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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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284.SZ

亚太股份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64,174.22 -23.11 23.33

002782.SZ

可立克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52,694.95 -18.72 139.67

000838.SZ

财信发展 换手率达

20% 245,066.05 -1.09 22.49

002466.SZ

天齐锂业 振幅值达

15% 221,719.60 -10.00 10.48

002717.SZ

岭南园林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8,596.36 28.07 37.04

000838.SZ

财信发展 换手率达

20% 207,644.68 10.01 21.01

002787.SZ

华源包装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3,092.32 -24.46 138.66

600652.SH

游久游戏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0,330.78 24.75 20.86

000838.SZ

财信发展 振幅值达

15% 190,093.72 9.99 20.68

000838.SZ

财信发展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190,093.72 9.99 20.68

000838.SZ

财信发展 换手率达

20% 190,093.72 9.99 20.68

300494.SZ

盛天网络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182,135.68 22.75 63.51

300494.SZ

盛天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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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566.98 1.44 62.51

300494.SZ

盛天网络 换手率达

20% 179,566.98 1.44 62.51

300496.SZ

中科创达 换手率达

20% 174,024.80 5.67 32.04

300496.SZ

中科创达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169,738.14 -10.00 32.08

300496.SZ

中科创达 换手率达

20% 169,738.14 -10.00 32.08

002355.SZ

兴民钢圈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168,056.24 27.91 24.80

002070.SZ

众和股份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164,857.61 9.98 17.31

000881.SZ

大连国际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161,329.83 23.82 29.97

600678.SH

四川金顶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159,617.66 -10.02 30.83

600610.SH

中毅达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154,348.86 20.98 36.79

300496.SZ

中科创达 振幅值达

15% 143,223.92 8.02 28.63

300496.SZ

中科创达 换手率达

20% 143,223.92 8.02 28.63

300329.SZ

海伦钢琴 换手率达

20% 137,533.88 0.03 36.84

603778.SH

乾景园林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133,762.38 -17.52 109.08

300294.SZ

博雅生物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133,381.71 21.72 23.02

000795.SZ

太原刚玉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130,708.50 16.74 32.23

600880.SH

博瑞传播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130,076.28 33.20 18.08

002001.SZ

新和成 振幅值达

15% 127,891.46 4.50 7.29

002468.SZ

艾迪西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115,108.68 -10.00 9.16

000410.SZ

沈阳机床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112,776.68 10.02 8.27

002019.SZ

亿帆鑫富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112,267.57 10.00 13.06

300329.SZ

海伦钢琴 换手率达

20% 110,955.34 3.17 32.36

002787.SZ

华源包装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110,731.77 -9.44 67.62

002787.SZ

华源包装 换手率达

20% 110,731.77 -9.44 6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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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252.SZ

上海莱士

2016-1-18 36.80 -5.18 39.00 1,185.08 43,610.94

000670.SZ

盈方微

2016-1-22 9.57 -4.01 10.08 4,000.00 38,280.00

002364.SZ

中恒电气

2016-1-20 20.70 -6.29 21.89 1,200.00 24,840.00

002624.SZ

完美环球

2016-1-21 20.82 -9.99 25.44 960.00 19,987.20

002468.SZ

艾迪西

2016-1-18 39.30 -0.96 39.51 500.00 19,650.00

002468.SZ

艾迪西

2016-1-20 36.80 -8.43 36.17 500.00 18,400.00

002624.SZ

完美环球

2016-1-21 25.44 9.99 25.44 719.00 18,291.36

600094.SH

大名城

2016-1-19 7.73 2.52 8.01 2,321.17 17,942.62

000670.SZ

盈方微

2016-1-20 10.17 -6.70 10.79 1,670.00 16,983.90

002739.SZ

万达院线

2016-1-22 79.50 -9.99 89.60 210.00 16,695.00

600745.SH

中茵股份

2016-1-20 28.51 4.43 29.54 583.00 16,621.33

002624.SZ

完美环球

2016-1-21 25.44 9.99 25.44 617.22 15,702.08

002616.SZ

长青集团

2016-1-19 17.20 0.29 17.73 900.00 15,480.00

002130.SZ

沃尔核材

2016-1-18 16.99 -4.76 18.27 900.00 15,291.00

600610.SH

中毅达

2016-1-22 14.80 3.42 15.74 1,000.00 14,800.00

002130.SZ

沃尔核材

2016-1-18 16.99 -4.76 18.27 870.00 14,781.30

002539.SZ

新都化工

2016-1-19 16.05 4.77 15.73 685.03 10,994.68

600745.SH

中茵股份

2016-1-20 28.51 4.43 29.54 377.51 10,762.81

600745.SH

中茵股份

2016-1-20 28.51 4.43 29.54 373.29 10,642.50

600577.SH

精达股份

2016-1-19 4.03 -10.04 4.66 2,400.00 9,672.00

002413.SZ

雷科防务

2016-1-21 46.42 0.00 43.55 200.00 9,284.00

002539.SZ

新都化工

2016-1-19 15.96 4.18 15.73 561.64 8,963.71

600572.SH

康恩贝

2016-1-19 10.53 -4.53 11.31 850.00 8,950.50

002030.SZ

达安基因

2016-1-22 29.41 -10.01 32.80 299.16 8,798.29

601558.SH

华锐风电

2016-1-18 2.88 -4.00 3.02 3,000.00 8,640.00

002519.SZ

银河电子

2016-1-22 16.41 -9.93 18.46 503.08 8,255.54

002130.SZ

沃尔核材

2016-1-18 16.99 -4.76 18.27 480.00 8,155.20

601006.SH

大秦铁路

2016-1-22 6.60 -9.59 7.39 1,212.41 8,001.94

000558.SZ

莱茵体育

2016-1-20 16.49 -9.99 18.35 473.85 7,813.74

600610.SH

中毅达

2016-1-18 12.23 3.38 13.01 620.00 7,582.60

300144.SZ

宋城演艺

2016-1-18 25.27 0.08 26.05 300.00 7,581.00

300290.SZ

荣科科技

2016-1-18 13.68 -10.00 16.09 550.00 7,524.00

600610.SH

中毅达

2016-1-22 14.80 3.42 15.74 500.00 7,400.00

600610.SH

中毅达

2016-1-22 14.80 3.42 15.74 500.00 7,400.00

600610.SH

中毅达

2016-1-21 13.45 3.38 14.31 550.00 7,397.50

600266.SH

北京城建

2016-1-20 11.66 -1.85 11.66 630.76 7,354.76

上周跑赢大盘股票行业分布

上周跑赢大盘股票各板块占比

上 周 跑 赢 大 盘 部 分 股 票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上周涨跌幅

（%）

上周收盘价

（不复权元）

上周相对大盘

涨跌幅（%）

市盈率PE

(TTM倍)

所属申万行

业名称

上市板 所属概念板块

002785.SZ

万里石

61.1478 24.4300 60.6103 218.6284

建筑材料 中小企业板 次新股

;

超涨

002778.SZ

高科石化

61.0901 38.4200 60.5527 93.5152

化工 中小企业板 超涨

002777.SZ

久远银海

61.0320 68.9700 60.4945 97.2104

计算机 中小企业板 次新股

;

小盘绩优

;

超涨

600876.SH

洛阳玻璃

50.5366 30.8600 49.9991 -108.6641

建筑材料 主板 重组

;

央企

;

国资改革

;

含

H

股的

A

股

;

超涨

000048.SZ

康达尔

50.3636 41.3500 49.8262 59.7861

农林牧渔 主板 举牌

;

超涨

300466.SZ

赛摩电气

36.6667 72.1600 36.1292 160.2324

电气设备 创业板 工业

4.0;

高送转概念

;

小盘绩优

;

超涨

;

高送转

;

并购阶段

(

需定增

)

300294.SZ

博雅生物

33.2288 42.5000 32.6914 82.6253

医药生物 创业板 重组

;

生物疫苗

;

高送转概念

;

超涨

;

预增

;

高送转

002703.SZ

浙江世宝

33.1227 25.2800 32.5852 145.3828

汽车 中小企业板 含

H

股的

A

股

;

超涨

;

超跌

600610.SH

中毅达

33.0516 15.7400 32.5141 126.1663

建筑装饰 主板 装饰园林

;

