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融数据配表

■ 一周异动股扫描

A11

■ 责编：徐伟平 美编：马晓军 电话：

010－63070256 E-mail:zbs@zzb.com.cn

■ 2015年12月21日 星期一

市场新闻

arket�News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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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年行情开启 市场有望震荡向上

□

本报记者 徐伟平

上周美联储加息靴子落地， 市场震荡反

弹， 股指重返3500点之上， 周五一度冲上

3600点。多加机构指出，目前市场在前期缩量

下跌后选择了反弹向上， 随着加息靴子的落

地，市场有望进一步向上突破。 建议投资者以

积极心态应对12月市场可能出现的调整，对

于一些已深入研究且风险收益匹配度较好的

标的，短期调整买入，为跨年度行情布局。

西南证券表示， 从利率高点的变化规律

看， 此轮加息周期的利率高点大概率将低于

2007年高点，预计将在3%左右。 从联邦利率

期货的表现来看， 市场预计2016年的加息次

数为两次，加息时间在第二季度，加息概率为

50%左右。 按照美联储以往的加息经验来看，

以每次25-50个BP的加息幅度， 预计将在

2017年底前完成加息过程。

利率周期走弱的根本原因在于 “产业红

利枯竭” 。 在里根“供给革命” 之后之所以会

呈现出加息周期越来越弱的趋势， 根本原因

还在于长期因素： 美国生产力领先优势逐渐

减弱。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大趋势，并在信息技

术革命后，呈现出加速的态势。 由于互联网和

信息化使得技术扩散速率越来越快， 美国在

新产业方面的领先红利逐步减少， 经济发展

的内生动力也越来越弱， 这成为制约美国利

率上升的根本原因。 实际上，从过去一轮技术

革命的标志性产业发展来看， 美国的产业领

先时间越来越短。

加息靴子落地有望成为市场向上突破催

化剂。 此次美联储的加息预期酝酿时间长达

两年之久， 当前的加息动作已经反映在前期

市场走势中。 目前市场在前期缩量下跌后选

择了反弹向上，随着加息靴子的落地，市场有

望进一步向上突破。

兴业证券表示，指数有望迎来第一个变

盘向上的时间窗口。 一方面，美国加息靴子

落地后，新兴市场汇率和股市有望迎来反弹

的窗口期。 按照历史经验，首次加息预期的

兑现往往是美元阶段性高点和新兴市场汇

率、股市等风险资产价格反弹的起点。 另一

方面，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出台的政策超预

期，从而提升市场风险偏好。 改革加力、有破

有立，尤其是以供给侧改革等为代表的破旧

立新方面的突破。 “破旧” 以提高效率，“立

新” 孕育新希望。

近期市场调整中成交明显萎缩， 剔除停

牌个股，全市场约3/4的股票已经缩量至过去

一个月最大成交金额的1/3以下，市场本身也

孕育了变盘的可能。 中性假设下，春季行情启

动时点在明年1月中上旬，主要扰动因素包括

岁末年初资金做账回表压力， 以及年末排名

考核过后公募基金为代表的机构者调整持仓

结构引发的波动。

建议投资者以积极心态应对12月市场出

现的调整。 兴业证券指出，在钱多、经济弱、政

府积极利用资本市场为转型服务的确定性前

提下，行情的系统性风险不大，故仍应保持底

限思维。 基于对明年春季行情驱动因素的判

断，即便按照最新收盘点位计算，未来3-4个

月，无论是上证综指，还是创业板成指，向上

空间都大于下行空间。 本着价格比时间重要

的原则，积极寻找α布局。 对于一些已深入研

究且风险收益匹配度较好的标的， 利用短期

调整买入，为跨年度行情乃至明年全年布局。

从明年全年来看，α策略的有效性将显著超

过今年。

从布局方向上看，中泰证券指出，随着2

万亿PPP项目的落地，短期继续建议关注稳增

长主题三大投资方向：地下管廊、海绵城市、

环保，同时，更建议关注“新稳增长”“大幕”

