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价上涨个股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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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407.SZ

多氟多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6-1-12 635,522.62 25.06 53.62

600649.SH

城投控股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6-1-8 513,559.83 -22.46 9.62

603999.SH

读者传媒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6-1-8 433,310.41 -22.41 119.32

603508.SH

思维列控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6-1-12 394,237.34 -21.89 85.29

600630.SH

龙头股份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6-1-8 339,742.39 -25.16 31.52

600677.SH

航天通信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6-1-11 318,142.06 -27.09 34.41

300329.SZ

海伦钢琴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6-1-11 289,948.06 10.60 88.36

600528.SH

中铁二局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6-1-8 276,265.68 17.73 14.23

600383.SH

金地集团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6-1-8 269,496.07 19.43 4.68

000838.SZ

财信发展 振幅值达

15% 2016-1-11 266,230.26 -8.21 27.17

000838.SZ

财信发展 换手率达

20% 2016-1-11 266,230.26 -8.21 27.17

600565.SH

迪马股份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6-1-8 249,432.82 -27.12 19.50

002751.SZ

易尚展示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6-1-12 246,814.51 22.64 77.42

002501.SZ

利源精制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6-1-12 243,433.82 -19.99 30.79

300493.SZ

润欣科技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6-1-12 236,073.50 -20.80 125.11

000667.SZ

美好集团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6-1-11 235,756.83 1.97 16.21

603936.SH

博敏电子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6-1-11 226,726.49 -27.10 101.91

300496.SZ

中科创达 换手率达

20% 2016-1-11 224,873.79 -10.00 41.45

000933.SZ

神火股份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6-1-8 224,076.55 20.91 23.68

600175.SH

美都能源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6-1-11 216,572.24 -27.13 22.68

603996.SH

中新科技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6-1-12 210,838.11 -24.25 96.37

002783.SZ

凯龙股份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6-1-8 209,569.84 -26.82 91.98

300496.SZ

中科创达 换手率达

20% 2016-1-13 207,517.72 3.34 41.84

300496.SZ

中科创达 振幅值达

15% 2016-1-13 207,517.72 3.34 41.84

600448.SH

华纺股份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6-1-7 206,909.84 11.32 52.82

300033.SZ

同花顺 振幅值达

15% 2016-1-11 198,787.24 3.62 11.69

000838.SZ

财信发展 换手率达

20% 2016-1-13 192,040.94 9.57 22.07

000838.SZ

财信发展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6-1-13 192,040.94 9.57 22.07

002468.SZ

艾迪西 振幅值达

15% 2016-1-13 191,185.41 -3.71 13.92

002781.SZ

奇信股份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6-1-12 191,133.21 -25.38 85.84

603800.SH

道森股份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6-1-8 190,991.53 -24.73 79.77

600734.SH

实达集团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6-1-8 189,442.86 -26.19 28.71

300496.SZ

中科创达 振幅值达

15% 2016-1-12 187,113.38 -5.59 39.03

300496.SZ

中科创达 换手率达

20% 2016-1-12 187,113.38 -5.59 39.03

603866.SH

桃李面包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6-1-11 186,277.41 -27.11 82.74

002145.SZ

中核钛白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6-1-8 181,429.60 17.76 47.29

300017.SZ

网宿科技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6-1-12 180,765.35 10.00 6.95

002781.SZ

奇信股份 换手率达

20% 2016-1-11 177,245.64 2.99 64.93

002781.SZ

奇信股份 振幅值达

15% 2016-1-11 177,245.64 2.99 64.93

600391.SH

成发科技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6-1-14 175,793.81 19.75 13.88

002714.SZ

牧原股份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6-1-7 175,608.03 6.09 24.17

002407.SZ

多氟多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6-1-12 174,179.02 10.00 15.65

000838.SZ

财信发展 振幅值达

15% 2016-1-15 173,584.52 -8.02 18.61

002780.SZ

三夫户外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6-1-8 171,081.94 21.00 93.79

600868.SH

梅雁吉祥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6-1-14 169,808.12 10.09 14.81

000838.SZ

财信发展 振幅值达

15% 2016-1-14 166,193.19 5.94 18.70

600546.SH

山煤国际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6-1-8 166,185.42 21.04 16.63

300495.SZ

美尚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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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1-8 163,967.66 1.90 68.07

300495.SZ

美尚生态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6-1-12 162,837.60 -17.68 86.26

300010.SZ

立思辰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6-1-8 161,277.52 -27.08 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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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645.SH

中源协和

2016-1-15 40.97 -10.00 41.06 1,020.00 41,789.40

002703.SZ

浙江世宝

2016-1-12 20.33 -10.00 22.80 1,100.00 22,363.00

601558.SH

华锐风电

2016-1-14 3.05 -3.17 3.23 7,000.00 21,350.00

600645.SH

中源协和

2016-1-14 39.62 -10.00 45.52 390.00 15,451.80

002235.SZ

安妮股份

2016-1-12 28.98 -0.41 32.01 530.00 15,359.40

601258.SH

庞大集团

2016-1-15 3.03 -9.55 3.12 4,600.00 13,938.00

600645.SH

中源协和

2016-1-14 39.62 -10.00 45.52 335.00 13,272.70

002252.SZ

上海莱士

2016-1-11 36.74 -2.08 36.74 260.52 9,571.50

300388.SZ

国祯环保

2016-1-12 22.33 -2.15 23.50 390.11 8,711.15

000979.SZ

中弘股份

2016-1-12 2.76 -10.10 3.08 3,000.00 8,280.00

300124.SZ

汇川技术

2016-1-13 34.77 -6.48 35.85 230.00 7,997.10

600266.SH

北京城建

2016-1-11 10.85 -10.03 11.28 700.00 7,595.00

002389.SZ

南洋科技

2016-1-13 15.15 -2.88 15.38 500.00 7,575.00

601226.SH

华电重工

2016-1-14 9.15 -9.50 10.48 819.99 7,502.91

600485.SH

信威集团

2016-1-11 26.32 -4.98 27.13 270.00 7,106.40

000837.SZ

秦川机床

2016-1-12 9.82 -4.29 10.44 700.00 6,874.00

300113.SZ

顺网科技

2016-1-14 65.52 -10.00 80.08 100.00 6,552.00

002136.SZ

安纳达

2016-1-14 12.68 1.68 12.68 500.00 6,340.00

300113.SZ

顺网科技

2016-1-15 72.07 -10.00 80.35 86.00 6,198.02

600645.SH

中源协和

2016-1-14 39.62 -10.00 45.52 155.00 6,141.10

002203.SZ

海亮股份

2016-1-15 7.54 -1.95 7.33 782.92 5,903.23

601226.SH

华电重工

2016-1-12 9.35 -9.05 10.35 620.00 5,797.00

600751.SH

天海投资

2016-1-12 6.38 -1.69 6.38 894.49 5,706.85

000752.SZ

西藏发展

2016-1-14 12.50 5.13 12.56 439.00 5,487.50

002289.SZ

宇顺电子

2016-1-14 22.19 -0.49 23.36 243.00 5,392.17

600485.SH

信威集团

2016-1-11 26.32 -4.98 27.13 200.00 5,264.00

000979.SZ

中弘股份

2016-1-14 2.61 -10.00 2.93 2,000.00 5,220.00

600711.SH

盛屯矿业

2016-1-13 6.47 0.00 6.39 800.59 5,179.81

601058.SH

赛轮金宇

2016-1-14 6.56 -10.01 7.03 718.79 4,715.25

000837.SZ

秦川机床

2016-1-14 9.31 -3.22 10.12 500.00 4,655.00

000837.SZ

秦川机床

2016-1-14 9.31 -3.22 10.12 500.00 4,655.00

002099.SZ

海翔药业

2016-1-15 17.14 -9.98 19.86 270.00 4,627.80

300148.SZ

天舟文化

2016-1-14 23.08 5.92 23.79 200.00 4,616.00

300263.SZ

隆华节能

2016-1-12 21.93 -0.77 22.61 209.00 4,583.37

002460.SZ

赣锋锂业

2016-1-14 45.64 6.14 47.30 100.00 4,564.00

002460.SZ

赣锋锂业

2016-1-14 45.64 6.14 47.30 100.00 4,564.00

002389.SZ

南洋科技

2016-1-13 15.15 -2.88 15.38 300.00 4,545.00

002460.SZ

赣锋锂业

2016-1-15 44.70 -5.50 46.32 100.00 4,470.00

000750.SZ

国海证券

2016-1-12 8.94 -9.97 10.06 500.00 4,470.00

300148.SZ

天舟文化

2016-1-13 21.14 6.71 21.79 200.00 4,228.00

000750.SZ

国海证券

2016-1-13 9.05 -10.04 9.82 450.00 4,072.50

000750.SZ

国海证券

2016-1-14 8.84 -9.98 10.08 419.92 3,712.06

000918.SZ

嘉凯城

2016-1-13 4.04 -9.62 4.17 900.00 3,636.00

601226.SH

华电重工

2016-1-12 9.35 -9.05 10.35 380.00 3,553.00

300263.SZ

隆华节能

2016-1-12 21.93 -0.77 22.61 150.00 3,289.50

601601.SH

中国太保

2016-1-14 25.33 -1.52 26.04 129.00 3,267.57

600751.SH

天海投资

2016-1-11 6.49 -9.99 6.49 500.00 3,245.00

002519.SZ

银河电子

2016-1-14 16.11 -10.00 18.55 198.00 3,189.78

600266.SH

北京城建

2016-1-12 10.15 -10.02 11.49 300.00 3,045.00

002389.SZ

南洋科技

2016-1-12 15.10 -6.15 15.60 200.00 3,020.00

新低个股行业分布 新低股价差排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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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496.SZ