质押式回购

;

含

B

股的

A

股

;

超涨

002624.SZ

完美环球

33.0480 27.9800 32.5105 45.7213

建筑材料 中小企业板 网络游戏

;

文化传媒概念

(Wind);

员工持股

;

超涨

;

并购阶段

(

需定增

)

300491.SZ

通合科技

32.0817 51.7100 31.5443 102.3886

电气设备 创业板 次新股

;

小盘绩优

;

超涨

000795.SZ

太原刚玉

31.8504 13.0400 31.3129 299.4590

有色金属 主板 稀土永磁

;

高送转概念

;

超涨

;

高送转

;

并购阶段

(

需定增

)

002452.SZ

长高集团

31.0000 11.7900 30.4625 87.4524

电气设备 中小企业板 智能电网

;

安防监控

;

网络安全

;

质押式回购

;

并购阶段

(

需定增

)

603299.SH

井神股份

30.6967 18.0100 30.1592 139.7594

化工 主板 次新股

;

超涨

600880.SH

博瑞传播

29.8667 9.7400 29.3292 63.1366

传媒 主板 网络游戏

;

文化传媒概念

(Wind);

国家队

;

证金概念

;

融资融券标的

;

并购阶段

(

需定增

)

002562.SZ

兄弟科技

28.5246 23.5200 27.9871 104.1117

化工 中小企业板 超涨

300160.SZ

秀强股份

28.3082 42.4700 27.7707 136.8426

家用电器 创业板 在线教育

;

高送转概念

;

员工持股

;

超涨

;

高送转

300023.SZ

宝德股份

27.6457 39.2000 27.1082 531.3191

机械设备 创业板 高送转概念

;

超涨

;

预增

;

高送转

002758.SZ

华通医药

27.6107 84.4400 27.0732 96.7941

医药生物 中小企业板 小盘绩优

;

超涨

300317.SZ

珈伟股份

27.3550 23.9300 26.8175 265.8752

电子 创业板 重组

;

太阳能发电

;

员工持股

;

高送转

;

并购阶段

(

需定增

)

000930.SZ

中粮生化

26.7662 12.7400 26.2287 -24.1483

农林牧渔 主板 央企

;

国资改革

;

国家队

;

融资融券标的

;

超跌

603025.SH

大豪科技

26.6952 35.5000 26.1577 86.8990

电气设备 主板 超涨

002019.SZ

亿帆鑫富

26.5378 46.4900 26.0004 48.7378

医药生物 中小企业板 员工持股

;

质押式回购

;

超涨

300342.SZ

天银机电

26.4920 38.1500 25.9546 73.0977

家用电器 创业板 质押式回购

;

超涨

;

并购阶段

(

需定增

)

600231.SH

凌钢股份

26.4887 6.1600 25.9512 -12.3447

钢铁 主板 超涨

;

并购阶段

(

需定增

)

002066.SZ

瑞泰科技

25.8361 15.0500 25.2986 -215.4274

建筑材料 中小企业板 央企

;

国资改革

;

国家队

;

超跌

002077.SZ

大港股份

25.5058 17.3700 24.9683 -561.5970

房地产 中小企业板 太阳能发电

;

芯片国产化

;

超涨

;

并购阶段

(

需定增

)

000010.SZ

深华新

25.0704 8.8800 24.5329 -125.5751

建筑装饰 主板 重组

;

装饰园林

;

超涨

002615.SZ

哈尔斯

24.4231 25.8800 23.8856 116.8123

轻工制造 中小企业板 金融改革

;

国家队

;

超涨

600806.SH

昆明机床

24.4218 13.4500 23.8843 -35.0851

机械设备 主板 高端装备制造

;

机器人

;

工业

4.0;

含

H

股的

A

股

;

超涨

600225.SH

天津松江

24.2671 7.6300 23.7296 -60.8518

房地产 主板 天津自贸区

;

融资融券标的

;

超涨

002147.SZ

方圆支承

24.2464 18.9600 23.7089 -166.1595

机械设备 中小企业板 借壳上市

;

超涨

;

并购阶段

(

需定增

)

300217.SZ

东方电热

24.0113 13.1700 23.4738 61.6971

家用电器 创业板 员工持股

;

国家队

;

超涨

600616.SH

金枫酒业

23.9378 11.9600 23.4003 103.3012

食品饮料 主板 浦东新区

;

融资融券标的

;

超涨

002001.SZ

新和成

23.6641 16.2000 23.1266 46.3884

医药生物 中小企业板 员工持股

;

融资融券标的

;QFII

重仓

;

大盘蓝筹

000615.SZ

湖北金环

23.6350 16.5300 23.0975 31.2731

化工 主板 借壳上市

;

重组

;

高送转概念

;

质押式回购

;

超涨

;

高送转

000040.SZ

宝安地产

23.4626 13.0500 22.9251 87.0986

房地产 主板 重组

;

太阳能发电

;

深圳前海新区

;

质押式回购

;

超涨

300209.SZ

天泽信息

23.4444 22.2200 22.9070 489.6242

计算机 创业板 物联网

;

智能交通

;

智能汽车

;

员工持股

;

质押式回购

;

人工智能

;

并购阶段

(

需定增

)

002679.SZ

福建金森

23.3766 21.8500 22.8391 61.4586

农林牧渔 中小企业板 美丽中国

;

土地流转

;

超涨

002346.SZ

柘中股份

23.0135 20.9000 22.4761 51.2575

建筑材料 中小企业板 舟山新区

;

超涨

002626.SZ

金达威

22.2578 15.2700 21.7203 55.3121

医药生物 中小企业板 质押式回购

;

国家队

;

证金概念

;

超涨

300123.SZ

太阳鸟

22.1042 12.6500 21.5668 1354.1927

国防军工 创业板 质押式回购

;

并购阶段

(

需定增

)

002141.SZ

蓉胜超微

21.7454 25.5300 21.2079 -2657.8157

电子 中小企业板 超涨

;

预增

300494.SZ

盛天网络

21.5173 82.1700 20.9798 129.8444

传媒 创业板 次新股

;

小盘绩优

;

超涨

603268.SH

松发股份

20.9960 44.9500 20.4585 87.2193

轻工制造 主板 质押式回购

;

小盘绩优

;

超涨

600116.SH

三峡水利

20.9455 20.2100 20.4081 30.9523

公用事业 主板 水利水电建设

;

融资融券标的

;

超涨

300479.SZ

神思电子

20.8773 82.3900 20.3399 126.6103

计算机 创业板 生物识别

;

次新股

;

小盘绩优

;

超涨

300441.SZ

鲍斯股份

20.7670 37.1600 20.2295 206.2781

机械设备 创业板 高送转概念

;

超涨

;

高送转

;

并购阶段

(

需定增

)

002028.SZ

思源电气

20.7258 14.9700 20.1883 25.2999

电气设备 中小企业板 智能电网

;

充电桩

;

特高压

;

融资融券标的

;

超涨

300046.SZ

台基股份

20.6468 19.4000 20.1093 98.3846

电子 创业板 国家队

;

超涨

002173.SZ

千足珍珠

20.4878 22.2300 19.9503 -144.8974

农林牧渔 中小企业板 重组

;

黄金珠宝

;

民营医院

;

质押式回购

;

健康中国

;

超涨

000738.SZ

中航动控

20.4082 31.2700 19.8707 196.6739

国防军工 主板 央企

;

通用航空

;

高端装备制造

;

航母

;

国家队

;

融资融券标的

;

超涨

002247.SZ

帝龙新材

20.3280 27.8800 19.7905 71.7108

轻工制造 中小企业板 重组

;

网络游戏

;

超涨

;

并购阶段

(

需定增

)

002355.SZ

兴民钢圈

20.2532 20.9000 19.7157 413.0126

汽车 中小企业板 民营银行

;

融资融券标的

;

超涨

002518.SZ

科士达

20.0249 28.8900 19.4874 37.0107

电气设备 中小企业板 太阳能发电

;

充电桩

;

融资融券标的

;

超涨

002586.SZ

围海股份

19.8710 9.2900 19.3335 95.8495

建筑装饰 中小企业板 水利水电建设

;

舟山新区

;

超涨

300449.SZ

汉邦高科

19.8034 93.8300 19.2659 125.6206

计算机 创业板 安防监控

;