即将登场的主角：地产和核电。 一方面，对于

地产转型， 建议关注中小市值且现金流充裕

的地产公司在中央“去库存” 政策之后“跨界

转型”“涅槃重生”之路；另一方面，对于内陆

核电重启， 建议关注核电龙头及关键零部件

制造商等核电纯正标的。

大额资金博弈

万科A连续涨停

□

本报记者 张怡

上周五， 万科A仅交易了半个交易日就宣布停

牌，不过股价依旧在资金博弈中冲上了涨停板，最终

收于24.43元，周涨幅达到了22.76%，这已经是快速

攀升的第三周。 实际上，上周万科A是全部A股中最

为引人注目的个股， 在周四和周五连续登上深交所

龙虎榜，出现大额资金博弈。

虽然仅仅交易半日， 但上周五万科再度登上龙

虎榜， 买入金额最大的前五名分别是机构专用席位、

中信证券上海淮海中路营业部、机构专用席位、华泰

证券深圳益田路营业部和国泰君安上海分公司，买入

金额分别为9.78亿元、5.74亿元、5.39亿元、5.06亿元

和1.01亿元。卖出金额最大的前五名分别是国泰君安

顺德大良营业部、机构专用席位、机构专用席位、国泰

君安成都北一环路营业部和国都证券北京中关村南

大街营业部， 卖出金额分别为4.58亿元、1.66亿元、

1.56亿元、1.06亿元和7338万元。 尽管相较于其余个

股交易金额巨大，但与周四相比已是大幅回落，周四

买入金额最大的机构专用席位买入了22.98亿元。

当前，“宝能系” 与万科管理层博弈正如火如

荼， 控制权争夺下万科A表示拟停牌筹划重大资产

重组，最晚于明年1月18日复牌，短线博弈暂停，但

风云暗战依旧。分析认识指出，这一资本市场对战引

发了更多险资入市预期， 短线对市场活跃度有较大

的带动作用。

脱星摘帽

长航凤凰复牌涨逾7倍

□

本报记者 王威

除了万科A外，长航凤凰也是上周市场关注度最

高的股票之一。由于连续三年净利润为负且连续两年

净资产为负，*ST凤凰于2013年12月26日起停牌，并

自2014年5月16日起暂停上市。 经过破产重整，*ST

凤凰于2014年扭亏，在停牌长达两年时间后，长航凤

凰17日晚间发布了重组方案并于18日复牌。

由于复牌首日不设涨跌幅限制， 周五早盘开盘

40秒后，长航凤凰涨幅便超600%，遭遇临时停牌，

10点31分复牌后，股价继续上扬，几分钟内涨幅超

过750%，摸高21.60元，随后再度临时停牌直至14时

57分复牌。最终，长航凤凰股价收报21.20元，涨幅达

737.94%，换手率高达32.62%，合计成交65.64亿元，

创下该股历史天量。

长航凤凰发布的公告显示， 公司拟以全部资产

及负债与港海建设100%股权进行等值资产置换，差

额部分由公司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 发行价格为

2.39元/股，预计发行数量32.26亿股；同时公司拟以

不低于2.55元/股非公开发行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36亿元；此次交易构成借壳重组，交易完成后公司

主营业务将变更为疏浚吹填工程。

从盘后龙虎榜数据来看， 游资是参与该股的主

要力量。 当日长航凤凰的买入及卖出席位均为券商

营业部席位。有市场人士提醒投资者，公司定增额度

较大，总股本将扩张近50亿股，且短期飙涨将激发

前期卖盘，投资者应注意保持谨慎，及时落袋为安。

四机构卖出华贸物流

□

本报记者 徐伟平

11月底复牌后，华贸物流大幅波动，复牌后连续

三个交易日涨停，股价最高上探至13.95元，随后高

位回落，最低下探至10.49元，不过上周震荡上行，周

四和周五连续涨停，股价突破13元，达到13.38元。 当

日成交额显著放大，达到9.65亿元，逼近天量水平。

盘后公开交易信息显示， 上周四有两机构入驻

华贸物流，分别买入4742.40万元和2316.50万元，排

在第一位和第三位。与之相比，卖出华贸物流金额前

五的席位均为券商营业部，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杨浦区殷行路证券营业部的卖出金额最大，达