中科创达 计算机

49.50 28.41 154.01 125.60 174.81 41.43

002558.SZ

世纪游轮 休闲服务

19.82 31.65 118.00 86.35 -487.86 -26.52

300443.SZ

金雷风电 机械设备

18.03 75.09 157.61 82.52 74.21 -17.19

300419.SZ

浩丰科技 计算机

15.04 72.08 138.05 65.97 117.63 -23.56

603398.SH

邦宝益智 轻工制造

20.52 20.12 83.48 63.36 117.96 -7.47

002466.SZ

天齐锂业 有色金属

188.10 35.24 98.00 62.76 193.98 -11.82

300437.SZ

清水源 化工

17.64 44.14 105.77 61.63 210.51 0.00

002771.SZ

真视通 计算机

13.95 22.26 81.02 58.76 130.78 -27.14

000025.SZ

特力

A

汽车

36.92 9.88 67.94 58.06 918.75 -8.32

300431.SZ

暴风科技 传媒

63.25 39.00 95.83 56.83 760.42 0.00

300482.SZ

万孚生物 医药生物

19.80 25.34 82.01 56.67 74.51 -25.69

300495.SZ

美尚生态 建筑装饰

16.48 41.64 98.22 56.58 61.20 10.53

002780.SZ

三夫户外 纺织服装

14.35 12.43 68.57 56.14 203.09 35.42

300366.SZ

创意信息 计算机

27.78 22.37 77.70 55.33 275.86 0.00

300364.SZ

中文在线 传媒

41.09 59.67 113.50 53.83 351.53 -23.04

002612.SZ

朗姿股份 纺织服装

43.82 24.18 75.46 51.28 185.92 0.00

002751.SZ

易尚展示 轻工制造

34.98 29.01 79.72 50.71 340.49 -7.26

300451.SZ

创业软件 计算机

22.41 76.86 126.01 49.15 183.36 -24.74

002783.SZ

凯龙股份 化工

17.64 37.86 84.51 46.65 65.83 -33.87

300489.SZ

中飞股份 有色金属

8.45 23.18 69.51 46.33 126.02 -24.78

002712.SZ

思美传媒 传媒

24.04 43.33 88.19 44.86 97.60 -22.03

300485.SZ

赛升药业 医药生物

35.97 65.57 110.00 44.43 70.46 -18.38

300469.SZ

信息发展 计算机

14.17 39.03 81.00 41.97 135.45 -30.91

002779.SZ

中坚科技 机械设备

12.65 15.98 57.00 41.02 99.84 -26.47

300379.SZ

东方通 计算机

60.17 41.02 81.51 40.49 168.93 -18.78

002407.SZ

多氟多 化工

132.07 17.06 55.88 38.82 511.22 -2.31

002749.SZ

国光股份 化工

12.36 43.72 82.52 38.80 50.41 -17.16

300038.SZ

梅泰诺 通信

58.94 18.09 56.68 38.59 193.42 0.00

002464.SZ

金利科技 化工

30.56 16.14 54.13 37.99 -32.27 -27.92

300488.SZ

恒锋工具 机械设备

8.24 24.13 62.00 37.87 56.46 -25.80

300456.SZ

耐威科技 国防军工

23.84 64.00 101.50 37.50 168.06 10.00

603508.SH

思维列控 计算机

38.92 48.33 85.62 37.29 65.29 25.00

300493.SZ

润欣科技 电子

15.66 9.06 45.47 36.41 180.00 26.27

603999.SH

读者传媒 传媒

30.15 14.07 50.25 36.18 85.41 -14.54

300113.SZ

顺网科技 传媒

117.70 29.60 65.52 35.92 96.43 -20.74

002773.SZ

康弘药业 医药生物

29.16 26.10 61.50 35.40 80.90 -22.21

002049.SZ

同方国芯 电子

181.76 25.52 60.15 34.63 106.29 0.00

000038.SZ

深大通 房地产

17.94 22.62 56.90 34.28 -163.61 0.00

300394.SZ

天孚通信 电子

9.91 42.35 76.00 33.65 68.48 -25.55

603936.SH

博敏电子 电子

18.59 11.61 44.41 32.80 107.37 -13.40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所属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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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68.SZ

太极股份 计算机

90.31 62.00 38.20 -23.80 107.36 -34.53

300429.SZ

强力新材 化工

18.66 100.00 82.48 -17.52 88.87 -32.88

300399.SZ

京天利 计算机

16.85 52.37 35.12 -17.25 180.17 -32.19

002577.SZ

雷柏科技 计算机

29.88 47.90 30.74 -17.16 -181.10 -42.47

002719.SZ

麦趣尔 食品饮料

13.18 52.57 37.10 -15.47 69.40 -32.47

002183.SZ

怡亚通 交通运输

171.75 39.95 26.50 -13.45 67.01 -39.82

002413.SZ

雷科防务 家用电器

52.37 49.50 36.18 -13.32 91.95 -31.97

600763.SH

通策医疗 医药生物

65.04 45.82 32.50 -13.32 78.20 -29.52

002320.SZ

海峡股份 交通运输

20.65 27.43 14.73 -12.70 50.72 -45.97

300295.SZ

三六五网 传媒

35.59 43.50 31.24 -12.26 59.72 -31.09

000566.SZ

海南海药 医药生物

94.99 34.60 23.68 -10.92 59.87 -36.18

603939.SH

益丰药房 医药生物

22.59 37.90 27.58 -10.32 53.40 -33.13

300404.SZ

博济医药 医药生物

10.07 39.00 29.33 -9.67 103.39 -32.72

300425.SZ

环能科技 公用事业

11.25 36.04 26.68 -9.36 87.69 -36.29

603600.SH

永艺股份 轻工制造

12.36 57.93 48.58 -9.35 58.29 -34.55

002605.SZ

姚记扑克 轻工制造

19.05 24.68 15.47 -9.21 58.98 -33.48

002636.SZ

金安国纪 电子

31.86 22.10 12.95 -9.15 223.30 -37.06

300353.SZ

东土科技 通信

33.57 23.01 14.18 -8.83 230.55 -28.93

300094.SZ

国联水产 农林牧渔

26.52 24.15 15.39 -8.76 28.36 -36.90

600652.SH

游久游戏 传媒

87.56 21.78 13.10 -8.68 -369.14 -27.96

000917.SZ

电广传媒 传媒

182.34 24.75 16.11 -8.64 69.58 -35.20

603885.SH

吉祥航空 交通运输

35.62 33.59 25.15 -8.44 30.90 -23.35

002002.SZ

鸿达兴业 化工

57.51 23.76 15.45 -8.31 39.78 -36.02

603686.SH

龙马环卫 机械设备

17.35 32.90 25.00 -7.90 45.92 -34.52

002091.SZ

江苏国泰 商业贸易

42.96 25.00 17.18 -7.82 29.16 -32.25

002589.SZ

瑞康医药 医药生物

48.85 31.20 23.38 -7.82 63.90 -30.13

300131.SZ

英唐智控 电子

41.68 21.00 13.26 -7.74 269.06 -33.22

300266.SZ

兴源环境 机械设备

73.38 42.08 34.43 -7.65 187.75 -20.77

600634.SH

中技控股 综合

51.77 19.87 12.42 -7.45 53.89 -39.59

002762.SZ

金发拉比 纺织服装

15.60 55.00 47.58 -7.42 79.72 -30.62

002353.SZ

杰瑞股份 机械设备

75.55 23.42 16.02 -7.40 55.62 -34.44

300096.SZ

易联众 计算机

54.85 22.90 15.55 -7.35 198.18 -35.17

002239.SZ

奥特佳 纺织服装

32.20 18.32 11.17 -7.15 114.92 -26.69

601155.SH

新城控股 房地产

72.56 20.28 13.40 -6.88 42.98 -32.79

000839.SZ

中信国安 综合

145.45 20.17 13.49 -6.68 65.77 -28.26

601877.SH

正泰电器 电气设备

66.02 24.49 17.85 -6.64 13.76 -27.49

600645.SH

中源协和 医药生物

106.55 46.92 40.30 -6.62 231.03 -36.84

300134.SZ

大富科技 通信

38.57 22.95 16.35 -6.60 92.91 -42.59

002481.SZ

双塔食品 食品饮料

53.60 13.88 7.50 -6.38 48.57 -43.37

002238.SZ

天威视讯 传媒

22.07 20.75 14.42 -6.33 24.96 -33.92

603017.SH

中衡设计 建筑装饰

14.94 35.80 29.48 -6.32 46.05 -30.58

300184.SZ

力源信息 电子

21.48 16.78 10.59 -6.19 130.98 -36.48

600482.SH

风帆股份 汽车

118.26 35.06 28.88 -6.18 105.05 -29.86

300269.SZ

联建光电 电子

32.96 26.50 20.39 -6.11 48.89 -29.46

300010.SZ

立思辰 计算机

79.37 25.67 19.60 -6.07 155.56 -35.99

300410.SZ

正业科技 电子

18.07 36.82 31.00 -5.82 217.79 -21.68

300027.SZ

华谊兄弟 传媒

206.31 32.60 26.82 -5.78 37.21 -31.80

300216.SZ

千山药机 医药生物

71.31 31.25 25.47 -5.78 77.03 -32.67

002289.SZ

宇顺电子 电子

34.37 26.60 20.90 -5.70 -13.04 -31.78

002703.SZ

浙江世宝 汽车

10.60 24.60 18.96 -5.64 109.21 -4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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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3601.SH

再升科技

2016-1-22 3,366.00 7,106.00 7,854.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740.SZ

爱迪尔

2016-1-22 3,266.44 5,766.44 4,233.56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739.SZ

万达院线

2016-1-22 28,600.00 40,600.00 76,829.5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415.SZ

伊之密

2016-1-22 9,900.00 15,900.00 8,10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1069.SH

西部黄金

2016-1-22 6,375.00 18,975.00 44,625.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0373.SH

中文传媒

2016-1-22 1,554.66 120,122.81 17,671.19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416.SZ

苏试试验

2016-1-22 1,644.00 3,214.00 3,066.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419.SZ

浩丰科技

2016-1-22 1,406.42 2,436.42 1,673.58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359.SZ

全通教育

2016-1-21 1,374.99 9,456.78 15,911.28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413.SZ

快乐购

2016-1-21 12,867.86 19,867.86 20,232.14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358.SZ

楚天科技

2016-1-21 637.08 7,963.63 19,808.76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0276.SH

恒瑞医药

2016-1-21 53.20 194,966.94 682.97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600568.SH

中珠控股

2016-1-21 14,037.80 50,660.45 0.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285.SH

羚锐制药

2016-1-21 6,376.04 52,946.76 601.43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805.SH

悦达投资

2016-1-21 5.11 84,925.33 164.12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300362.SZ

天翔环境

2016-1-21 369.00 5,142.94 8,900.96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242.SZ

明家科技

2016-1-20 2,632.16 14,225.91 17,501.85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046.SZ

台基股份

2016-1-20 1,939.00 14,208.00 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418.SZ

昆仑万维

2016-1-20 16,979.77 44,451.10 68,272.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3788.SH

宁波高发

2016-1-20 655.50 4,075.50 10,021.5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364.SZ

中文在线

2016-1-20 4,410.00 7,410.00 4,59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004.SZ

华邦健康

2016-1-19 1,820.20 126,265.22 77,222.55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702.SZ

海欣食品

2016-1-18 160.00 12,440.00 15,84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287.SZ

飞利信

2016-1-18 3,418.22 70,304.07 52,777.05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779.SH *ST

水井

2016-1-18 19,322.22 48,854.57 0.00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000683.SZ

远兴能源

2016-1-18 22,833.80 116,264.34 45,624.85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1377.SH

兴业证券

2016-1-18 149,667.17 669,667.17 0.00

配股一般股份

600517.SH

置信电气

2016-1-18 13,085.33 124,452.23 11,164.55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146.SZ

汤臣倍健

2016-1-18 71.19 33,814.44 38,986.65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035.SZ

华帝股份

2016-1-18 5,040.00 33,480.24 2,405.89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0908.SZ

景峰医药

2016-1-18 9,646.36 37,131.90 42,847.59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0665.SZ

湖北广电

2016-1-18 19,880.09 46,107.02 17,514.72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

追加承诺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000409.SZ

山东地矿

2016-1-18 8,509.64 44,268.58 3,002.35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下周趋势 看多