质押式回购

;

小盘绩优

;

超涨

000838.SZ

财信发展

19.7605 58.0000 19.2230 217.4156

房地产 主板 高送转概念

;

质押式回购

;

超涨

;

高送转

300150.SZ

世纪瑞尔

19.6954 11.7900 19.1579 41.5953

计算机 创业板 高铁

;

安防监控

;

员工持股

;

质押式回购

;

并购阶段

(

需定增

)

600528.SH

中铁二局

19.6643 14.9700 19.1268 153.3207

建筑装饰 主板 央企

;

高铁

;

一带一路

;

融资融券标的

;

超涨

;

并购阶段

(

需定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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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66.SZ

申万宏源

2016-1-26 206,995.47 532,463.51 953,210.98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0975.SZ

银泰资源

2016-1-25 41,264.40 102,707.40 5,454.21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582.SH

天地科技

2016-1-28 34,649.61 277,433.61 136,425.28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008.SH

首创股份

2016-1-25 21,030.71 241,030.71 0.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445.SZ

中南重工

2016-1-25 19,370.98 69,525.98 4,350.68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3799.SH

华友钴业

2016-1-29 17,292.20 26,392.20 27,126.8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415.SZ

伊之密

2016-1-27 9,900.00 15,900.00 8,10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0614.SH

鼎立股份

2016-1-26 9,498.00 111,276.92 39,871.85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0061.SZ

农产品

2016-1-25 8,387.00 169,152.95 543.46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619.SH

海立股份

2016-1-27 6,500.00 38,357.45 19,856.65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378.SZ

鼎捷软件

2016-1-26 6,067.89 11,180.40 8,894.21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734.SZ

利民股份

2016-1-27 5,423.68 8,673.68 4,326.32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3611.SH

诺力股份

2016-1-28 5,302.50 9,302.50 6,697.5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3899.SH

晨光文具

2016-1-27 5,200.00 11,200.00 34,80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536.SZ

西泵股份

2016-1-27 4,145.00 8,766.26 2,360.67

追加承诺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603558.SH

健盛集团

2016-1-27 4,050.00 11,550.00 18,45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261.SZ

拓维信息

2016-1-27 3,978.76 34,603.94 21,123.84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3678.SH

火炬电子

2016-1-26 3,909.97 8,069.97 8,570.03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3686.SH

龙马环卫

2016-1-26 3,330.00 10,000.00 16,67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383.SZ

光环新网

2016-1-29 2,400.00 25,784.69 28,795.31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116.SZ

坚瑞消防

2016-1-26 2,352.00 26,740.95 23,282.81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740.SZ

爱迪尔

2016-1-25 1,827.94 4,326.77 5,673.23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3600.SH

永艺股份

2016-1-25 1,687.50 4,187.50 5,812.5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369.SZ

绿盟科技

2016-1-28 1,353.53 11,771.95 24,631.95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346.SZ

柘中股份

2016-1-29 980.00 7,980.00 36,177.54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3698.SH

航天工程

2016-1-28 647.06 8,877.06 32,352.94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711.SZ

欧浦智网

2016-1-26 611.47 11,681.03 21,321.17

追加承诺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600645.SH

中源协和

2016-1-25 583.03 33,069.26 5,556.27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417.SZ

南华仪器

2016-1-25 385.00 1,405.00 2,675.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381.SZ

溢多利

2016-1-27 343.50 3,044.23 8,961.58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364.SZ

中文在线

2016-1-25 201.27 6,721.61 5,278.39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095.SZ

华伍股份

2016-1-26 176.94 23,218.54 7,864.10

股权激励一般股份

600383.SH

金地集团

2016-1-27 123.95 450,084.94 0.00

股权激励一般股份

300266.SZ

兴源环境

2016-1-28 118.93 32,604.40 8,796.82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036.SZ

超图软件

2016-1-27 101.14 15,254.12 4,328.04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300136.SZ

信维通信

2016-1-26 26.40 40,896.57 18,941.12

股权激励一般股份

300263.SZ

隆华节能

2016-1-27 0.00 23,336.01 20,993.95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本周趋势 看平