到7381.25万元。上周五买入华贸物流金额前五的席

位均为券商营业部，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杨

浦区殷行路证券营业部的买入金额最大，为4866.74

万元。上周五卖出华贸物流金额前五的席位中，有四

家机构现身， 分别卖出4983.66万元、4305.91万元、

3847.30万元和2466.33万元，排在前四位。

分析人士指出，机构频繁进出该股，但周五出现

四家机构集体离场，短期相对看淡后市行情，建议投

资者不要盲目追高。

三机构入驻海王生物

□

本报记者 徐伟平

近期沪深两市大盘震荡走高， 场内部分个股也

走出突破行情，其中海王生物连续5个交易日上涨，

周一大涨8.07%，随后两个交易日小幅震荡，涨幅相

对较小，上周五强势涨停，股价收报于22.23元。从成

交额来看，伴随着股价震荡走高，海王生物的成交额

也小幅放量，上周五成交额达到11.82亿元，刷新11

月23日以来的新高。

从龙虎榜数据来看， 上周五买入海王生物金额

前五的席位中， 有三家机构现身， 分别买入1.56亿

元、1.33亿元和7780.50万元，排在第一位、第二位和

第四位。 上周五卖出海王生物金额前五的席位均为

券商营业部， 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张家界回龙路

证券营业部的卖出金额最大，为2329.97万元。

分析人士指出，上周五机构大举买入该股，前两

位机构买入额均超过亿元， 占到当日成交额的比重

均超过10%。 机构强势买入对股价构成支撑。

洗盘震荡 备战春季攻势

□

本报记者 张怡

上周股指打破盘整局面，迎来强势反弹，

主要指数纷纷突破了多条均线的压制， 重新

回归到了强势格局。从历史行情来看，12月下

旬市场表现强势的概率较大。 在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召开的情况下， 市场政策题材较为丰