中线趋势 看平

下周区间

2850-3110

点

下周热点 预增预盈

下周焦点 中小创

下周趋势 看平

中线趋势 看平

下周区间

2800-3200

点

下周热点 超跌成长

、

重组

、

新能源

下周焦点 人民币汇率

下周趋势 看平

中线趋势 看平

下周区间

2800-3000

点

下周热点 被错杀高成长品种

下周焦点 市场情绪及成交量

市场转机逐步酝酿

□银泰证券 陈建华

上周A股继续走低，沪综指

跌破3000点逼近前期2850的低

点，深成指则回到10000点大关

下方。尽管当前两市表现出来的

弱势特征依然明显，但对后期A

股也不宜过于悲观，连续调整后

市场企稳的可能性在逐步增加。

首先，管理层及上市公司各

种稳定市场措施的出台利于后

期A股企稳运行。 针对沪深两市

连续下跌的走势，1月份以来管

理层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以提振

投资者信心，继前期火速暂停熔

断制度后，证监会及交易所对上

市公司重要股东减持作出进一

步限制，并对存在的漏洞及时补

救，有效缓解了市场因减持产生

的担忧心理。同时近两周以来两

市共100余家上市公司大股东主

动作出不减持承诺，以自身行为

维护A股市场稳定。

其次，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

稳定将消除市场面临的不确定

性， 为后期市场企稳创造条件。

目前人民币汇率已趋于稳定，离

岸市场汇率虽仍有所波动但幅

度明显收窄。汇率的稳定一方面

将降低A股市场面临的宏观不

确定性，另一方面也将有效缓解

投资者的恐慌情绪，使得指数企

稳反弹成为可能。

最后， 就市场本身而言连续

调整后沪深指数同样存在较强的

反弹需求。新的一年自月初以来A

股两市连续调整，10个交易日沪

指跌幅为18.03%， 深圳成指为

21.06%， 且期间并为出现像样的

反弹。 从市场自身的运行规律分

析，没有只跌不涨的市场，当前伴

随做空动能的释放，A股两市企稳

反弹的可能性显然也在逐步增大。

笔者认为已无需过于悲观，

伴随外部环境的改善加上市场

自身运行的规律，沪深两市正逐

步酝酿转机。 对于投资者而言当

前显然已不宜盲目做空，更多的

应精选个股提前布局，把握后市

反弹机会。

空方力竭 等待触底

□西部证券 黄铮

上周市场延续探底格局，沪

指五日均线始终反压股指运行。

笔者认为，近阶段消息面难呈利

好推动，市场始终没有出现真正

意义的恢复性反弹，源自持续下

跌挫伤投资情绪，外围波动因素

同时加大干扰。 沪指短期均线附

近仍有多空博弈，底部探明将以

股指围绕五日均线震荡展开，操

作上耐心观望、轻仓防御。

盘面观察，相比本轮下跌初

期供给侧改革概念的领涨， 沪指

再度回落至2900点后，两市的阶

段性止跌实质有所改善， 盘中反

抽曾以撬动金融股和中小创领涨

为主， 说明市场急速下挫对部分

绩优品种形成的错杀， 已在估值

压力释放后显现价值。 尽管从市

场热点的普遍性观察， 还没有形

成对指数稳定的持续支持， 但也

已基本演绎为跌无可跌的触底迹

象，上周沪市单日成交2287.02亿

元，接近地量水平即是佐证。

技术走势观察， 沪指日K线

下行通道并无改变，暂未见做空

行为的实质性逆转信号。 沪指连

续下挫后，指数盘中对五日均线

的触碰频率加大，表明市场超跌

反弹的要求一触即发。短期均线

仍是弱市之中多空争夺的关键，

尽管沪指距上年低点2850近咫

尺之遥，即便技术回探也因做空

情绪的宣泄所致，而双针探底更

易形成技术回稳的可能性。

进入本周，外围市场波动和

汇率变化对A股仍会形成一定程

度刺激作用， 触底形态的完善更

需要市场补涨要求转变为反弹热

点的涌现， 对于持续下挫后的市

场心态而言， 耐心等待是必不可

少的时间周期， 预计沪指围绕五

日均线形成震荡格局， 才有望最

终开启稳步筑底的形态。 整体操

作不盲从介入，轻仓防御为主。

探底或持续 做空需谨慎

□申万宏源 钱启敏

新年第二周，沪深股市继续

震荡下行， 上证指数3000点、深

成指10000点相继失守。 虽然熔

断机制已经暂停，但行情仍然跌

跌不休， 可见调整尤其内在动

因。 从目前看，弱势探底的趋势

仍将持续， 上证2850点或将失

守，但市场已经进入情绪化运行

模式，偏离正常理性轨道，因此

投资者在应对上建议谨慎，尤其

是跟风做空更应谨慎行事。

从行情自身的走势看，受宏

观经济增速持续回落、人民币面

临较强贬值预期以及海外市场

下跌内外联动的影响，A股市场

仍然走在震荡探底的下行通道

当中，而且，由于缺乏短线利好

预期， 投资者持股意愿淡漠，加

上部分私募投资者为避免旗下

产品被清盘，加大了减持保净值

的力度，从而使行情在没有强制

平仓盘的打压下仍然呈现快速

探底的走势。 从盘面看，虽然两

市成交量不大， 但走势表现单

边，缺乏足够的买盘和人气不振

显然是极为重要的原因。从目前

看， 虽然上证指数击穿3000点，

周五收盘离2850点前期低点只

有50点的距离，因此如果没有新

的利好刺激，本周市场继续下行

创新低的可能性较大。

随着行情节节败退，投资者

情绪不断弱化， 市场已经转入情

绪化运行模式。在这种模式下，虽

然短期市场仍有探底， 但从中期

角度回望， 情绪化下的操作往往

被证明是盲目和错误的， 毕竟上

证指数从1月初以来已经下跌将

近20%，累计跌幅较大，继续跟风

做空有误判可能，需要谨慎对待。

从操作角度看，对于趋势型

投资者， 短线可继续等待观望，

后市如果再次出现恐慌急跌，那

么在止跌回稳时可选择超跌品

种参与短线， 持股周期在2到3

天。 而对于价值型投资者，则可

以在当前个股鱼龙混杂、泥沙俱

下的阶段，精心选择自己长期跟

踪和看好的品种， 坚持左侧交

易，人弃我取，逢低、分批逐渐建

仓，中线持有。 相信只要是金子，

总有会发光的时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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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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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5股创近9个月来新低

□本报记者 张怡

今年以来，A股市场再度出

现连续下跌的态势， 去年9月中

旬之后的反弹趋势遭到破坏，大

批个股甚至跌破了去年下半年

创出的阶段低点。 据Wind数据，

今年以来， 市场中共有485只个

股的最低价已经突破了2015年

下半年的最低价， 由于去年6月

中旬市场指数开始下跌，因而这

些个股基本创出近9个月来新

低。 这其中除了长期停牌及高送

转导致的股价大幅回落之外，还

有部分个股纯粹由于市场调整

因素而股价创出阶段新低，此类

个股中间则蕴含着反弹的较强

动能，值得挖掘布局。

中小盘股为主导

今年以来，主要指数调整凌

厉，估值大幅缩水。 其中，创业板

综指年初至今的跌幅达到了

24.53%， 在主要指数中跌幅最

大；中小板综指同期累计跌幅也

达到了23%，位居沪深交易所核

心指数的跌幅榜前列；而同期深

证成指和上证综指分别下跌了

21.06%和19.03%， 由此中小盘

股下跌程度较大。

上述485只个股的平均自由

流通市值为70.87亿元， 可见股

价创出新低的个股也以中小盘

股为主。 具体从个股来看，中国

重工、京东方A、长江电力的流动

盘较大，均超过了580亿元；中国

中铁、苏宁云商和大秦铁路的自

由流通市值也均超过了400亿

元；相对而言，扬杰科技、伊之密

和合锻股份的流通盘均未超过

10亿元。

行业分布来看， 机械设备、

医药生物、公用事业和化工行业

的个股均超过了34只， 电子、电

气设备、房地产、交通运输和汽

车行业个股也均超过了20只。这

种分布在统计上不一定具有代

表性，因为上述几个行业的个股

数目均位居前列，由于市场整体

下跌幅度较大，因而这些板块中

的个股数目也较大。

上周以来， 行情出现筑底

态势，主要指数跌势趋缓，上证

综指、 深证成指在上周分别下

跌7.17%和8.18%，创业板指上

周下跌6.05%， 表现较主板良

好。 分析人士指出，中小盘股弹

性好于大盘股， 因而在反弹行

情中的活力更强； 后续存量资

金博弈的格局大概率延续，那

么资金大概率选择更容易拉升

的中小盘股来制造局部反弹热

点， 博取反弹的投资者可以关

注。 不过，从上周创业板指的大

涨大跌来看， 短线大涨之后资

金出逃动力较强， 因而短线参

与行情的风险较大， 投资者宜

耐心低吸而不宜追高。

挖掘超跌股机遇

当前， 市场筑底的过程仍

然漫长， 因为暴跌之后市场信

心大幅降低， 增量资金更为谨

慎观望，A股市场确实有可能

在短期企稳甚至反弹， 但是中

期来看也可能出现 “震荡慢

熊” 。 但是局部热不会消失，震

荡反复之中低吸布局优质超跌

股仍有望取得较好的收益，当

前也是较好的时点。

从上述股价创出阶段新低

的个股来看， 主要分为三类：第

一类是价差大，但是停牌等原因

导致滞后表现而不具有代表性，

例如价差最大的太极股份、强力

新材和雷柏科技等，分别相较于

去年最低价格还回落了23.80

元、17.52元和17.16元，不过由于

其停牌特殊原因，当前暂时不具

有代表性，如果其复牌后发布的

利好足够给力，当前估值又偏低

的情况下，仍具有布局价值。

第二类个股是进行了高送

转， 从而使得股价大幅回落，诸

如京天利和三六五网等个股分

别较去年最低价回落超过10元，

这类个股如果业绩稳定的情况

下， 估值出现较为明显的回落，

那么仍可以择机逢低布局。

第三类个股就是纯粹由于

市场连续下跌导致的价格明显

回落，例如北方导航、江中制药

等个股，在经历了去年中的大跌

和后续的反弹之后，再度回落并

创出阶段低位，如果不是业绩上

出现重大不良变化，而且符合经

济转型大趋势，那么此类个股值

得继续布局。

震荡筑底 创业板指周跌

6.05%

创业板指数在上周一凌厉大

幅下挫6.34％， 不过周二开始尝

试探底回升，上涨1.95%，使得市

场情绪缓和 ， 周三继续下跌

4.09%之后， 周四大涨5.59%，在

上周五呈现震荡整理格局， 下跌

2.86%收于2112.90点。由此，创业

板指上周最高触及2230点，最低

下探至1989点，累计下跌6.05%，

虽然跌幅不小， 但是相较于前一

周的跌幅17.14%已经明显好转。

个股来看，上周创业板中仅

有45只个股实现上涨， 其中，华

自科技、盛天网络、通合科技和

山鼎设计这些次新股的涨幅均

超过了6成；其余老股中，双林股

份、海伦钢琴、量子高科和顺网

科技的涨幅均超过了14%；相对

而言，美尚生态、长方照明和兆

日科技的跌幅居前。

实际上， 创业板指是此前反

弹行情的重要引领者，而今仍然是

市场走势和人气的重要指标。在此

前市场连续下跌期间，创业板的走

势明显弱于主板市场，题材概念股

遭遇大额资金出逃；而在周四大涨

之际，创业板走势明显强于主板市

场，除了国防军工股之外，计算机、

传媒和电子这三个成长股主力品

种表现十分强势。

当前， 创业板指在2100点重

要点位得到支撑。 分析人士指出，

这一点位是创业板指上升趋势的

下轨，去年股灾期间这条趋势线下

轨也没有被击穿，所以当前支撑力

较强。 新年首周大幅收阴、第二周

长针探底继续收阴之后，大概率后

续出现中长阳线，局部反弹动能较

强。 不过，市场筑底之路并非一朝

一夕，底部反复的概率较大，建议

投资者保持谨慎。 (张怡)