中线趋势 看平

本周区间

2800-3000

点

本周热点 高成长股

本周焦点 市场情绪

、

成交量

本周趋势 看多

中线趋势 看平

本周区间

2900-3200

点

本周热点 超跌优质成长股

、

重组

、

新能源

本周焦点 资金面

、

国际金融市场表现

本周趋势 看平

中线趋势 看平

本周区间

2850-3059

点

本周热点 并购

本周焦点 成交量

有望迎来阶段性反弹

□银泰证券 陈建华

在经过持续的调整后上周

A股两市下行节奏明显放缓，沪

指期间虽然一度跌破2580创出

2844.7的新低，但随后其并未进

一步下探，相反连续多日相对稳

定的表现使得两市初现企稳迹

象。在经过前期的单边下跌行情

后，伴随做空动能的释放以及市

场环境的改善，A股运行料将出

现转机，沪深市场有望迎来阶段

反弹机会。

首先， 随着央行的强力干

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无论是在

岸市场还是离岸市场均已连续

多日企稳，港币兑美元汇率随着

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以及香港官

方的表态上周后期也明显回升。

在国内经济基本面并未出现太

大问题的情况下，汇率的稳定将

有效缓解投资者的担忧心理，为

沪深市场的企稳反弹创出条件。

其次，上周央行通过各种工

具进行持续的流动性投放。仅21

日一天，央行便先后动用7天、28

天逆回购、SLF、MLF等4种工

具， 向市场投放资金至少7525

亿。可以预期的是为保持资金充

裕，同时将利率维持在相对稳定

的水平，后期央行进一步向市场

注入流动性依然是大概率事件。

资金市场的稳定显然将对资本

市场形成正面支撑，利于后期A

股运行。

此外，管理层对市场的呵护

也将提振投资者信心。 同时，对

近期重要股东借道大宗交易减

持的行为，管理层也进一步作出

细化监管， 表示将重点监控，一

旦出现影响正常交易秩序的情

形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因而对

后期A股我们认为已无过于悲

观的必要，沪深两市运行料将出

现转机，后期A股将有望迎来阶

段反弹机会。

无量反弹 继续筑底

□西部证券 黄铮

上周市场维持底部震荡格

局， 或有的间歇反弹始终难以持

续。笔者认为，沪指自下破上年低

点2850后止跌意愿显现。 考虑近

期影响市场的汇率和流动性困扰

犹存， 市场低位反弹受制量能制

约明显， 预计沪指股指重心围绕

五日均线构筑底部还将延续。

本轮系统性调整的诱因正

在逐一去风险化，但过程较为缓

慢。 上周人民币汇率的阶段性稳

定，对A股而言终于成就喘息机

会； 上周央行综合运用货币政

策，持续注入流动性，总量控制

的前瞻性举措，旨在应对于中短

期流动性吃紧压力。对于市场而

言，持续超跌的同时个股反弹要

求明显， 但受制量能低位表现，

上周市场一度符合反弹缩量、回

调放量的不利局面。 指数筑底阶

段，量能真实反映当前市场交投

不活跃、 热点不持续的两难局

面。 这是因为市场信心不坚定，

也是指数底部震荡加剧的直接

原因。

结合技术走势观察，沪市日

K线显示，指数盘中波动基本围

绕五日均线展开，一方面说明底

部基本探明， 盘中回挫空间有

限。 另一方面，超跌反弹的强弱

界限，只有立足短期均线上方方

能成立。 短期均线收敛走平迹

象， 说明近一阶段筑底仍有延

续。 周K线显示，沪指周线初步

止跌回稳，较长上引线表明股指

反抽遭遇较大压力。 总体看，沪

指低位缩量迹象及周线企稳还

需确认，预计本周沪指围绕五日

均线的反复波动势必延续，在热

点不明晰、 量能萎靡的现阶段，

抵抗性反弹盘中时有出现，市场

可参与性却不明显。 操作上，轻

仓防御的同时，切不可盘中盲目

跟涨。

弱势震荡格局难改

□申万宏源 钱启敏

上周沪深股市受海外市场

动荡共振影响，低位震荡，盘中

上证指数再破2850点前期低点，

周五在煤炭钢铁等权重股拉升

下回到2900点上方。 从目前看，

上周五欧美股市大涨，有利于本

周A股企稳反弹，但市场内外环

境尚无根本性好转，投资情绪依

旧谨慎，因此弱势震荡的格局难

以改变，操作上仍以防御为主。

近期海外市场表现成为A股

走势的主要看点。上周港股市场剧

烈波动，好在港元回稳促使港股探

底反弹。 同时，欧美股市也由于对

经济前景的担忧和宽松政策的预

期而出现大起大落、宽幅震荡的走

势。 从目前看，随着人民币汇率的

企稳和港元汇率回归常态，以及欧

洲货币政策的再宽松，有利于A股

市场联动企稳并出现小幅反弹。

不过， 就A股市场本身而

言，一些内在的制约性因素继续

存在，尚未明显缓解。 不管是经

济增速下行压力还是巨大的债

务压力，都将形成掣肘，使得投

资者担心2016年宏观经济及上

市公司基本面难有持续增长。

从资金层面看，年初资金面

出现逆周期的紧张，导致上周央

行通过逆回购、短期中期借贷便

利等方式大手笔的净投放1.3万

亿元，补充流动性，但这一政策

也意味着市场普遍预期的降存

准可能落空。 同时，从股市资金

情况看，新股发行再起，虽然在

新规则下对存量资金影响很小。

而根据银证转账方面的资金数

据目前仍处于小幅流出的状态。

如果说“水涨船高” ，那么目前

的水好像还没有明显增加。

再从盘面表现看，上周上证

指数盘中曾失守2850点，周五又

再次逼近道2851点，虽然收盘到

了2900点上方， 但根据以往规

律，如果一个重要的低点被反复

触及，那么这个低点很可能就不

是有效低点，将大概率地寻求更

低更新的低位支撑。 同时，从成

交量观察， 每当大盘触底反弹

时，成交量始终低迷，上周最低

单日沪深总成交不足5000亿元，

表明目前投资者参与意识不强，

观望情绪甚浓，也就是说，对行

情反弹缺乏信心。 因此，在市场

环境没有明显改善以及技术形

态仍处弱势的情况下，投资者在

操作上还应谨慎应对，低仓位观

望为宜，保存实力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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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券商论道