富，市场中的蓝筹股有望迎来局部脉冲行情，

中小盘题材概念股也有望维系较好的活跃态

势。短线洗盘之后，局部热点有望重拾强势格

局，酝酿春季攻势。

指数重拾强势

上周，全市场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主要

指数纷纷站在了重要均线上方。 上证综指不

仅突破了多条短期均线，而且站在了120日均

线这个牛熊分界线上方。

至上周五收盘， 上证综指收于3578.96

点，周涨幅为4.2％；深证成指收于12830.25

点，5日涨幅为5.74％； 中小板指一周上涨

4.9%收于8478.87点； 创业板指一周上涨

5.95%，收于2830.26点。 在沪深交易所核心

指数中， 创业板综指表现最为强势，5日涨

幅达到了7.14%。

从成交额来看， 上半周成交维系缩量格

局，上周四和上周五有所放量，一周全部AB

股合计成交了4.07亿元， 环比此前一周的

3.62亿元明显放量； 但却是十月中旬以来的

次低点。

但年底之前的短期内， 成交量持续放大

的概率较小。 一方面，本周还有年末最后一轮

新股发行， 市场资金面仍难迎来资金积极回

流；另一方面，临近年末，部分机构有赎回基

金、年终结账的需要；同时年末又是银行揽存

的考核时点，资金面相对紧张是常态。

量能是判断行情的重要指标， 成交量从

谷底回暖固然意味着行情好转， 短线强势个

股确立。 但不能持续放量和维系较高的活跃

度，也就意味着行情明显好转的可能性较低。

此外， 当前市场投资者担忧的另一个重要因

素在于1月初大股东禁售筹码到期解禁，在此

之前市场观望情绪较浓厚， 行情出现明显大

涨的概率也就较低。 不过也正是由于当前仍

然处于禁售的窗口期，同时结合政策暖风，市

场也不太会出现大幅下跌。

上周，28个申万一级行业均实现了不同

程度的上涨，其中，房地产、休闲服务和商业

贸易行业涨幅居前， 分别上涨了9.14%、

7.21%和6.73%；此外还有包括电子、采掘、电

气设备等在内的17个行业涨幅超过了5%。 相

对而言，银行、家用电器涨幅较小，是仅有的

两个涨幅未超过4%的行业。

局部热点丰富

不过，上周创业板指已经明显走强，不仅

涨势喜人，而且站在所有均线之上。 可见，市

场已经在寻求局部的结构性突破， 跨年度春

季行情已经在不断酝酿发酵， 敏锐的投资者

已经开始挖掘优质股逢低布局。

实际上，上周五的行情已经回归到结构

性行情。 上周五上午股指原本震荡走高，不

料银行股突然暴力拉升， 使得中小盘股跳

水走坏，午后主要指数纷纷翻绿，洗盘震荡

态势较为明显。 分析人士指出，这一方面是

受到量能限制， 另一方面也显示出短线休

整需求。 不过从均线系统的整体向好来看，

春季行情已经开始酝酿， 特别是创业板为

代表的新兴中小盘股短线休整之后有望重

拾强势格局。

不过， 年底风格或将出现较多变换，热

点的频繁切换， 或许使得赚钱变得较为困

难。 国金证券指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召

开有助于提升市场对于增长目标和政府稳

增长力度的认识， 驱动社会资金风险偏好

提升。因而倾向于认为接下来A股市场仍然

具备赚钱效应， 但需要提防临近月底市场

风格出现短暂切换。 建议板块上均衡配置，

布局券商、地产、传媒、电子等板块。 广发证

券认为， 在大部分资产收益率都在下降的

环境中，股市大概率难以独善其身，会逐渐

跟随其他资产一同下降， 要做好较长一段

时间过“苦日子” 的准备，能持续赚钱的股

市投资热点将越来越难把握。

市场的上行总是伴随着洗盘震荡， 春季

攻势难以以普涨态势一蹴而就。 相关政策题

材和新兴概念仍将演绎， 但震荡之中仍然需

要多看少动、保持谨慎，以免踏错节奏。

新兴成长+传统蓝筹 融资客两手抓

□

本报记者 徐伟平

上周前三个交易日沪深两市的融资融券

余额不断增加， 从1.15万亿元增至1.17万亿元

左右，其中12月14日的融资净买入额超过百亿

元，达到141.13亿元，刷新了11月11日以来的

新高。不过12月17日沪深两市融资余额连增势

头中断，出现8.62亿元的回撤。 不过从融资客

布局的方向来看， 资金布局积极性依旧较高，

在指数完全突破尚需反复震荡确认的大背景

下，融资客选择新兴成长和传统蓝筹两手抓。

两融余额结束三连增

上周沪深两市融资余额实现三连增，从

1.15万亿元增至1.17万亿元左右，不过12月17

日两融余额结束三连增，较前一个交易日减少

了8.62亿元，降至11737.62亿元。其中融资余额

为11706.28亿元， 较前一个交易日下降了

10.49亿元。融券余额为31.34亿元，较前一个交

易日增加了1.87亿元。

从行业板块来看，12月17日沪深两市28个

申万一级行业板块中，有11个行业板块实现融

资净买入， 传媒和房地产的融资净买入额居

前，超过4亿元，显著高于其他行业板块，分别

为6.81亿元和4.38亿元。 商业贸易、纺织服装、

计算机、电气设备和通信板块的融资净买入额

超过1亿元。 在出现融资净偿还的17个行业板

块中，银行、公用事业、家用电器和国防军工板

块的融资净偿还额居前， 超过3亿元， 分别为

4.41亿元、3.64亿元、3.17亿元和3.09亿元。

从个股来看，12月17日正常交易的891只

两融标的股中，383只股票实现融资净买入，华

侨城A、东方明珠和华工科技的融资净买入额

居前，超过2亿元，分别为2.97亿元、2.37亿元和

2.11亿元。 17只股票的融资净买入额超过1亿

元，49只股票的融资净买入额超过5000万元，

94只股票的融资净买入额超过3000万元。 在

出现融资净偿还的508只股票中，兴业银行、中

