 绿盟科技和北信源的涨幅最

大，分别上涨24%和22.70%；兆日科

技、东方通、飞天诚信、美亚柏科和

证通电子的涨幅也均超过了10%。

相反， 仅有同方股份和宝信软件下

跌，但跌幅较小，分别仅为1.58%和

0.03%；立思辰一周平盘报收。

消息面上，本周三至周五，第

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乌镇召

开， 本届大会是我国举办的规模

最大、 层次最高的互联网领域大

会， 也是世界互联网领域一次高

峰会议。此外，上周国务院常务会

议指出， 用改革的办法加快建设

知识产权强国， 是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和激励大众创业、 万众

创新的重要支撑。 今后要加大财

税、金融等政策支持，建设知识产

权信息和运营交易服务平台等。

分析人士指出，互联网大会

的召开、加强网络知识产权的建

设对计算机相关题材刺激较大，

网络安全重视程度的提升是大

势所趋， 短期内存量博弈格局

下，中小盘股居多的网络安全概

念有望维系强势。（张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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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码 名称 交易日期 成交价

折价率

(%)

成交量

(万股\份\张)

成交额

(万元)

600000.SH

浦发银行

2015-12-7 19.30 3.15 8,000.00 154,400.00

600000.SH

浦发银行

2015-12-7 19.30 3.15 4,850.00 93,604.94

600000.SH

浦发银行

2015-12-7 19.30 3.15 4,400.00 84,920.00

600000.SH

浦发银行

2015-12-7 19.30 3.15 3,100.00 59,830.00

600000.SH

浦发银行

2015-12-7 19.30 3.15 3,100.00 59,829.98

600745.SH

中茵股份

2015-12-8 27.27 4.52 1,200.00 32,724.00

000979.SZ

中弘股份

2015-12-8 4.28 -9.89 6,500.00 27,820.00

002133.SZ

广宇集团

2015-12-8 9.41 -5.81 2,026.30 19,067.48

600745.SH

中茵股份

2015-12-9 30.94 7.80 600.00 18,564.00

002133.SZ

广宇集团

2015-12-9 9.19 -5.26 1,897.00 17,433.43

000979.SZ

中弘股份

2015-12-8 4.32 -9.05 3,570.00 15,422.40

601166.SH

兴业银行

2015-12-11 14.48 -10.01 900.00 13,032.00

300166.SZ

东方国信

2015-12-7 33.90 -6.41 380.00 12,882.00

002602.SZ

世纪华通

2015-12-8 11.92 -9.97 1,037.89 12,371.64

601398.SH

工商银行

2015-12-11 4.15 -9.98 2,927.63 12,149.66

000750.SZ

国海证券

2015-12-11 10.85 -9.96 1,000.00 10,850.00

600745.SH

中茵股份

2015-12-7 24.00 1.18 440.00 10,560.00

002099.SZ

海翔药业

2015-12-10 18.37 -5.06 571.68 10,501.79

000979.SZ

中弘股份

2015-12-8 4.32 -9.05 2,200.00 9,504.00

000546.SZ

金圆股份

2015-12-9 12.31 -1.12 760.00 9,355.60

600221.SH

海南航空

2015-12-8 3.88 -0.77 2,400.00 9,312.00

300166.SZ

东方国信

2015-12-11 33.02 -7.92 280.00 9,245.60

600745.SH

中茵股份

2015-12-7 24.00 1.18 370.00 8,880.00

002026.SZ

山东威达

2015-12-7 13.02 -10.02 659.84 8,591.12

000979.SZ

中弘股份

2015-12-8 4.32 -9.05 1,950.00 8,424.00

600745.SH

中茵股份

2015-12-7 24.00 1.18 350.00 8,400.00

002437.SZ

誉衡药业

2015-12-9 27.68 -9.98 290.00 8,027.20

002026.SZ

山东威达

2015-12-8 13.36 -9.97 600.00 8,016.03

000979.SZ

中弘股份

2015-12-11 3.88 -5.60 2,000.00 7,760.00

000546.SZ

金圆股份

2015-12-9 12.14 -2.49 636.32 7,724.93

300217.SZ

东方电热

2015-12-9 13.72 -9.97 560.00 7,683.20

002340.SZ

格林美

2015-12-9 14.03 -1.68 519.93 7,294.66

000546.SZ

金圆股份

2015-12-9 12.31 -1.12 585.00 7,201.35

000979.SZ

中弘股份

2015-12-11 3.88 -5.60 1,710.67 6,637.39

300166.SZ

东方国信

2015-12-9 32.75 -6.05 200.00 6,550.00

000663.SZ

永安林业

2015-12-9 15.42 -9.98 420.00 6,476.40

000546.SZ

金圆股份

2015-12-9 12.31 -1.12 511.00 6,290.41

600745.SH

中茵股份

2015-12-7 24.00 1.18 260.00 6,2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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