上周逾六成股票跑赢大盘

□本报记者 王威

上周A股探底回升，在连续

下跌三周后周K线首度收红。 据

Wind资讯数据， 上周两市震荡

中共有1766只股票表现强于大

盘，占全部A股的62.87%。 虽然

从比例来看，主板股票占比高于

中小创品种， 但从行业分布来

看，机械设备、医药生物、电子、

计算机等成长板块的个股数量

明显较多，且涨幅居前的股票主

要以次新股、高送转及并购品种

为主，个股赚钱效应并不缺乏。

1766股跑赢大盘

在连续3周大幅下挫后，上

周上证综指探底回升，小幅上涨

并企稳120周K线位置。 沪指收

于2916.56点， 周内小涨0.54%。

上周A股全部2809只股票中，有

1876只股票上涨，692只下跌。其

中， 相对于上证综指同期0.54%

的周涨幅来说，两市共有1766只

股 票 跑 赢 了 大 盘 ， 占 比 达

62.87%。可见，从整体来看，大盘

震荡过程中个股的赚钱效应并

不缺乏。

具体来看，上周相对大盘涨

幅超过20%的股票有50只，其中

万里石、高科石化、久远银海、洛

阳玻璃、 康达尔相对涨幅居前，

分别相对大盘上涨 60.61% 、

60.55% 、60.49% 、50.00% 和

49.53%。此外，赛摩电气、博雅生

物、浙江世宝、中毅达、完美环

球、通合科技、太原刚玉、长高集

团和井神股份的相对涨幅也都

在30%以上。 而新中基、山水文

化、百润股份和敦煌种业相对大

盘表现明显偏弱，相对大盘分别

下跌34.89%、32.77%、31.15%和

30.60%。

从股价结构上来看，相对大

盘表现强势的股票并未表现出

明显的偏好差别。 一方面，这

1876只相对大盘上涨的股票的

平均股价为19.61元，而全部A股

的平均股票为19.56元， 差别并

不大；另一方面，在这1876只股

票中包含贵州茅台、 金雷风电、

浩丰科技、创业软件、世纪游轮

等10只百元股，同时也有中弘股

份、农业银行、攀钢钒钛、海南航

空、金杯汽车、国栋建设、新湖中

宝这些股票不足4元的低价股。

不过高价股及低价股上周的涨

幅并不突出， 股价的 “中产阶

级”成为资金关注的重点。

不过资金更倾向于规避估

值过高的股票。 全部A股在剔除

负值后的平均市盈率（TTM）

为184.41倍，而这1876只股票剔

除了负值后， 平均的市盈率

（TTM）为171.88倍，明显低于

全部A股的平均水平。 这在一定

程度上说明，当前市场对于高估

值个股依然存在一定担忧情绪，

对估值的关注度较此前明显提

高。

从细分板块来看，这1766只

股票中，有915只股票属于主板，

而创业板和中小企业板分别有

350只和504只 ， 占比分别为

52%、20%和28%。

成长股占优 题材热蔓延

虽然从细分板块来看，资金

对于主板及中小盘品种并未出

现明显的偏向， 但整体来看，上

周个股表现情况明显优于大盘，

这也是由于资金对于中小盘成

长股以及题材股更为青睐所造

成，这从这些股票在行业板块及

概念板块的分布上 “可见一

斑” 。

从行业板块来看，这1766个

板块在28个申万一级行业板块

中均有分布。 其中，机械设备、化

工、医药生物、电子、电气设备和

房地产板块的个股数量均在100

只以上，具体数据分别为192只、

169只、134只、117只、104只和

101只。可见，成长板块成为上周

强势股的“集中营” 。 而二线蓝

筹股紧随其后，个股数量也相对

较多。 房地产、汽车、公用事业、

交通运输、轻工制造、商业贸易、

有色金属和农林牧渔的个股数

量也都超过了50只。 与其相对

应，银行、钢铁和非银金融板块

上周强势股数量“垫底” ，具体

数量分别仅为4只、14只和17只，

国防军工、休闲服务和综合板块

的强势股数量也在30只以下。由

此可见，上周资金对于成长股的

青睐度再度上升，成长板块再度

成为资金关注的焦点，二线蓝筹

股也因年报行情预期的逐渐升

温而获得较多关注，而权重蓝筹

板块相对遇冷。

从这1766只股票所属的概

念板块来看，涨幅较大的股票主

要集中在次新股、高送转以及并

购阶段（需定增）概念当中。 另

外，改革相关题材、绩优和预增

等概念的“出镜率” 也颇高。 建

议投资者近期重点关注相关题

材股票的短期投资机会。

上周跑赢大盘股票各板块占比

有望迎来阶段性反弹

□银泰证券 陈建华

在经过持续的调整后上周

A股两市下行节奏明显放缓，沪

指期间虽然一度跌破2580创出

2844.7的新低，但随后其并未进

一步下探，相反连续多日相对稳

定的表现使得两市初现企稳迹

象。在经过前期的单边下跌行情

后，伴随做空动能的释放以及市

场环境的改善，A股运行料将出

现转机，沪深市场有望迎来阶段

反弹机会。

首先， 随着央行的强力干

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无论是在

岸市场还是离岸市场均已连续

多日企稳，港币兑美元汇率随着

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以及香港官

方的表态上周后期也明显回升。

在国内经济基本面并未出现太

大问题的情况下，汇率的稳定将

有效缓解投资者的担忧心理，为

沪深市场的企稳反弹创出条件。

其次，上周央行通过各种工

具进行持续的流动性投放。仅21

日一天，央行便先后动用7天、28

天逆回购、SLF、MLF等4种工

具， 向市场投放资金至少7525

亿。可以预期的是为保持资金充

裕，同时将利率维持在相对稳定

的水平，后期央行进一步向市场

注入流动性依然是大概率事件。

资金市场的稳定显然将对资本

市场形成正面支撑，利于后期A

股运行。

此外，管理层对市场的呵护

也将提振投资者信心。 同时，对

近期重要股东借道大宗交易减

持的行为，管理层也进一步作出

细化监管， 表示将重点监控，一

旦出现影响正常交易秩序的情

形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因而对

后期A股我们认为已无过于悲

观的必要，沪深两市运行料将出

现转机，后期A股将有望迎来阶

段反弹机会。

无量反弹 继续筑底

□西部证券 黄铮

上周市场维持底部震荡格

局， 或有的间歇反弹始终难以持

续。笔者认为，沪指自下破上年低

点2850后止跌意愿显现。 考虑近

期影响市场的汇率和流动性困扰

犹存， 市场低位反弹受制量能制

约明显， 预计沪指股指重心围绕

五日均线构筑底部还将延续。

本轮系统性调整的诱因正

在逐一去风险化，但过程较为缓

慢。 上周人民币汇率的阶段性稳

定，对A股而言终于成就喘息机

会； 上周央行综合运用货币政

策，持续注入流动性，总量控制

的前瞻性举措，旨在应对于中短

期流动性吃紧压力。对于市场而

言，持续超跌的同时个股反弹要

求明显， 但受制量能低位表现，

上周市场一度符合反弹缩量、回

调放量的不利局面。 指数筑底阶

段，量能真实反映当前市场交投

不活跃、 热点不持续的两难局

面。 这是因为市场信心不坚定，

也是指数底部震荡加剧的直接

原因。

结合技术走势观察，沪市日

K线显示，指数盘中波动基本围

绕五日均线展开，一方面说明底

部基本探明， 盘中回挫空间有

限。 另一方面，超跌反弹的强弱

界限，只有立足短期均线上方方

能成立。 短期均线收敛走平迹

象， 说明近一阶段筑底仍有延

续。 周K线显示，沪指周线初步

止跌回稳，较长上引线表明股指

反抽遭遇较大压力。 总体看，沪

指低位缩量迹象及周线企稳还

需确认，预计本周沪指围绕五日

均线的反复波动势必延续，在热

点不明晰、 量能萎靡的现阶段，

抵抗性反弹盘中时有出现，市场

可参与性却不明显。 操作上，轻

仓防御的同时，切不可盘中盲目

跟涨。

弱势震荡格局难改

□申万宏源 钱启敏

上周沪深股市受海外市场

动荡共振影响，低位震荡，盘中

上证指数再破2850点前期低点，

周五在煤炭钢铁等权重股拉升

下回到2900点上方。 从目前看，

上周五欧美股市大涨，有利于本

周A股企稳反弹，但市场内外环

境尚无根本性好转，投资情绪依

旧谨慎，因此弱势震荡的格局难

以改变，操作上仍以防御为主。

近期海外市场表现成为A股

走势的主要看点。上周港股市场剧

烈波动，好在港元回稳促使港股探

底反弹。 同时，欧美股市也由于对

经济前景的担忧和宽松政策的预

期而出现大起大落、宽幅震荡的走

势。 从目前看，随着人民币汇率的

企稳和港元汇率回归常态，以及欧

洲货币政策的再宽松，有利于A股

市场联动企稳并出现小幅反弹。

不过， 就A股市场本身而

言，一些内在的制约性因素继续

存在，尚未明显缓解。 不管是经

济增速下行压力还是巨大的债

务压力，都将形成掣肘，使得投

资者担心2016年宏观经济及上

市公司基本面难有持续增长。

从资金层面看，年初资金面

出现逆周期的紧张，导致上周央

行通过逆回购、短期中期借贷便

利等方式大手笔的净投放1.3万