国平安和万科A的融资净偿还额居前，分别为

2.50亿元、1.98亿元和1.86亿元。 12只股票的融

资净偿还额超过1亿元，51只股票的融资净偿

还额超过5000万元，102只股票的融资净偿还

额超过3000万元。

蓝筹成长两手抓

美联储降息靴子落地后，A股以大幅上涨做

出回应，投资者惴惴不安的心也落地了。 上周五

股指一度冲上3600点，不过随后震荡回落，显然

指数完全突破尚需反复震荡确认。从融资客的布

局方向来看，融资客选择成长和蓝筹两手抓。

一方面， 下周市场将迎来新股密集申购，

下周将有8只新股申购。 尽管打新中签率显著

降低， 但因股市繁荣带来打新中签后的高收

益，机构、中小投资者打新热情高涨。值得注意

的是，上次市场震荡回调正是在新股集中发行

时，下周新股密集申购压力再至，券商、地产为

代表的蓝筹板块，业绩相对稳定，近期险资密

集举牌地产股，蓝筹品种也受到场内资金热烈

追捧。 这也显示，在大类资产配置荒下，中长线

资金盈利模式开始发生变化，低估值、高股息

率蓝筹品种将得到市场更大认可。

另一方面，临近岁末，市场对于年报高送

转的炒作预期再度升温，高送转品种主要集中

在新兴产业中的次新股中，这也激发了资金追

逐成长的热情。 与此同时，A股逐步迈入年报

预披露季，从目前来看，相对于传统强周期产

业盈利持续下滑，部分新兴的景气度仍有所提

升，行业景气度的提升不仅会提升新兴成长板

块的整体估值水平，还将提振新兴产业中上市

公司的业绩水平， 届时新兴产业股有望迎来

“戴维斯双击” ， 未来仍将是强势牛股的聚集

地。 从短期来看，新兴产业板块仍在资金风口，

投资者并不愿意放弃市场上最具赚钱效应的

品种，布局新兴成长股有利于进攻。

新三板平稳蓄势 新年新发展可期

□

本报记者 张怡

12月以来， 新三板市场重归横盘震荡，成

交活跃度整体平稳变化不大，盘中个股虽有异

动，但昙花一现居多。 不过随着A股市场中热

点的波动，券商股偶尔出现异动。 2015年这一

新三板发展元年即将收官，不少券商发布了对

2016年的展望，认为在政策逐步疏解流动性难

题后，新三板成长股投资正当其时。

新三板成交回归平淡

上周，三板做市指数周跌0.75%，最终收于

1423.65点， 这已经是该指数连续第三周震荡

小幅回落。 上周新三板的成交额为24.65亿元，

环比保持相对平稳态势。 三板成指方面也相类

似，一周微涨0.06点收于1434.63点；成交额为

33.22亿元，环比此前一周变化微乎其微。

不过个股方面不乏亮点。 从成交额来看，

上周明利仓储、联讯证券和南京证券的成交额

最高，分别为3.64亿元、3.15亿元和1.03亿元。

从涨跌幅来看，上周所有新三板个股中有

513只个股实现上涨，其中，数聚股份的涨幅最

高，股价上涨136.50倍收于5.5元；不过其股价

仅在上周五发生交易， 且成交额仅为5500元。

大铭新材、泰通科技的涨幅分别位居第二和第

三位，分别上涨了108倍和15.83倍；此外还有

川娇农牧、志向科研、昌润钻石等14只个股股

价涨幅超过了1倍。 相反，上周有526只个股下

跌，其中，展唐科技、胜禹股份、南方阀门、威奥

科技的跌幅均超过了90%。

近期投资者担忧注册制对新三板的影响，对

此，国金证券指出，尽管创业板、三板、战略新兴

板难以避免会有部分重叠之处，但它们的分层分

级的核心要求是不同的，所以它们面对的企业群

有所区别。 兴业证券也认为，注册制推出不会对

新三板造成太大的影响。 一方面注册制下的IPO

不会大扩容；另一方面不同交易所的业务难免会

有一定重叠，但是每个交易所都有自己独特的市

场定位，除了能否IPO之外，融资、交易、信披和

监管制度也是企业需要考虑的， 相互匹配最重

要。 新三板光明前景不受影响。

新年新三板发展可期

当前，新三板挂牌公司越来越多，其中多

数公司体量偏小、利润增速较快，但行情上流

动性仍然较差， 不过政策上的支持和完善，使

得机构对新三板新年的表现较为看好。

安信证券指出，新三板在资本市场的地位

已变得举足轻重，新三板已经被纳入国内主流

资本市场体系。 未来，政策将纾解新三板流动

性危机：首先，分层落地直指新三板供需失衡

的症结，通过将差异巨大的众多新三板挂牌企

业通过系列标准分层；将政策资源、流动性资

源更好地聚集于更为质优的挂牌企业；大幅改

善新三板局部流动性；其次，公募基金投资新

三板细则若2016年落地，以当前基金规模来计

算将基金总资产的1%用于投资新三板， 将增

加新三板投资资金200亿， 约合一年的新三板

成交总量；再次，新三板转板细则不排除2016

年将出台，打通新三板与创业板之间的部分资

金流动壁垒；此外，预计政策还可能在健全盘

后大宗交易制度及非交易过户，建立投资资金

多渠道退出机制，都将改善新三板盘中交易流

动性。

机构认为，现阶段是布局新三板优质品种

的最好时机。 中泰证券认为，新三板顺应国内

股权类投资爆发大趋势，并蕴含了大量并购可

能性；市场已经储备大量可选品种，估值处于

相对低位，政策推进可期。 新三板市场投资的

重心是在对创新型、创业型、成长型企业的价

值挖掘，看好包括医疗健康、文化娱乐、移动互

联、高端装备和新材料等行业优质标的。

安信证券认为，2016年投资策略首选政策

红利叠加行业红的投资标的，以下六大行业将是

2016年重点投资方向，分别为运动体育、健康、

智造、娱乐、教育学习及大数据。对于策略类投资

机会，建议把握一是跌破定增价、跌破做市价可

能带来的估值修复机会； 二是同时符合创新层、

战略新兴板、 创业板三个板块入选条件预期标

的；三是具备冲刺创新层预期的投资标的。

12月17日融资净买入行业分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