风险偏好下行 国防军工板块周跌

11.26%

经历了2016年首周的开门

黑后，上周沪深股市继续惯性下

探， 市场恐慌情绪一度升温，行

业板块全线尽墨，由于市场风险

偏好显著下行，高估值品种成为

杀跌的重灾区，国防军工板块上

周累计跌幅超过 10% ， 达到

11.26%，跌幅居前，短期去估值

压力依然较大。

上周正常交易的31只军工

股中，仅有上周五复牌的耐威科

技涨停， 其余30只股票悉数下

跌，航天通信、太阳鸟、中船防

务、钢构工程、航天电子、航天电

力和国睿科技7只股票跌幅超过

20% ， 分 别 下 跌 24.13% 、

23.77% 、23.37% 、22.24% 、

21.35%、21.32%和21.07%。20只

股票跌幅超过10%，28只股票跌

幅超过5%。

消息面上， 继今年1月1日

《关于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意

见》出台后，围绕着军改领域的

暖风频吹， 国家发改委近期召开

了包括军工在内的多个领域中央

企业座谈会， 下一步将开展企业

试点工作；1月13日，国防科工局

局长许达哲表示，本局(国防科工

局) 要重点抓好编制发布“十三

五” 规划并启动实施，大力推进

军民融合并实施专项行动计划等

等。随着军改时间表落地，军工领

域改革预期被进一步夯实。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消

息面暖风频吹，但市场环境并不

支持军工股的强势表现。2016年

开门黑后，市场下跌的态势仍未

能扭转， 底部支撑力度并不强，

市场谨慎情绪显著升温，风险偏

好出现快速下降， 在此背景下，

高估值品种下杀风险巨大。 即便

经过此前的连续下挫，国防军工

板块的整体市盈率依然超过200

倍，去估值压力依然较大，建议

投资者不要盲目入场抄底，等行

情企稳后再行布局。 (徐伟平)

表现抗跌 在线旅游指数周跌

3.14%

上周A股继续震荡回落 ，

135个Wind概念指数也全线下

挫，且跌幅均超过了3%。 其中，

在线旅游指数上周表现最为抗

跌， 全周下跌了3.14%， 跌幅在

Wind概念板块中居于最末。

上周正常交易的6只成分股

中，仅中青旅上周实现上涨，周涨幅

达5.42%，其余股票上周跌幅均超过

了2%。 其中，中弘股份上周跌幅最

大，达15.96%，号百控股、邦腾国际、

探路者和中国国旅上周则分别下跌

5.08%、4.89%、3.57%和2.66%。

据 权 威 研 究 机 构 Pho-

CusWright最新预测，2014年美

国旅游在线渗透率为44%，其中机

票达55%，酒店为36%，2015年会

在此基础上继续小幅攀升， 而同

期， 中国的渗透率还不足20%，未

来无疑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在线

旅游行业的巨大发展前景从2015

年众多资本大鳄在线旅游市场的

激烈争夺中也可见一斑。据国家旅

游局预测，未来三年，我国旅游直

接投资将超过3万亿元， 并将带动

15万亿元以上的综合投资。 而1月

11日召开的国务院旅游工作部际

联席会议上也强调，要深入贯彻十

八届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精神，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

态，加快转变旅游发展方式，着力

推进旅游供给侧改革，发挥市场在

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

发挥政府作用，促进旅游业持续快

速健康发展， 为国民经济稳增长、

调结构提供持久动力。

光大证券指出，旅游行业增

长具有较强的确定性，建议投资

者重点把握三条投资主线：一是

有业绩支撑的白马成长股；二是

符 合 产 业 发 展 方 向 的 活 跃

股———并购整合积极的、涉足养

老健康游的， 供应链金融创新、

布局全产业链的公司；三是有催

化剂的概念题材股，如迪士尼概

念、国企改革等。（王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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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荡下行 沪综指周跌