亿元，补充流动性，但这一政策

也意味着市场普遍预期的降存

准可能落空。 同时，从股市资金

情况看，新股发行再起，虽然在

新规则下对存量资金影响很小。

而根据银证转账方面的资金数

据目前仍处于小幅流出的状态。

如果说“水涨船高” ，那么目前

的水好像还没有明显增加。

再从盘面表现看，上周上证

指数盘中曾失守2850点，周五又

再次逼近道2851点，虽然收盘到

了2900点上方， 但根据以往规

律，如果一个重要的低点被反复

触及，那么这个低点很可能就不

是有效低点，将大概率地寻求更

低更新的低位支撑。 同时，从成

交量观察， 每当大盘触底反弹

时，成交量始终低迷，上周最低

单日沪深总成交不足5000亿元，

表明目前投资者参与意识不强，

观望情绪甚浓，也就是说，对行

情反弹缺乏信心。 因此，在市场

环境没有明显改善以及技术形

态仍处弱势的情况下，投资者在

操作上还应谨慎应对，低仓位观

望为宜，保存实力为要。

上周逾六成股票跑赢大盘

□本报记者 王威

上周A股探底回升，在连续

下跌三周后周K线首度收红。 据

Wind资讯数据， 上周两市震荡

中共有1766只股票表现强于大

盘，占全部A股的62.87%。 虽然

从比例来看，主板股票占比高于

中小创品种， 但从行业分布来

看，机械设备、医药生物、电子、

计算机等成长板块的个股数量

明显较多，且涨幅居前的股票主

要以次新股、高送转及并购品种

为主，个股赚钱效应并不缺乏。

1766股跑赢大盘

在连续3周大幅下挫后，上

周上证综指探底回升，小幅上涨

并企稳120周K线位置。 沪指收

于2916.56点， 周内小涨0.54%。

上周A股全部2809只股票中，有

1876只股票上涨，692只下跌。其

中， 相对于上证综指同期0.54%

的周涨幅来说，两市共有1766只

股 票 跑 赢 了 大 盘 ， 占 比 达

62.87%。可见，从整体来看，大盘

震荡过程中个股的赚钱效应并

不缺乏。

具体来看，上周相对大盘涨

幅超过20%的股票有50只，其中

万里石、高科石化、久远银海、洛

阳玻璃、 康达尔相对涨幅居前，

分别相对大盘上涨 60.61% 、

60.55% 、60.49% 、50.00% 和

49.53%。此外，赛摩电气、博雅生

物、浙江世宝、中毅达、完美环

球、通合科技、太原刚玉、长高集

团和井神股份的相对涨幅也都

在30%以上。 而新中基、山水文

化、百润股份和敦煌种业相对大

盘表现明显偏弱，相对大盘分别

下跌34.89%、32.77%、31.15%和

30.60%。

从股价结构上来看，相对大

盘表现强势的股票并未表现出

明显的偏好差别。 一方面，这

1876只相对大盘上涨的股票的

平均股价为19.61元，而全部A股

的平均股票为19.56元， 差别并

不大；另一方面，在这1876只股

票中包含贵州茅台、 金雷风电、

浩丰科技、创业软件、世纪游轮

等10只百元股，同时也有中弘股

份、农业银行、攀钢钒钛、海南航

空、金杯汽车、国栋建设、新湖中

宝这些股票不足4元的低价股。

不过高价股及低价股上周的涨

幅并不突出， 股价的 “中产阶

级”成为资金关注的重点。

不过资金更倾向于规避估

值过高的股票。 全部A股在剔除

负值后的平均市盈率（TTM）

为184.41倍，而这1876只股票剔

除了负值后， 平均的市盈率

（TTM）为171.88倍，明显低于

全部A股的平均水平。 这在一定

程度上说明，当前市场对于高估

值个股依然存在一定担忧情绪，

对估值的关注度较此前明显提

高。

从细分板块来看，这1766只

股票中，有915只股票属于主板，

而创业板和中小企业板分别有

350只和504只 ， 占比分别为

52%、20%和28%。

成长股占优 题材热蔓延

虽然从细分板块来看，资金

对于主板及中小盘品种并未出

现明显的偏向， 但整体来看，上

周个股表现情况明显优于大盘，

这也是由于资金对于中小盘成

长股以及题材股更为青睐所造

成，这从这些股票在行业板块及

概念板块的分布上 “可见一

斑” 。

从行业板块来看，这1766个

板块在28个申万一级行业板块

中均有分布。 其中，机械设备、化

工、医药生物、电子、电气设备和

房地产板块的个股数量均在100

只以上，具体数据分别为192只、

169只、134只、117只、104只和

101只。可见，成长板块成为上周

强势股的“集中营” 。 而二线蓝

筹股紧随其后，个股数量也相对

较多。 房地产、汽车、公用事业、

交通运输、轻工制造、商业贸易、

有色金属和农林牧渔的个股数

量也都超过了50只。 与其相对

应，银行、钢铁和非银金融板块

上周强势股数量“垫底” ，具体

数量分别仅为4只、14只和17只，

国防军工、休闲服务和综合板块

的强势股数量也在30只以下。由

此可见，上周资金对于成长股的

青睐度再度上升，成长板块再度

成为资金关注的焦点，二线蓝筹

股也因年报行情预期的逐渐升

温而获得较多关注，而权重蓝筹

板块相对遇冷。

从这1766只股票所属的概

念板块来看，涨幅较大的股票主

要集中在次新股、高送转以及并

购阶段（需定增）概念当中。 另

外，改革相关题材、绩优和预增

等概念的“出镜率” 也颇高。 建

议投资者近期重点关注相关题

材股票的短期投资机会。

上周跑赢大盘股票行业分布

有望迎来阶段性反弹

□银泰证券 陈建华

在经过持续的调整后上周

A股两市下行节奏明显放缓，沪

指期间虽然一度跌破2580创出

2844.7的新低，但随后其并未进

一步下探，相反连续多日相对稳

定的表现使得两市初现企稳迹

象。在经过前期的单边下跌行情

后，伴随做空动能的释放以及市

场环境的改善，A股运行料将出

现转机，沪深市场有望迎来阶段

反弹机会。

首先， 随着央行的强力干

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无论是在

岸市场还是离岸市场均已连续

多日企稳，港币兑美元汇率随着

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以及香港官

方的表态上周后期也明显回升。

在国内经济基本面并未出现太

大问题的情况下，汇率的稳定将

有效缓解投资者的担忧心理，为

沪深市场的企稳反弹创出条件。

其次，上周央行通过各种工

具进行持续的流动性投放。仅21

日一天，央行便先后动用7天、28

天逆回购、SLF、MLF等4种工

具， 向市场投放资金至少7525

亿。可以预期的是为保持资金充

裕，同时将利率维持在相对稳定

的水平，后期央行进一步向市场

注入流动性依然是大概率事件。

资金市场的稳定显然将对资本

市场形成正面支撑，利于后期A

股运行。

此外，管理层对市场的呵护

也将提振投资者信心。 同时，对

近期重要股东借道大宗交易减

持的行为，管理层也进一步作出

细化监管， 表示将重点监控，一

旦出现影响正常交易秩序的情

形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因而对

后期A股我们认为已无过于悲

观的必要，沪深两市运行料将出

现转机，后期A股将有望迎来阶

段反弹机会。

无量反弹 继续筑底

□西部证券 黄铮

上周市场维持底部震荡格

局， 或有的间歇反弹始终难以持

续。笔者认为，沪指自下破上年低

点2850后止跌意愿显现。 考虑近

期影响市场的汇率和流动性困扰

犹存， 市场低位反弹受制量能制

约明显， 预计沪指股指重心围绕

五日均线构筑底部还将延续。

本轮系统性调整的诱因正

在逐一去风险化，但过程较为缓

慢。 上周人民币汇率的阶段性稳

定，对A股而言终于成就喘息机

会； 上周央行综合运用货币政

策，持续注入流动性，总量控制

的前瞻性举措，旨在应对于中短

期流动性吃紧压力。对于市场而

言，持续超跌的同时个股反弹要

求明显， 但受制量能低位表现，

上周市场一度符合反弹缩量、回

调放量的不利局面。 指数筑底阶

段，量能真实反映当前市场交投

不活跃、 热点不持续的两难局

面。 这是因为市场信心不坚定，

也是指数底部震荡加剧的直接

原因。

结合技术走势观察，沪市日

K线显示，指数盘中波动基本围

绕五日均线展开，一方面说明底

部基本探明， 盘中回挫空间有

限。 另一方面，超跌反弹的强弱

界限，只有立足短期均线上方方

能成立。 短期均线收敛走平迹

象， 说明近一阶段筑底仍有延

续。 周K线显示，沪指周线初步

止跌回稳，较长上引线表明股指

反抽遭遇较大压力。 总体看，沪

指低位缩量迹象及周线企稳还

需确认，预计本周沪指围绕五日

均线的反复波动势必延续，在热

点不明晰、 量能萎靡的现阶段，

抵抗性反弹盘中时有出现，市场

可参与性却不明显。 操作上，轻

仓防御的同时，切不可盘中盲目

跟涨。

弱势震荡格局难改

□申万宏源 钱启敏

上周沪深股市受海外市场

动荡共振影响，低位震荡，盘中

上证指数再破2850点前期低点，

周五在煤炭钢铁等权重股拉升

下回到2900点上方。 从目前看，

上周五欧美股市大涨，有利于本

周A股企稳反弹，但市场内外环

境尚无根本性好转，投资情绪依

旧谨慎，因此弱势震荡的格局难

以改变，操作上仍以防御为主。

近期海外市场表现成为A股

走势的主要看点。上周港股市场剧

烈波动，好在港元回稳促使港股探

底反弹。 同时，欧美股市也由于对

经济前景的担忧和宽松政策的预

期而出现大起大落、宽幅震荡的走

势。 从目前看，随着人民币汇率的

企稳和港元汇率回归常态，以及欧

洲货币政策的再宽松，有利于A股

市场联动企稳并出现小幅反弹。

不过， 就A股市场本身而

言，一些内在的制约性因素继续

存在，尚未明显缓解。 不管是经

济增速下行压力还是巨大的债

务压力，都将形成掣肘，使得投

资者担心2016年宏观经济及上

市公司基本面难有持续增长。

从资金层面看，年初资金面

出现逆周期的紧张，导致上周央

行通过逆回购、短期中期借贷便

利等方式大手笔的净投放1.3万

亿元，补充流动性，但这一政策

也意味着市场普遍预期的降存

准可能落空。 同时，从股市资金

情况看，新股发行再起，虽然在

新规则下对存量资金影响很小。

而根据银证转账方面的资金数

据目前仍处于小幅流出的状态。

如果说“水涨船高” ，那么目前

的水好像还没有明显增加。

再从盘面表现看，上周上证

指数盘中曾失守2850点，周五又

再次逼近道2851点，虽然收盘到

了2900点上方， 但根据以往规

律，如果一个重要的低点被反复

触及，那么这个低点很可能就不

是有效低点，将大概率地寻求更

低更新的低位支撑。 同时，从成

交量观察， 每当大盘触底反弹

时，成交量始终低迷，上周最低

单日沪深总成交不足5000亿元，

表明目前投资者参与意识不强，

观望情绪甚浓，也就是说，对行

情反弹缺乏信心。 因此，在市场

环境没有明显改善以及技术形

态仍处弱势的情况下，投资者在

操作上还应谨慎应对，低仓位观

望为宜，保存实力为要。

上周逾六成股票跑赢大盘

□本报记者 王威

上周A股探底回升，在连续

下跌三周后周K线首度收红。 据

Wind资讯数据， 上周两市震荡

中共有1766只股票表现强于大

盘，占全部A股的62.87%。 虽然

从比例来看，主板股票占比高于

中小创品种， 但从行业分布来

看，机械设备、医药生物、电子、

计算机等成长板块的个股数量

明显较多，且涨幅居前的股票主

要以次新股、高送转及并购品种

为主，个股赚钱效应并不缺乏。

1766股跑赢大盘

在连续3周大幅下挫后，上

周上证综指探底回升，小幅上涨

并企稳120周K线位置。 沪指收

于2916.56点， 周内小涨0.54%。

上周A股全部2809只股票中，有

1876只股票上涨，692只下跌。其

中， 相对于上证综指同期0.54%

的周涨幅来说，两市共有1766只

股 票 跑 赢 了 大 盘 ， 占 比 达

62.87%。可见，从整体来看，大盘

震荡过程中个股的赚钱效应并

不缺乏。

具体来看，上周相对大盘涨

幅超过20%的股票有50只，其中

万里石、高科石化、久远银海、洛

阳玻璃、 康达尔相对涨幅居前，

分别相对大盘上涨 60.61% 、

60.55% 、60.49% 、50.00% 和

49.53%。此外，赛摩电气、博雅生

物、浙江世宝、中毅达、完美环

球、通合科技、太原刚玉、长高集

团和井神股份的相对涨幅也都

在30%以上。 而新中基、山水文

化、百润股份和敦煌种业相对大

盘表现明显偏弱，相对大盘分别

下跌34.89%、32.77%、31.15%和

30.60%。

从股价结构上来看，相对大

盘表现强势的股票并未表现出

明显的偏好差别。 一方面，这

1876只相对大盘上涨的股票的

平均股价为19.61元，而全部A股

的平均股票为19.56元， 差别并

不大；另一方面，在这1876只股

票中包含贵州茅台、 金雷风电、

浩丰科技、创业软件、世纪游轮

等10只百元股，同时也有中弘股

份、农业银行、攀钢钒钛、海南航

空、金杯汽车、国栋建设、新湖中

宝这些股票不足4元的低价股。

不过高价股及低价股上周的涨

幅并不突出， 股价的 “中产阶

级”成为资金关注的重点。

不过资金更倾向于规避估

值过高的股票。 全部A股在剔除

负值后的平均市盈率（TTM）

为184.41倍，而这1876只股票剔

除了负值后， 平均的市盈率

（TTM）为171.88倍，明显低于

全部A股的平均水平。 这在一定

程度上说明，当前市场对于高估

值个股依然存在一定担忧情绪，

对估值的关注度较此前明显提

高。

从细分板块来看，这1766只

股票中，有915只股票属于主板，

而创业板和中小企业板分别有

350只和504只 ， 占比分别为

52%、20%和28%。

成长股占优 题材热蔓延

虽然从细分板块来看，资金

对于主板及中小盘品种并未出

现明显的偏向， 但整体来看，上

周个股表现情况明显优于大盘，

这也是由于资金对于中小盘成

长股以及题材股更为青睐所造

成，这从这些股票在行业板块及

概念板块的分布上 “可见一

斑” 。

从行业板块来看，这1766个

板块在28个申万一级行业板块

中均有分布。 其中，机械设备、化

工、医药生物、电子、电气设备和

房地产板块的个股数量均在100

只以上，具体数据分别为192只、

169只、134只、117只、104只和

101只。可见，成长板块成为上周

强势股的“集中营” 。 而二线蓝

筹股紧随其后，个股数量也相对

较多。 房地产、汽车、公用事业、

交通运输、轻工制造、商业贸易、

有色金属和农林牧渔的个股数

量也都超过了50只。 与其相对

应，银行、钢铁和非银金融板块

上周强势股数量“垫底” ，具体

数量分别仅为4只、14只和17只，

国防军工、休闲服务和综合板块

的强势股数量也在30只以下。由

此可见，上周资金对于成长股的

青睐度再度上升，成长板块再度

成为资金关注的焦点，二线蓝筹

股也因年报行情预期的逐渐升

温而获得较多关注，而权重蓝筹

板块相对遇冷。

从这1766只股票所属的概

念板块来看，涨幅较大的股票主

要集中在次新股、高送转以及并

购阶段（需定增）概念当中。 另

外，改革相关题材、绩优和预增

等概念的“出镜率” 也颇高。 建

议投资者近期重点关注相关题

材股票的短期投资机会。

上 周 跑 赢 大 盘 部 分 股 票

有望迎来阶段性反弹

□银泰证券 陈建华

在经过持续的调整后上周

A股两市下行节奏明显放缓，沪

指期间虽然一度跌破2580创出

2844.7的新低，但随后其并未进

一步下探，相反连续多日相对稳

定的表现使得两市初现企稳迹

象。在经过前期的单边下跌行情

后，伴随做空动能的释放以及市

场环境的改善，A股运行料将出

现转机，沪深市场有望迎来阶段

反弹机会。

首先， 随着央行的强力干

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无论是在

岸市场还是离岸市场均已连续

多日企稳，港币兑美元汇率随着

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以及香港官

方的表态上周后期也明显回升。

在国内经济基本面并未出现太

大问题的情况下，汇率的稳定将

有效缓解投资者的担忧心理，为

沪深市场的企稳反弹创出条件。

其次，上周央行通过各种工

具进行持续的流动性投放。仅21

日一天，央行便先后动用7天、28

天逆回购、SLF、MLF等4种工

具， 向市场投放资金至少7525

亿。可以预期的是为保持资金充

裕，同时将利率维持在相对稳定

的水平，后期央行进一步向市场

注入流动性依然是大概率事件。

资金市场的稳定显然将对资本

市场形成正面支撑，利于后期A

股运行。

此外，管理层对市场的呵护

也将提振投资者信心。 同时，对

近期重要股东借道大宗交易减

持的行为，管理层也进一步作出

细化监管， 表示将重点监控，一

旦出现影响正常交易秩序的情

形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因而对

后期A股我们认为已无过于悲

观的必要，沪深两市运行料将出

现转机，后期A股将有望迎来阶

段反弹机会。

无量反弹 继续筑底

□西部证券 黄铮

上周市场维持底部震荡格

局， 或有的间歇反弹始终难以持

续。笔者认为，沪指自下破上年低

点2850后止跌意愿显现。 考虑近

期影响市场的汇率和流动性困扰

犹存， 市场低位反弹受制量能制

约明显， 预计沪指股指重心围绕

五日均线构筑底部还将延续。

本轮系统性调整的诱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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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流动性吃紧压力。对于市场而