8.96%

上周沪深两市延续前一周

跌势，重心震荡下行，险守2900

点。 后两个交易日逼近2850点，

震荡加剧。

具体来看， 上周一沪综指大

跌逾5%，退守3000点；周二震荡

整理，收出阴十字星；周三再度大

幅下挫，跌破3000点；上周四下

探至2867.55点后绝地反击，强势

反弹收复3000点；不过上周五低

开低走，下跌3.55%，收报2900.97

点。至此，上证综指上周累计下跌

8.96%，一度跌破120周均线。 而

今年以来的两个交易周， 沪综指

已经累计调整18.03%。 上周沪市

总计成交1.14万亿元， 环比前一

周的1.26万亿元小幅萎缩。

随着沪综指再度下行， 大盘

蓝筹股的估值继续回落， 目前已

经降至2015年以来的低位。 与此

同时， 人民币汇率等扰动因素逐

步减弱，有助恐慌情绪的缓解。另

外， 此前沪综指整体表现相对创

业板抗跌， 不过上周五权重股集

体砸盘，拖累沪综指大幅回调，跑

输创业板，“补跌”信号明显。 有

分析人士指出，从博弈的角度看，

权重板块担当最后的杀跌角色有

助于市场加速探明底部。

不过，周四大涨后市场快速

回调，凸显资金逢高减仓的谨慎

心态。 在这种心态下，行情难以

快速反转。 技术面上， 沪综指

2850点正式面临考验，短期波动

加大， 市场步入加速赶底阶段。

不过后市若要走出底部区域、重

回上行通道，将面临上方巨大套

牢盘压力，需较长时间的反复震

荡来消化压力、修复信心。 对于

投资者而言， 短期不宜急于抄

底，建议静待市场企稳。（李波）

新低个股行业分布

市场转机逐步酝酿

□银泰证券 陈建华

上周A股继续走低，沪综指

跌破3000点逼近前期2850的低

点，深成指则回到10000点大关

下方。尽管当前两市表现出来的

弱势特征依然明显，但对后期A

股也不宜过于悲观，连续调整后

市场企稳的可能性在逐步增加。

首先，管理层及上市公司各

种稳定市场措施的出台利于后

期A股企稳运行。 针对沪深两市

连续下跌的走势，1月份以来管

理层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以提振

投资者信心，继前期火速暂停熔

断制度后，证监会及交易所对上

市公司重要股东减持作出进一

步限制，并对存在的漏洞及时补

救，有效缓解了市场因减持产生

的担忧心理。同时近两周以来两

市共100余家上市公司大股东主

动作出不减持承诺，以自身行为

维护A股市场稳定。

其次，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

稳定将消除市场面临的不确定

性， 为后期市场企稳创造条件。

目前人民币汇率已趋于稳定，离

岸市场汇率虽仍有所波动但幅

度明显收窄。汇率的稳定一方面

将降低A股市场面临的宏观不

确定性，另一方面也将有效缓解

投资者的恐慌情绪，使得指数企

稳反弹成为可能。

最后， 就市场本身而言连续

调整后沪深指数同样存在较强的

反弹需求。新的一年自月初以来A

股两市连续调整，10个交易日沪

指跌幅为18.03%， 深圳成指为

21.06%， 且期间并为出现像样的

反弹。 从市场自身的运行规律分

析，没有只跌不涨的市场，当前伴

随做空动能的释放，A股两市企稳

反弹的可能性显然也在逐步增大。

笔者认为已无需过于悲观，

伴随外部环境的改善加上市场

自身运行的规律，沪深两市正逐

步酝酿转机。 对于投资者而言当

前显然已不宜盲目做空，更多的

应精选个股提前布局，把握后市

反弹机会。

空方力竭 等待触底

□西部证券 黄铮

上周市场延续探底格局，沪

指五日均线始终反压股指运行。

笔者认为，近阶段消息面难呈利

好推动，市场始终没有出现真正

意义的恢复性反弹，源自持续下

跌挫伤投资情绪，外围波动因素

同时加大干扰。 沪指短期均线附

近仍有多空博弈，底部探明将以

股指围绕五日均线震荡展开，操

作上耐心观望、轻仓防御。

盘面观察，相比本轮下跌初

期供给侧改革概念的领涨， 沪指

再度回落至2900点后，两市的阶

段性止跌实质有所改善， 盘中反

抽曾以撬动金融股和中小创领涨

为主， 说明市场急速下挫对部分

绩优品种形成的错杀， 已在估值

压力释放后显现价值。 尽管从市

场热点的普遍性观察， 还没有形

成对指数稳定的持续支持， 但也

已基本演绎为跌无可跌的触底迹

象，上周沪市单日成交2287.02亿

元，接近地量水平即是佐证。

技术走势观察， 沪指日K线

下行通道并无改变，暂未见做空

行为的实质性逆转信号。 沪指连

续下挫后，指数盘中对五日均线

的触碰频率加大，表明市场超跌

反弹的要求一触即发。短期均线

仍是弱市之中多空争夺的关键，

尽管沪指距上年低点2850近咫

尺之遥，即便技术回探也因做空

情绪的宣泄所致，而双针探底更

易形成技术回稳的可能性。

进入本周，外围市场波动和

汇率变化对A股仍会形成一定程

度刺激作用， 触底形态的完善更

需要市场补涨要求转变为反弹热

点的涌现， 对于持续下挫后的市

场心态而言， 耐心等待是必不可

少的时间周期， 预计沪指围绕五

日均线形成震荡格局， 才有望最

终开启稳步筑底的形态。 整体操

作不盲从介入，轻仓防御为主。

探底或持续 做空需谨慎

□申万宏源 钱启敏

新年第二周，沪深股市继续

震荡下行， 上证指数3000点、深

成指10000点相继失守。 虽然熔

断机制已经暂停，但行情仍然跌

跌不休， 可见调整尤其内在动

因。 从目前看，弱势探底的趋势

仍将持续， 上证2850点或将失

守，但市场已经进入情绪化运行

模式，偏离正常理性轨道，因此

投资者在应对上建议谨慎，尤其

是跟风做空更应谨慎行事。

从行情自身的走势看，受宏

观经济增速持续回落、人民币面

临较强贬值预期以及海外市场

下跌内外联动的影响，A股市场

仍然走在震荡探底的下行通道

当中，而且，由于缺乏短线利好

预期， 投资者持股意愿淡漠，加

上部分私募投资者为避免旗下

产品被清盘，加大了减持保净值

的力度，从而使行情在没有强制

平仓盘的打压下仍然呈现快速

探底的走势。 从盘面看，虽然两

市成交量不大， 但走势表现单

边，缺乏足够的买盘和人气不振

显然是极为重要的原因。从目前

看， 虽然上证指数击穿3000点，

周五收盘离2850点前期低点只

有50点的距离，因此如果没有新

的利好刺激，本周市场继续下行

创新低的可能性较大。

随着行情节节败退，投资者

情绪不断弱化， 市场已经转入情

绪化运行模式。在这种模式下，虽

然短期市场仍有探底， 但从中期

角度回望， 情绪化下的操作往往

被证明是盲目和错误的， 毕竟上

证指数从1月初以来已经下跌将

近20%，累计跌幅较大，继续跟风

做空有误判可能，需要谨慎对待。

从操作角度看，对于趋势型

投资者， 短线可继续等待观望，

后市如果再次出现恐慌急跌，那

么在止跌回稳时可选择超跌品

种参与短线， 持股周期在2到3

天。 而对于价值型投资者，则可

以在当前个股鱼龙混杂、泥沙俱

下的阶段，精心选择自己长期跟

踪和看好的品种， 坚持左侧交

易，人弃我取，逢低、分批逐渐建

仓，中线持有。 相信只要是金子，

总有会发光的时候。

485股创近9个月来新低

□本报记者 张怡

今年以来，A股市场再度出

现连续下跌的态势， 去年9月中

旬之后的反弹趋势遭到破坏，大

批个股甚至跌破了去年下半年

创出的阶段低点。 据Wind数据，

今年以来， 市场中共有485只个

股的最低价已经突破了2015年

下半年的最低价， 由于去年6月

中旬市场指数开始下跌，因而这

些个股基本创出近9个月来新

低。 这其中除了长期停牌及高送

转导致的股价大幅回落之外，还

有部分个股纯粹由于市场调整

因素而股价创出阶段新低，此类

个股中间则蕴含着反弹的较强

动能，值得挖掘布局。

中小盘股为主导

今年以来，主要指数调整凌

厉，估值大幅缩水。 其中，创业板

综指年初至今的跌幅达到了

24.53%， 在主要指数中跌幅最

大；中小板综指同期累计跌幅也

达到了23%，位居沪深交易所核

心指数的跌幅榜前列；而同期深

证成指和上证综指分别下跌了

21.06%和19.03%， 由此中小盘

股下跌程度较大。

上述485只个股的平均自由

流通市值为70.87亿元， 可见股

价创出新低的个股也以中小盘

股为主。 具体从个股来看，中国

重工、京东方A、长江电力的流动

盘较大，均超过了580亿元；中国

中铁、苏宁云商和大秦铁路的自

由流通市值也均超过了400亿

元；相对而言，扬杰科技、伊之密

和合锻股份的流通盘均未超过

10亿元。

行业分布来看， 机械设备、

医药生物、公用事业和化工行业

的个股均超过了34只， 电子、电

气设备、房地产、交通运输和汽

车行业个股也均超过了20只。这

种分布在统计上不一定具有代

表性，因为上述几个行业的个股

数目均位居前列，由于市场整体

下跌幅度较大，因而这些板块中

的个股数目也较大。

上周以来， 行情出现筑底

态势，主要指数跌势趋缓，上证

综指、 深证成指在上周分别下

跌7.17%和8.18%，创业板指上

周下跌6.05%， 表现较主板良

好。 分析人士指出，中小盘股弹

性好于大盘股， 因而在反弹行

情中的活力更强； 后续存量资

金博弈的格局大概率延续，那

么资金大概率选择更容易拉升

的中小盘股来制造局部反弹热

点， 博取反弹的投资者可以关

注。 不过，从上周创业板指的大

涨大跌来看， 短线大涨之后资

金出逃动力较强， 因而短线参

与行情的风险较大， 投资者宜

耐心低吸而不宜追高。

挖掘超跌股机遇

当前， 市场筑底的过程仍

然漫长， 因为暴跌之后市场信

心大幅降低， 增量资金更为谨

慎观望，A股市场确实有可能

在短期企稳甚至反弹， 但是中

期来看也可能出现 “震荡慢

熊” 。 但是局部热不会消失，震

荡反复之中低吸布局优质超跌

股仍有望取得较好的收益，当

前也是较好的时点。

从上述股价创出阶段新低

的个股来看， 主要分为三类：第

一类是价差大，但是停牌等原因

导致滞后表现而不具有代表性，

例如价差最大的太极股份、强力

新材和雷柏科技等，分别相较于

去年最低价格还回落了23.80

元、17.52元和17.16元，不过由于

其停牌特殊原因，当前暂时不具

有代表性，如果其复牌后发布的

利好足够给力，当前估值又偏低

的情况下，仍具有布局价值。

第二类个股是进行了高送

转， 从而使得股价大幅回落，诸

如京天利和三六五网等个股分

别较去年最低价回落超过10元，

这类个股如果业绩稳定的情况

下， 估值出现较为明显的回落，

那么仍可以择机逢低布局。

第三类个股就是纯粹由于

市场连续下跌导致的价格明显

回落，例如北方导航、江中制药

等个股，在经历了去年中的大跌

和后续的反弹之后，再度回落并

创出阶段低位，如果不是业绩上

出现重大不良变化，而且符合经

济转型大趋势，那么此类个股值

得继续布局。

震荡筑底 创业板指周跌

6.05%

创业板指数在上周一凌厉大

幅下挫6.34％， 不过周二开始尝

试探底回升，上涨1.95%，使得市

场情绪缓和 ， 周三继续下跌

4.09%之后， 周四大涨5.59%，在

上周五呈现震荡整理格局， 下跌

2.86%收于2112.90点。由此，创业

板指上周最高触及2230点，最低

下探至1989点，累计下跌6.05%，

虽然跌幅不小， 但是相较于前一

周的跌幅17.14%已经明显好转。

个股来看，上周创业板中仅

有45只个股实现上涨， 其中，华

自科技、盛天网络、通合科技和

山鼎设计这些次新股的涨幅均

超过了6成；其余老股中，双林股

份、海伦钢琴、量子高科和顺网

科技的涨幅均超过了14%；相对

而言，美尚生态、长方照明和兆

日科技的跌幅居前。

实际上， 创业板指是此前反

弹行情的重要引领者，而今仍然是

市场走势和人气的重要指标。在此

前市场连续下跌期间，创业板的走

势明显弱于主板市场，题材概念股

遭遇大额资金出逃；而在周四大涨

之际，创业板走势明显强于主板市

场，除了国防军工股之外，计算机、

传媒和电子这三个成长股主力品

种表现十分强势。

当前， 创业板指在2100点重

要点位得到支撑。 分析人士指出，

这一点位是创业板指上升趋势的

下轨，去年股灾期间这条趋势线下

轨也没有被击穿，所以当前支撑力

较强。 新年首周大幅收阴、第二周

长针探底继续收阴之后，大概率后

续出现中长阳线，局部反弹动能较

强。 不过，市场筑底之路并非一朝

一夕，底部反复的概率较大，建议

投资者保持谨慎。 (张怡)

风险偏好下行 国防军工板块周跌

11.26%

经历了2016年首周的开门

黑后，上周沪深股市继续惯性下

探， 市场恐慌情绪一度升温，行

业板块全线尽墨，由于市场风险

偏好显著下行，高估值品种成为

杀跌的重灾区，国防军工板块上

周累计跌幅超过 10% ， 达到

11.26%，跌幅居前，短期去估值

压力依然较大。

上周正常交易的31只军工

股中，仅有上周五复牌的耐威科

技涨停， 其余30只股票悉数下

跌，航天通信、太阳鸟、中船防

务、钢构工程、航天电子、航天电

力和国睿科技7只股票跌幅超过

20% ， 分 别 下 跌 24.13% 、

23.77% 、23.37% 、22.24% 、

21.35%、21.32%和21.07%。20只

股票跌幅超过10%，28只股票跌

幅超过5%。

消息面上， 继今年1月1日

《关于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意

见》出台后，围绕着军改领域的

暖风频吹， 国家发改委近期召开

了包括军工在内的多个领域中央

企业座谈会， 下一步将开展企业

试点工作；1月13日，国防科工局

局长许达哲表示，本局(国防科工

局) 要重点抓好编制发布“十三

五” 规划并启动实施，大力推进

军民融合并实施专项行动计划等

等。随着军改时间表落地，军工领

域改革预期被进一步夯实。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消

息面暖风频吹，但市场环境并不

支持军工股的强势表现。2016年

开门黑后，市场下跌的态势仍未

能扭转， 底部支撑力度并不强，

市场谨慎情绪显著升温，风险偏

好出现快速下降， 在此背景下，

高估值品种下杀风险巨大。 即便

经过此前的连续下挫，国防军工

板块的整体市盈率依然超过200

倍，去估值压力依然较大，建议

投资者不要盲目入场抄底，等行

情企稳后再行布局。 (徐伟平)

表现抗跌 在线旅游指数周跌

3.14%

上周A股继续震荡回落 ，

135个Wind概念指数也全线下

挫，且跌幅均超过了3%。 其中，

在线旅游指数上周表现最为抗

跌， 全周下跌了3.14%， 跌幅在

Wind概念板块中居于最末。

上周正常交易的6只成分股

中，仅中青旅上周实现上涨，周涨幅

达5.42%，其余股票上周跌幅均超过

了2%。 其中，中弘股份上周跌幅最

大，达15.96%，号百控股、邦腾国际、

探路者和中国国旅上周则分别下跌

5.08%、4.89%、3.57%和2.66%。

据 权 威 研 究 机 构 Pho-

CusWright最新预测，2014年美

国旅游在线渗透率为44%，其中机

票达55%，酒店为36%，2015年会

在此基础上继续小幅攀升， 而同

期， 中国的渗透率还不足20%，未

来无疑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在线

旅游行业的巨大发展前景从2015

年众多资本大鳄在线旅游市场的

激烈争夺中也可见一斑。据国家旅

游局预测，未来三年，我国旅游直

接投资将超过3万亿元， 并将带动

15万亿元以上的综合投资。 而1月

11日召开的国务院旅游工作部际

联席会议上也强调，要深入贯彻十

八届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精神，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

态，加快转变旅游发展方式，着力

推进旅游供给侧改革，发挥市场在

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

发挥政府作用，促进旅游业持续快

速健康发展， 为国民经济稳增长、

调结构提供持久动力。

光大证券指出，旅游行业增

长具有较强的确定性，建议投资

者重点把握三条投资主线：一是

有业绩支撑的白马成长股；二是

符 合 产 业 发 展 方 向 的 活 跃

股———并购整合积极的、涉足养

老健康游的， 供应链金融创新、

布局全产业链的公司；三是有催

化剂的概念题材股，如迪士尼概

念、国企改革等。（王威）

震荡下行 沪综指周跌

8.96%

上周沪深两市延续前一周

跌势，重心震荡下行，险守2900

点。 后两个交易日逼近2850点，

震荡加剧。

具体来看， 上周一沪综指大

跌逾5%，退守3000点；周二震荡

整理，收出阴十字星；周三再度大

幅下挫，跌破3000点；上周四下

探至2867.55点后绝地反击，强势

反弹收复3000点；不过上周五低

开低走，下跌3.55%，收报2900.97

点。至此，上证综指上周累计下跌

8.96%，一度跌破120周均线。 而

今年以来的两个交易周， 沪综指

已经累计调整18.03%。 上周沪市

总计成交1.14万亿元， 环比前一

周的1.26万亿元小幅萎缩。

随着沪综指再度下行， 大盘

蓝筹股的估值继续回落， 目前已

经降至2015年以来的低位。 与此

同时， 人民币汇率等扰动因素逐

步减弱，有助恐慌情绪的缓解。另

外， 此前沪综指整体表现相对创

业板抗跌， 不过上周五权重股集

体砸盘，拖累沪综指大幅回调，跑

输创业板，“补跌”信号明显。 有

分析人士指出，从博弈的角度看，

权重板块担当最后的杀跌角色有

助于市场加速探明底部。

不过，周四大涨后市场快速

回调，凸显资金逢高减仓的谨慎

心态。 在这种心态下，行情难以

快速反转。 技术面上， 沪综指

2850点正式面临考验，短期波动

加大， 市场步入加速赶底阶段。

不过后市若要走出底部区域、重

回上行通道，将面临上方巨大套

牢盘压力，需较长时间的反复震

荡来消化压力、修复信心。 对于

投资者而言， 短期不宜急于抄

底，建议静待市场企稳。（李波）

新低股价差排行榜

市场转机逐步酝酿

□银泰证券 陈建华

上周A股继续走低，沪综指

跌破3000点逼近前期2850的低

点，深成指则回到10000点大关

下方。尽管当前两市表现出来的

弱势特征依然明显，但对后期A

股也不宜过于悲观，连续调整后

市场企稳的可能性在逐步增加。

首先，管理层及上市公司各

种稳定市场措施的出台利于后

期A股企稳运行。 针对沪深两市

连续下跌的走势，1月份以来管

理层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以提振

投资者信心，继前期火速暂停熔

断制度后，证监会及交易所对上

市公司重要股东减持作出进一

步限制，并对存在的漏洞及时补

救，有效缓解了市场因减持产生

的担忧心理。同时近两周以来两

市共100余家上市公司大股东主

动作出不减持承诺，以自身行为

维护A股市场稳定。

其次，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

稳定将消除市场面临的不确定

性， 为后期市场企稳创造条件。

目前人民币汇率已趋于稳定，离

岸市场汇率虽仍有所波动但幅

度明显收窄。汇率的稳定一方面

将降低A股市场面临的宏观不

确定性，另一方面也将有效缓解

投资者的恐慌情绪，使得指数企

稳反弹成为可能。

最后， 就市场本身而言连续

调整后沪深指数同样存在较强的

反弹需求。新的一年自月初以来A

股两市连续调整，10个交易日沪

指跌幅为18.03%， 深圳成指为

21.06%， 且期间并为出现像样的

反弹。 从市场自身的运行规律分

析，没有只跌不涨的市场，当前伴

随做空动能的释放，A股两市企稳

反弹的可能性显然也在逐步增大。

笔者认为已无需过于悲观，

伴随外部环境的改善加上市场

自身运行的规律，沪深两市正逐

步酝酿转机。 对于投资者而言当

前显然已不宜盲目做空，更多的

应精选个股提前布局，把握后市

反弹机会。

空方力竭 等待触底

□西部证券 黄铮

上周市场延续探底格局，沪

指五日均线始终反压股指运行。

笔者认为，近阶段消息面难呈利

好推动，市场始终没有出现真正

意义的恢复性反弹，源自持续下

跌挫伤投资情绪，外围波动因素

同时加大干扰。 沪指短期均线附

近仍有多空博弈，底部探明将以

股指围绕五日均线震荡展开，操

作上耐心观望、轻仓防御。

盘面观察，相比本轮下跌初

期供给侧改革概念的领涨， 沪指

再度回落至2900点后，两市的阶

段性止跌实质有所改善， 盘中反

抽曾以撬动金融股和中小创领涨

为主， 说明市场急速下挫对部分

绩优品种形成的错杀， 已在估值

压力释放后显现价值。 尽管从市

场热点的普遍性观察， 还没有形

成对指数稳定的持续支持， 但也

已基本演绎为跌无可跌的触底迹

象，上周沪市单日成交2287.02亿

元，接近地量水平即是佐证。

技术走势观察， 沪指日K线

下行通道并无改变，暂未见做空

行为的实质性逆转信号。 沪指连

续下挫后，指数盘中对五日均线

的触碰频率加大，表明市场超跌

反弹的要求一触即发。短期均线

仍是弱市之中多空争夺的关键，

尽管沪指距上年低点2850近咫

尺之遥，即便技术回探也因做空

情绪的宣泄所致，而双针探底更

易形成技术回稳的可能性。

进入本周，外围市场波动和

汇率变化对A股仍会形成一定程

度刺激作用， 触底形态的完善更

需要市场补涨要求转变为反弹热

点的涌现， 对于持续下挫后的市

场心态而言， 耐心等待是必不可

少的时间周期， 预计沪指围绕五

日均线形成震荡格局， 才有望最

终开启稳步筑底的形态。 整体操

作不盲从介入，轻仓防御为主。

探底或持续 做空需谨慎

□申万宏源 钱启敏

新年第二周，沪深股市继续

震荡下行， 上证指数3000点、深

成指10000点相继失守。 虽然熔

断机制已经暂停，但行情仍然跌

跌不休， 可见调整尤其内在动

因。 从目前看，弱势探底的趋势

仍将持续， 上证2850点或将失

守，但市场已经进入情绪化运行

模式，偏离正常理性轨道，因此

投资者在应对上建议谨慎，尤其

是跟风做空更应谨慎行事。

从行情自身的走势看，受宏

观经济增速持续回落、人民币面

临较强贬值预期以及海外市场

下跌内外联动的影响，A股市场

仍然走在震荡探底的下行通道

当中，而且，由于缺乏短线利好

预期， 投资者持股意愿淡漠，加

上部分私募投资者为避免旗下

产品被清盘，加大了减持保净值

的力度，从而使行情在没有强制

平仓盘的打压下仍然呈现快速

探底的走势。 从盘面看，虽然两

市成交量不大， 但走势表现单

边，缺乏足够的买盘和人气不振

显然是极为重要的原因。从目前

看， 虽然上证指数击穿3000点，

周五收盘离2850点前期低点只

有50点的距离，因此如果没有新

的利好刺激，本周市场继续下行

创新低的可能性较大。

随着行情节节败退，投资者

情绪不断弱化， 市场已经转入情

绪化运行模式。在这种模式下，虽

然短期市场仍有探底， 但从中期

角度回望， 情绪化下的操作往往

被证明是盲目和错误的， 毕竟上

证指数从1月初以来已经下跌将

近20%，累计跌幅较大，继续跟风

做空有误判可能，需要谨慎对待。

从操作角度看，对于趋势型

投资者， 短线可继续等待观望，

后市如果再次出现恐慌急跌，那

么在止跌回稳时可选择超跌品

种参与短线， 持股周期在2到3

天。 而对于价值型投资者，则可

以在当前个股鱼龙混杂、泥沙俱

下的阶段，精心选择自己长期跟

踪和看好的品种， 坚持左侧交

易，人弃我取，逢低、分批逐渐建

仓，中线持有。 相信只要是金子，

总有会发光的时候。

485股创近9个月来新低

□本报记者 张怡

今年以来，A股市场再度出

现连续下跌的态势， 去年9月中

旬之后的反弹趋势遭到破坏，大

批个股甚至跌破了去年下半年

创出的阶段低点。 据Wind数据，

今年以来， 市场中共有485只个

股的最低价已经突破了2015年

下半年的最低价， 由于去年6月

中旬市场指数开始下跌，因而这

些个股基本创出近9个月来新

低。 这其中除了长期停牌及高送

转导致的股价大幅回落之外，还

有部分个股纯粹由于市场调整

因素而股价创出阶段新低，此类

个股中间则蕴含着反弹的较强

动能，值得挖掘布局。

中小盘股为主导

今年以来，主要指数调整凌

厉，估值大幅缩水。 其中，创业板

综指年初至今的跌幅达到了

24.53%， 在主要指数中跌幅最

大；中小板综指同期累计跌幅也

达到了23%，位居沪深交易所核

心指数的跌幅榜前列；而同期深

证成指和上证综指分别下跌了

21.06%和19.03%， 由此中小盘

股下跌程度较大。

上述485只个股的平均自由

流通市值为70.87亿元， 可见股

价创出新低的个股也以中小盘

股为主。 具体从个股来看，中国

重工、京东方A、长江电力的流动

盘较大，均超过了580亿元；中国

中铁、苏宁云商和大秦铁路的自

由流通市值也均超过了400亿

元；相对而言，扬杰科技、伊之密

和合锻股份的流通盘均未超过

10亿元。

行业分布来看， 机械设备、

医药生物、公用事业和化工行业

的个股均超过了34只， 电子、电

气设备、房地产、交通运输和汽

车行业个股也均超过了20只。这

种分布在统计上不一定具有代

表性，因为上述几个行业的个股

数目均位居前列，由于市场整体

下跌幅度较大，因而这些板块中

的个股数目也较大。

上周以来， 行情出现筑底

态势，主要指数跌势趋缓，上证

综指、 深证成指在上周分别下

跌7.17%和8.18%，创业板指上

周下跌6.05%， 表现较主板良

好。 分析人士指出，中小盘股弹

性好于大盘股， 因而在反弹行

情中的活力更强； 后续存量资

金博弈的格局大概率延续，那

么资金大概率选择更容易拉升

的中小盘股来制造局部反弹热

点， 博取反弹的投资者可以关

注。 不过，从上周创业板指的大

涨大跌来看， 短线大涨之后资

金出逃动力较强， 因而短线参

与行情的风险较大， 投资者宜

耐心低吸而不宜追高。

挖掘超跌股机遇

当前， 市场筑底的过程仍

然漫长， 因为暴跌之后市场信

心大幅降低， 增量资金更为谨

慎观望，A股市场确实有可能

在短期企稳甚至反弹， 但是中

期来看也可能出现 “震荡慢

熊” 。 但是局部热不会消失，震

荡反复之中低吸布局优质超跌

股仍有望取得较好的收益，当

前也是较好的时点。

从上述股价创出阶段新低

的个股来看， 主要分为三类：第

一类是价差大，但是停牌等原因

导致滞后表现而不具有代表性，

例如价差最大的太极股份、强力

新材和雷柏科技等，分别相较于

去年最低价格还回落了23.80

元、17.52元和17.16元，不过由于

其停牌特殊原因，当前暂时不具

有代表性，如果其复牌后发布的

利好足够给力，当前估值又偏低

的情况下，仍具有布局价值。

第二类个股是进行了高送

转， 从而使得股价大幅回落，诸

如京天利和三六五网等个股分

别较去年最低价回落超过10元，

这类个股如果业绩稳定的情况

下， 估值出现较为明显的回落，

那么仍可以择机逢低布局。

第三类个股就是纯粹由于

市场连续下跌导致的价格明显

回落，例如北方导航、江中制药

等个股，在经历了去年中的大跌

和后续的反弹之后，再度回落并

创出阶段低位，如果不是业绩上

出现重大不良变化，而且符合经

济转型大趋势，那么此类个股值

得继续布局。

震荡筑底 创业板指周跌

6.05%

创业板指数在上周一凌厉大

幅下挫6.34％， 不过周二开始尝

试探底回升，上涨1.95%，使得市

场情绪缓和 ， 周三继续下跌

4.09%之后， 周四大涨5.59%，在

上周五呈现震荡整理格局， 下跌

2.86%收于2112.90点。由此，创业

板指上周最高触及2230点，最低

下探至1989点，累计下跌6.05%，

虽然跌幅不小， 但是相较于前一

周的跌幅17.14%已经明显好转。

个股来看，上周创业板中仅

有45只个股实现上涨， 其中，华

自科技、盛天网络、通合科技和

山鼎设计这些次新股的涨幅均

超过了6成；其余老股中，双林股

份、海伦钢琴、量子高科和顺网

科技的涨幅均超过了14%；相对

而言，美尚生态、长方照明和兆

日科技的跌幅居前。

实际上， 创业板指是此前反

弹行情的重要引领者，而今仍然是

市场走势和人气的重要指标。在此

前市场连续下跌期间，创业板的走

势明显弱于主板市场，题材概念股

遭遇大额资金出逃；而在周四大涨

之际，创业板走势明显强于主板市

场，除了国防军工股之外，计算机、

传媒和电子这三个成长股主力品

种表现十分强势。

当前， 创业板指在2100点重

要点位得到支撑。 分析人士指出，

这一点位是创业板指上升趋势的

下轨，去年股灾期间这条趋势线下

轨也没有被击穿，所以当前支撑力

较强。 新年首周大幅收阴、第二周

长针探底继续收阴之后，大概率后

续出现中长阳线，局部反弹动能较

强。 不过，市场筑底之路并非一朝

一夕，底部反复的概率较大，建议

投资者保持谨慎。 (张怡)

风险偏好下行 国防军工板块周跌

11.26%

经历了2016年首周的开门

黑后，上周沪深股市继续惯性下

探， 市场恐慌情绪一度升温，行

业板块全线尽墨，由于市场风险

偏好显著下行，高估值品种成为

杀跌的重灾区，国防军工板块上

周累计跌幅超过 10% ， 达到

11.26%，跌幅居前，短期去估值

压力依然较大。

上周正常交易的31只军工

股中，仅有上周五复牌的耐威科

技涨停， 其余30只股票悉数下

跌，航天通信、太阳鸟、中船防

务、钢构工程、航天电子、航天电

力和国睿科技7只股票跌幅超过

20% ， 分 别 下 跌 24.13% 、

23.77% 、23.37% 、22.24% 、

21.35%、21.32%和21.07%。20只

股票跌幅超过10%，28只股票跌

幅超过5%。

消息面上， 继今年1月1日

《关于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意

见》出台后，围绕着军改领域的

暖风频吹， 国家发改委近期召开

了包括军工在内的多个领域中央

企业座谈会， 下一步将开展企业

试点工作；1月13日，国防科工局

局长许达哲表示，本局(国防科工

局) 要重点抓好编制发布“十三

五” 规划并启动实施，大力推进

军民融合并实施专项行动计划等

等。随着军改时间表落地，军工领

域改革预期被进一步夯实。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消

息面暖风频吹，但市场环境并不

支持军工股的强势表现。2016年

开门黑后，市场下跌的态势仍未

能扭转， 底部支撑力度并不强，

市场谨慎情绪显著升温，风险偏

好出现快速下降， 在此背景下，

高估值品种下杀风险巨大。 即便

经过此前的连续下挫，国防军工

板块的整体市盈率依然超过200

倍，去估值压力依然较大，建议

投资者不要盲目入场抄底，等行

情企稳后再行布局。 (徐伟平)

表现抗跌 在线旅游指数周跌

3.14%

上周A股继续震荡回落 ，

135个Wind概念指数也全线下

挫，且跌幅均超过了3%。 其中，

在线旅游指数上周表现最为抗

跌， 全周下跌了3.14%， 跌幅在

Wind概念板块中居于最末。

上周正常交易的6只成分股

中，仅中青旅上周实现上涨，周涨幅

达5.42%，其余股票上周跌幅均超过

了2%。 其中，中弘股份上周跌幅最

大，达15.96%，号百控股、邦腾国际、

探路者和中国国旅上周则分别下跌

5.08%、4.89%、3.57%和2.66%。

据 权 威 研 究 机 构 Pho-

CusWright最新预测，2014年美

国旅游在线渗透率为44%，其中机

票达55%，酒店为36%，2015年会

在此基础上继续小幅攀升， 而同

期， 中国的渗透率还不足20%，未

来无疑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在线

旅游行业的巨大发展前景从2015

年众多资本大鳄在线旅游市场的

激烈争夺中也可见一斑。据国家旅

游局预测，未来三年，我国旅游直

接投资将超过3万亿元， 并将带动

15万亿元以上的综合投资。 而1月

11日召开的国务院旅游工作部际

联席会议上也强调，要深入贯彻十

八届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精神，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

态，加快转变旅游发展方式，着力

推进旅游供给侧改革，发挥市场在

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

发挥政府作用，促进旅游业持续快

速健康发展， 为国民经济稳增长、

调结构提供持久动力。

光大证券指出，旅游行业增

长具有较强的确定性，建议投资

者重点把握三条投资主线：一是

有业绩支撑的白马成长股；二是

符 合 产 业 发 展 方 向 的 活 跃

股———并购整合积极的、涉足养

老健康游的， 供应链金融创新、

布局全产业链的公司；三是有催

化剂的概念题材股，如迪士尼概

念、国企改革等。（王威）

震荡下行 沪综指周跌

8.96%

上周沪深两市延续前一周

跌势，重心震荡下行，险守2900

点。 后两个交易日逼近2850点，

震荡加剧。

具体来看， 上周一沪综指大

跌逾5%，退守3000点；周二震荡

整理，收出阴十字星；周三再度大

幅下挫，跌破3000点；上周四下

探至2867.55点后绝地反击，强势

反弹收复3000点；不过上周五低

开低走，下跌3.55%，收报2900.97

点。至此，上证综指上周累计下跌

8.96%，一度跌破120周均线。 而

今年以来的两个交易周， 沪综指

已经累计调整18.03%。 上周沪市

总计成交1.14万亿元， 环比前一

周的1.26万亿元小幅萎缩。

随着沪综指再度下行， 大盘

蓝筹股的估值继续回落， 目前已

经降至2015年以来的低位。 与此

同时， 人民币汇率等扰动因素逐

步减弱，有助恐慌情绪的缓解。另

外， 此前沪综指整体表现相对创

业板抗跌， 不过上周五权重股集

体砸盘，拖累沪综指大幅回调，跑

输创业板，“补跌”信号明显。 有

分析人士指出，从博弈的角度看，

权重板块担当最后的杀跌角色有

助于市场加速探明底部。

不过，周四大涨后市场快速

回调，凸显资金逢高减仓的谨慎

心态。 在这种心态下，行情难以

快速反转。 技术面上， 沪综指

2850点正式面临考验，短期波动

加大， 市场步入加速赶底阶段。

不过后市若要走出底部区域、重

回上行通道，将面临上方巨大套

牢盘压力，需较长时间的反复震

荡来消化压力、修复信心。 对于

投资者而言， 短期不宜急于抄

底，建议静待市场企稳。（李波）

股价上涨个股排行

市场转机逐步酝酿

□银泰证券 陈建华

上周A股继续走低，沪综指

跌破3000点逼近前期2850的低

点，深成指则回到10000点大关

下方。尽管当前两市表现出来的

弱势特征依然明显，但对后期A

股也不宜过于悲观，连续调整后

市场企稳的可能性在逐步增加。

首先，管理层及上市公司各

种稳定市场措施的出台利于后

期A股企稳运行。 针对沪深两市

连续下跌的走势，1月份以来管

理层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以提振

投资者信心，继前期火速暂停熔

断制度后，证监会及交易所对上

市公司重要股东减持作出进一

步限制，并对存在的漏洞及时补

救，有效缓解了市场因减持产生

的担忧心理。同时近两周以来两

市共100余家上市公司大股东主

动作出不减持承诺，以自身行为

维护A股市场稳定。

其次，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

稳定将消除市场面临的不确定

性， 为后期市场企稳创造条件。

目前人民币汇率已趋于稳定，离

岸市场汇率虽仍有所波动但幅

度明显收窄。汇率的稳定一方面

将降低A股市场面临的宏观不

确定性，另一方面也将有效缓解

投资者的恐慌情绪，使得指数企

稳反弹成为可能。

最后， 就市场本身而言连续

调整后沪深指数同样存在较强的

反弹需求。新的一年自月初以来A

股两市连续调整，10个交易日沪

指跌幅为18.03%， 深圳成指为

21.06%， 且期间并为出现像样的

反弹。 从市场自身的运行规律分

析，没有只跌不涨的市场，当前伴

随做空动能的释放，A股两市企稳

反弹的可能性显然也在逐步增大。

笔者认为已无需过于悲观，

伴随外部环境的改善加上市场

自身运行的规律，沪深两市正逐

步酝酿转机。 对于投资者而言当

前显然已不宜盲目做空，更多的

应精选个股提前布局，把握后市

反弹机会。

空方力竭 等待触底

□西部证券 黄铮

上周市场延续探底格局，沪

指五日均线始终反压股指运行。

笔者认为，近阶段消息面难呈利

好推动，市场始终没有出现真正

意义的恢复性反弹，源自持续下

跌挫伤投资情绪，外围波动因素

同时加大干扰。 沪指短期均线附

近仍有多空博弈，底部探明将以

股指围绕五日均线震荡展开，操

作上耐心观望、轻仓防御。

盘面观察，相比本轮下跌初

期供给侧改革概念的领涨， 沪指

再度回落至2900点后，两市的阶

段性止跌实质有所改善， 盘中反

抽曾以撬动金融股和中小创领涨

为主， 说明市场急速下挫对部分

绩优品种形成的错杀， 已在估值

压力释放后显现价值。 尽管从市

场热点的普遍性观察， 还没有形

成对指数稳定的持续支持， 但也

已基本演绎为跌无可跌的触底迹

象，上周沪市单日成交2287.02亿

元，接近地量水平即是佐证。

技术走势观察， 沪指日K线

下行通道并无改变，暂未见做空

行为的实质性逆转信号。 沪指连

续下挫后，指数盘中对五日均线

的触碰频率加大，表明市场超跌

反弹的要求一触即发。短期均线

仍是弱市之中多空争夺的关键，

尽管沪指距上年低点2850近咫

尺之遥，即便技术回探也因做空

情绪的宣泄所致，而双针探底更

易形成技术回稳的可能性。

进入本周，外围市场波动和

汇率变化对A股仍会形成一定程

度刺激作用， 触底形态的完善更

需要市场补涨要求转变为反弹热

点的涌现， 对于持续下挫后的市

场心态而言， 耐心等待是必不可

少的时间周期， 预计沪指围绕五

日均线形成震荡格局， 才有望最

终开启稳步筑底的形态。 整体操

作不盲从介入，轻仓防御为主。

探底或持续 做空需谨慎

□申万宏源 钱启敏

新年第二周，沪深股市继续

震荡下行， 上证指数3000点、深

成指10000点相继失守。 虽然熔

断机制已经暂停，但行情仍然跌

跌不休， 可见调整尤其内在动

因。 从目前看，弱势探底的趋势

仍将持续， 上证2850点或将失

守，但市场已经进入情绪化运行

模式，偏离正常理性轨道，因此

投资者在应对上建议谨慎，尤其

是跟风做空更应谨慎行事。

从行情自身的走势看，受宏

观经济增速持续回落、人民币面

临较强贬值预期以及海外市场

下跌内外联动的影响，A股市场

仍然走在震荡探底的下行通道

当中，而且，由于缺乏短线利好

预期， 投资者持股意愿淡漠，加

上部分私募投资者为避免旗下

产品被清盘，加大了减持保净值

的力度，从而使行情在没有强制

平仓盘的打压下仍然呈现快速

探底的走势。 从盘面看，虽然两

市成交量不大， 但走势表现单

边，缺乏足够的买盘和人气不振

显然是极为重要的原因。从目前

看， 虽然上证指数击穿3000点，

周五收盘离2850点前期低点只

有50点的距离，因此如果没有新

的利好刺激，本周市场继续下行

创新低的可能性较大。

随着行情节节败退，投资者

情绪不断弱化， 市场已经转入情

绪化运行模式。在这种模式下，虽

然短期市场仍有探底， 但从中期

角度回望， 情绪化下的操作往往

被证明是盲目和错误的， 毕竟上

证指数从1月初以来已经下跌将

近20%，累计跌幅较大，继续跟风

做空有误判可能，需要谨慎对待。

从操作角度看，对于趋势型

投资者， 短线可继续等待观望，

后市如果再次出现恐慌急跌，那

么在止跌回稳时可选择超跌品

种参与短线， 持股周期在2到3

天。 而对于价值型投资者，则可

以在当前个股鱼龙混杂、泥沙俱

下的阶段，精心选择自己长期跟

踪和看好的品种， 坚持左侧交

易，人弃我取，逢低、分批逐渐建

仓，中线持有。 相信只要是金子，

总有会发光的时候。

485股创近9个月来新低

□本报记者 张怡

今年以来，A股市场再度出

现连续下跌的态势， 去年9月中

旬之后的反弹趋势遭到破坏，大

批个股甚至跌破了去年下半年

创出的阶段低点。 据Wind数据，

今年以来， 市场中共有485只个

股的最低价已经突破了2015年

下半年的最低价， 由于去年6月

中旬市场指数开始下跌，因而这

些个股基本创出近9个月来新

低。 这其中除了长期停牌及高送

转导致的股价大幅回落之外，还

有部分个股纯粹由于市场调整

因素而股价创出阶段新低，此类

个股中间则蕴含着反弹的较强

动能，值得挖掘布局。

中小盘股为主导

今年以来，主要指数调整凌

厉，估值大幅缩水。 其中，创业板

综指年初至今的跌幅达到了

24.53%， 在主要指数中跌幅最

大；中小板综指同期累计跌幅也

达到了23%，位居沪深交易所核

心指数的跌幅榜前列；而同期深

证成指和上证综指分别下跌了

21.06%和19.03%， 由此中小盘

股下跌程度较大。

上述485只个股的平均自由

流通市值为70.87亿元， 可见股

价创出新低的个股也以中小盘

股为主。 具体从个股来看，中国

重工、京东方A、长江电力的流动

盘较大，均超过了580亿元；中国

中铁、苏宁云商和大秦铁路的自

由流通市值也均超过了400亿

元；相对而言，扬杰科技、伊之密

和合锻股份的流通盘均未超过

10亿元。

行业分布来看， 机械设备、

医药生物、公用事业和化工行业

的个股均超过了34只， 电子、电

气设备、房地产、交通运输和汽

车行业个股也均超过了20只。这

种分布在统计上不一定具有代

表性，因为上述几个行业的个股

数目均位居前列，由于市场整体

下跌幅度较大，因而这些板块中

的个股数目也较大。

上周以来， 行情出现筑底

态势，主要指数跌势趋缓，上证

综指、 深证成指在上周分别下

跌7.17%和8.18%，创业板指上

周下跌6.05%， 表现较主板良

好。 分析人士指出，中小盘股弹

性好于大盘股， 因而在反弹行

情中的活力更强； 后续存量资

金博弈的格局大概率延续，那

么资金大概率选择更容易拉升

的中小盘股来制造局部反弹热

点， 博取反弹的投资者可以关

注。 不过，从上周创业板指的大

涨大跌来看， 短线大涨之后资

金出逃动力较强， 因而短线参

与行情的风险较大， 投资者宜

耐心低吸而不宜追高。

挖掘超跌股机遇

当前， 市场筑底的过程仍

然漫长， 因为暴跌之后市场信

心大幅降低， 增量资金更为谨

慎观望，A股市场确实有可能

在短期企稳甚至反弹， 但是中

期来看也可能出现 “震荡慢

熊” 。 但是局部热不会消失，震

荡反复之中低吸布局优质超跌

股仍有望取得较好的收益，当

前也是较好的时点。

从上述股价创出阶段新低

的个股来看， 主要分为三类：第

一类是价差大，但是停牌等原因

导致滞后表现而不具有代表性，

例如价差最大的太极股份、强力

新材和雷柏科技等，分别相较于

去年最低价格还回落了23.80

元、17.52元和17.16元，不过由于

其停牌特殊原因，当前暂时不具

有代表性，如果其复牌后发布的

利好足够给力，当前估值又偏低

的情况下，仍具有布局价值。

第二类个股是进行了高送

转， 从而使得股价大幅回落，诸

如京天利和三六五网等个股分

别较去年最低价回落超过10元，

这类个股如果业绩稳定的情况

下， 估值出现较为明显的回落，

那么仍可以择机逢低布局。

第三类个股就是纯粹由于

市场连续下跌导致的价格明显

回落，例如北方导航、江中制药

等个股，在经历了去年中的大跌

和后续的反弹之后，再度回落并

创出阶段低位，如果不是业绩上

出现重大不良变化，而且符合经

济转型大趋势，那么此类个股值

得继续布局。

震荡筑底 创业板指周跌

6.05%

创业板指数在上周一凌厉大

幅下挫6.34％， 不过周二开始尝

试探底回升，上涨1.95%，使得市

场情绪缓和 ， 周三继续下跌

4.09%之后， 周四大涨5.59%，在

上周五呈现震荡整理格局， 下跌

2.86%收于2112.90点。由此，创业

板指上周最高触及2230点，最低

下探至1989点，累计下跌6.05%，

虽然跌幅不小， 但是相较于前一

周的跌幅17.14%已经明显好转。

个股来看，上周创业板中仅

有45只个股实现上涨， 其中，华

自科技、盛天网络、通合科技和

山鼎设计这些次新股的涨幅均

超过了6成；其余老股中，双林股

份、海伦钢琴、量子高科和顺网

科技的涨幅均超过了14%；相对

而言，美尚生态、长方照明和兆

日科技的跌幅居前。

实际上， 创业板指是此前反

弹行情的重要引领者，而今仍然是

市场走势和人气的重要指标。在此

前市场连续下跌期间，创业板的走

势明显弱于主板市场，题材概念股

遭遇大额资金出逃；而在周四大涨

之际，创业板走势明显强于主板市

场，除了国防军工股之外，计算机、

传媒和电子这三个成长股主力品

种表现十分强势。

当前， 创业板指在2100点重

要点位得到支撑。 分析人士指出，

这一点位是创业板指上升趋势的

下轨，去年股灾期间这条趋势线下

轨也没有被击穿，所以当前支撑力

较强。 新年首周大幅收阴、第二周

长针探底继续收阴之后，大概率后

续出现中长阳线，局部反弹动能较

强。 不过，市场筑底之路并非一朝

一夕，底部反复的概率较大，建议

投资者保持谨慎。 (张怡)

风险偏好下行 国防军工板块周跌

11.26%

经历了2016年首周的开门

黑后，上周沪深股市继续惯性下

探， 市场恐慌情绪一度升温，行

业板块全线尽墨，由于市场风险

偏好显著下行，高估值品种成为

杀跌的重灾区，国防军工板块上

周累计跌幅超过 10% ， 达到

11.26%，跌幅居前，短期去估值

压力依然较大。

上周正常交易的31只军工

股中，仅有上周五复牌的耐威科

技涨停， 其余30只股票悉数下

跌，航天通信、太阳鸟、中船防

务、钢构工程、航天电子、航天电

力和国睿科技7只股票跌幅超过

20% ， 分 别 下 跌 24.13% 、

23.77% 、23.37% 、22.24% 、

21.35%、21.32%和21.07%。20只

股票跌幅超过10%，28只股票跌

幅超过5%。

消息面上， 继今年1月1日

《关于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意

见》出台后，围绕着军改领域的

暖风频吹， 国家发改委近期召开

了包括军工在内的多个领域中央

企业座谈会， 下一步将开展企业

试点工作；1月13日，国防科工局

局长许达哲表示，本局(国防科工

局) 要重点抓好编制发布“十三

五” 规划并启动实施，大力推进

军民融合并实施专项行动计划等

等。随着军改时间表落地，军工领

域改革预期被进一步夯实。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消

息面暖风频吹，但市场环境并不

支持军工股的强势表现。2016年

开门黑后，市场下跌的态势仍未

能扭转， 底部支撑力度并不强，

市场谨慎情绪显著升温，风险偏

好出现快速下降， 在此背景下，

高估值品种下杀风险巨大。 即便

经过此前的连续下挫，国防军工

板块的整体市盈率依然超过200

倍，去估值压力依然较大，建议

投资者不要盲目入场抄底，等行

情企稳后再行布局。 (徐伟平)

表现抗跌 在线旅游指数周跌

3.14%

上周A股继续震荡回落 ，

135个Wind概念指数也全线下

挫，且跌幅均超过了3%。 其中，

在线旅游指数上周表现最为抗

跌， 全周下跌了3.14%， 跌幅在

Wind概念板块中居于最末。

上周正常交易的6只成分股

中，仅中青旅上周实现上涨，周涨幅

达5.42%，其余股票上周跌幅均超过

了2%。 其中，中弘股份上周跌幅最

大，达15.96%，号百控股、邦腾国际、

探路者和中国国旅上周则分别下跌

5.08%、4.89%、3.57%和2.66%。

据 权 威 研 究 机 构 Pho-

CusWright最新预测，2014年美

国旅游在线渗透率为44%，其中机

票达55%，酒店为36%，2015年会

在此基础上继续小幅攀升， 而同

期， 中国的渗透率还不足20%，未

来无疑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在线

旅游行业的巨大发展前景从2015

年众多资本大鳄在线旅游市场的

激烈争夺中也可见一斑。据国家旅

游局预测，未来三年，我国旅游直

接投资将超过3万亿元， 并将带动

15万亿元以上的综合投资。 而1月

11日召开的国务院旅游工作部际

联席会议上也强调，要深入贯彻十

八届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精神，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

态，加快转变旅游发展方式，着力

推进旅游供给侧改革，发挥市场在

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

发挥政府作用，促进旅游业持续快

速健康发展， 为国民经济稳增长、

调结构提供持久动力。

光大证券指出，旅游行业增

长具有较强的确定性，建议投资

者重点把握三条投资主线：一是

有业绩支撑的白马成长股；二是

符 合 产 业 发 展 方 向 的 活 跃

股———并购整合积极的、涉足养

老健康游的， 供应链金融创新、

布局全产业链的公司；三是有催

化剂的概念题材股，如迪士尼概

念、国企改革等。（王威）

震荡下行 沪综指周跌

8.96%

上周沪深两市延续前一周

跌势，重心震荡下行，险守2900

点。 后两个交易日逼近2850点，

震荡加剧。

具体来看， 上周一沪综指大

跌逾5%，退守3000点；周二震荡

整理，收出阴十字星；周三再度大

幅下挫，跌破3000点；上周四下

探至2867.55点后绝地反击，强势

反弹收复3000点；不过上周五低

开低走，下跌3.55%，收报2900.97

点。至此，上证综指上周累计下跌

8.96%，一度跌破120周均线。 而

今年以来的两个交易周， 沪综指

已经累计调整18.03%。 上周沪市

总计成交1.14万亿元， 环比前一

周的1.26万亿元小幅萎缩。

随着沪综指再度下行， 大盘

蓝筹股的估值继续回落， 目前已

经降至2015年以来的低位。 与此

同时， 人民币汇率等扰动因素逐

步减弱，有助恐慌情绪的缓解。另

外， 此前沪综指整体表现相对创

业板抗跌， 不过上周五权重股集

体砸盘，拖累沪综指大幅回调，跑

输创业板，“补跌”信号明显。 有

分析人士指出，从博弈的角度看，

权重板块担当最后的杀跌角色有

助于市场加速探明底部。

不过，周四大涨后市场快速

回调，凸显资金逢高减仓的谨慎

心态。 在这种心态下，行情难以

快速反转。 技术面上， 沪综指

2850点正式面临考验，短期波动

加大， 市场步入加速赶底阶段。

不过后市若要走出底部区域、重

回上行通道，将面临上方巨大套

牢盘压力，需较长时间的反复震

荡来消化压力、修复信心。 对于

投资者而言， 短期不宜急于抄

底，建议静待市场企稳。（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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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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售股解禁配表大宗交易配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