言，持续超跌的同时个股反弹要

求明显， 但受制量能低位表现，

上周市场一度符合反弹缩量、回

调放量的不利局面。 指数筑底阶

段，量能真实反映当前市场交投

不活跃、 热点不持续的两难局

面。 这是因为市场信心不坚定，

也是指数底部震荡加剧的直接

原因。

结合技术走势观察，沪市日

K线显示，指数盘中波动基本围

绕五日均线展开，一方面说明底

部基本探明， 盘中回挫空间有

限。 另一方面，超跌反弹的强弱

界限，只有立足短期均线上方方

能成立。 短期均线收敛走平迹

象， 说明近一阶段筑底仍有延

续。 周K线显示，沪指周线初步

止跌回稳，较长上引线表明股指

反抽遭遇较大压力。 总体看，沪

指低位缩量迹象及周线企稳还

需确认，预计本周沪指围绕五日

均线的反复波动势必延续，在热

点不明晰、 量能萎靡的现阶段，

抵抗性反弹盘中时有出现，市场

可参与性却不明显。 操作上，轻

仓防御的同时，切不可盘中盲目

跟涨。

弱势震荡格局难改

□申万宏源 钱启敏

上周沪深股市受海外市场

动荡共振影响，低位震荡，盘中

上证指数再破2850点前期低点，

周五在煤炭钢铁等权重股拉升

下回到2900点上方。 从目前看，

上周五欧美股市大涨，有利于本

周A股企稳反弹，但市场内外环

境尚无根本性好转，投资情绪依

旧谨慎，因此弱势震荡的格局难

以改变，操作上仍以防御为主。

近期海外市场表现成为A股

走势的主要看点。上周港股市场剧

烈波动，好在港元回稳促使港股探

底反弹。 同时，欧美股市也由于对

经济前景的担忧和宽松政策的预

期而出现大起大落、宽幅震荡的走

势。 从目前看，随着人民币汇率的

企稳和港元汇率回归常态，以及欧

洲货币政策的再宽松，有利于A股

市场联动企稳并出现小幅反弹。

不过， 就A股市场本身而

言，一些内在的制约性因素继续

存在，尚未明显缓解。 不管是经

济增速下行压力还是巨大的债

务压力，都将形成掣肘，使得投

资者担心2016年宏观经济及上

市公司基本面难有持续增长。

从资金层面看，年初资金面

出现逆周期的紧张，导致上周央

行通过逆回购、短期中期借贷便

利等方式大手笔的净投放1.3万

亿元，补充流动性，但这一政策

也意味着市场普遍预期的降存

准可能落空。 同时，从股市资金

情况看，新股发行再起，虽然在

新规则下对存量资金影响很小。

而根据银证转账方面的资金数

据目前仍处于小幅流出的状态。

如果说“水涨船高” ，那么目前

的水好像还没有明显增加。

再从盘面表现看，上周上证

指数盘中曾失守2850点，周五又

再次逼近道2851点，虽然收盘到

了2900点上方， 但根据以往规

律，如果一个重要的低点被反复

触及，那么这个低点很可能就不

是有效低点，将大概率地寻求更

低更新的低位支撑。 同时，从成

交量观察， 每当大盘触底反弹

时，成交量始终低迷，上周最低

单日沪深总成交不足5000亿元，

表明目前投资者参与意识不强，

观望情绪甚浓，也就是说，对行

情反弹缺乏信心。 因此，在市场

环境没有明显改善以及技术形

态仍处弱势的情况下，投资者在

操作上还应谨慎应对，低仓位观

望为宜，保存实力为要。

上周逾六成股票跑赢大盘

□本报记者 王威

上周A股探底回升，在连续

下跌三周后周K线首度收红。 据

Wind资讯数据， 上周两市震荡

中共有1766只股票表现强于大

盘，占全部A股的62.87%。 虽然

从比例来看，主板股票占比高于

中小创品种， 但从行业分布来

看，机械设备、医药生物、电子、

计算机等成长板块的个股数量

明显较多，且涨幅居前的股票主

要以次新股、高送转及并购品种

为主，个股赚钱效应并不缺乏。

1766股跑赢大盘

在连续3周大幅下挫后，上

周上证综指探底回升，小幅上涨

并企稳120周K线位置。 沪指收

于2916.56点， 周内小涨0.54%。

上周A股全部2809只股票中，有

1876只股票上涨，692只下跌。其

中， 相对于上证综指同期0.54%

的周涨幅来说，两市共有1766只

股 票 跑 赢 了 大 盘 ， 占 比 达

62.87%。可见，从整体来看，大盘

震荡过程中个股的赚钱效应并

不缺乏。

具体来看，上周相对大盘涨

幅超过20%的股票有50只，其中

万里石、高科石化、久远银海、洛

阳玻璃、 康达尔相对涨幅居前，

分别相对大盘上涨 60.61% 、

60.55% 、60.49% 、50.00% 和

49.53%。此外，赛摩电气、博雅生

物、浙江世宝、中毅达、完美环

球、通合科技、太原刚玉、长高集

团和井神股份的相对涨幅也都

在30%以上。 而新中基、山水文

化、百润股份和敦煌种业相对大

盘表现明显偏弱，相对大盘分别

下跌34.89%、32.77%、31.15%和

30.60%。

从股价结构上来看，相对大

盘表现强势的股票并未表现出

明显的偏好差别。 一方面，这

1876只相对大盘上涨的股票的

平均股价为19.61元，而全部A股

的平均股票为19.56元， 差别并

不大；另一方面，在这1876只股

票中包含贵州茅台、 金雷风电、

浩丰科技、创业软件、世纪游轮

等10只百元股，同时也有中弘股

份、农业银行、攀钢钒钛、海南航

空、金杯汽车、国栋建设、新湖中

宝这些股票不足4元的低价股。

不过高价股及低价股上周的涨

幅并不突出， 股价的 “中产阶

级”成为资金关注的重点。

不过资金更倾向于规避估

值过高的股票。 全部A股在剔除

负值后的平均市盈率（TTM）

为184.41倍，而这1876只股票剔

除了负值后， 平均的市盈率

（TTM）为171.88倍，明显低于

全部A股的平均水平。 这在一定

程度上说明，当前市场对于高估

值个股依然存在一定担忧情绪，

对估值的关注度较此前明显提

高。

从细分板块来看，这1766只

股票中，有915只股票属于主板，

而创业板和中小企业板分别有

350只和504只 ， 占比分别为

52%、20%和28%。

成长股占优 题材热蔓延

虽然从细分板块来看，资金

对于主板及中小盘品种并未出

现明显的偏向， 但整体来看，上

周个股表现情况明显优于大盘，

这也是由于资金对于中小盘成

长股以及题材股更为青睐所造

成，这从这些股票在行业板块及

概念板块的分布上 “可见一

斑” 。

从行业板块来看，这1766个

板块在28个申万一级行业板块

中均有分布。 其中，机械设备、化

工、医药生物、电子、电气设备和

房地产板块的个股数量均在100

只以上，具体数据分别为192只、

169只、134只、117只、104只和

101只。可见，成长板块成为上周

强势股的“集中营” 。 而二线蓝

筹股紧随其后，个股数量也相对

较多。 房地产、汽车、公用事业、

交通运输、轻工制造、商业贸易、

有色金属和农林牧渔的个股数

量也都超过了50只。 与其相对

应，银行、钢铁和非银金融板块

上周强势股数量“垫底” ，具体

数量分别仅为4只、14只和17只，

国防军工、休闲服务和综合板块

的强势股数量也在30只以下。由

此可见，上周资金对于成长股的

青睐度再度上升，成长板块再度

成为资金关注的焦点，二线蓝筹

股也因年报行情预期的逐渐升

温而获得较多关注，而权重蓝筹

板块相对遇冷。

从这1766只股票所属的概

念板块来看，涨幅较大的股票主

要集中在次新股、高送转以及并

购阶段（需定增）概念当中。 另

外，改革相关题材、绩优和预增

等概念的“出镜率” 也颇高。 建

议投资者近期重点关注相关题

材股票的短期投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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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量震荡 沪综指周涨

0.54%

连续三周下跌之后，上周上

证综指终结周K线三连阴， 小幅

上涨，120周均线处获得支撑，量

能环比前一周小幅萎缩。

具体来看， 上周一沪综指开

盘即跌破2850点，探至2844.70点

阶段新低后反弹， 收盘上涨

0.44%，收复2900点；上周二高开

高走，收报3007.74点，上涨3.22%；

上周三震荡回调，失守3000点；上

周四冲高后快速跳水， 跌破2900

点；上周五高开后震荡下行，午后

震荡回升， 收报2916.56点， 上涨

1.25%。至此，上证综指上周累计上

涨0.54%，总计成交1.00万亿元，环

比前一周的1.14万亿元小幅萎缩。

上周前半周超跌反弹启动，沪

综指一度收复3000点，但由于市场

情绪依然偏于谨慎，因此获利回吐

意愿浓厚，加上外围市场和消息面

扰动，市场再度杀跌。上周五V型反

弹，反映悲观情绪有所释放，短线

博弈热度再度提升，但量能萎缩折

射交易清淡，观望情绪强烈。

目前来看， 前期暴跌之后导

致技术形态走坏，套牢盘沉重，做

多信心缺失， 经济下行、 汇率波

动、外围市场、新股扩容等风险依

然存在，超预期利好尚未出现，风

险偏好难以快速抬升。 在此背景

下，市场底部难以一蹴而就，预计

短期沪综指还将反复震荡。 对于

稳健的投资者而言， 仍应耐心等

待压力释放和底部明朗， 激进投

资者博弈阶段性反弹也应控制仓

位，灵活出击。（李波）

底部缩量 创业板指周涨

1.74%

创业板指自去年年底以来连

续四周下跌，上周创业板指呈现窄

幅震荡走势，周涨1.74%。 具体来

看，1月14日跌破2000点后， 创业

板快速反弹，上周一、二连续大涨

2.94%和3.07%，站上了2200点，周

三及周四市场再度回落，两个交易

日分别下跌1.65%和4.18%，5日及

10日均线再度失守， 周五探底回

升，上涨1.76%，收于2149.59点，重

新站上10日均线。 周内创业板指

成交量逐日萎缩，从最高的421.66

亿元，周五仅剩293.20亿元。

上周创业板股票中有362只

上涨，85只下跌。 周内共有85只

创业板股票的涨幅超过了10%，

其中赛摩电气、博雅生物、通合

科技的周涨幅超过了30%，分别

上 涨 了 36.67% 、33.23% 和

32.08%。另外，秀强股份、宝德股

份、咖伟股份、天银机电等11只

创业板股票的涨幅超过了20%。

上周跌幅超过10%的股票共有9

只，中文在线、蓝色光标和三维

丝的跌幅分别达到了26.40%、

16.43%和15.29%。

分析人士指出， 从近期市场

盘面来看，每次下破2000点都会

出现快速反弹，显示2000点下方

支撑力度较强，但同时，创业板反

弹过程中量能并未出现明显跟随

的情况， 上周五量能更是出现了

明显的萎缩， 也说明当前资金跟

涨的热情也不明显。由此，在市场

情绪全面回暖之前， 预计创业板

指仍将维持震荡走势。（王威）

“一带一路”升温 建筑装饰行业周涨

4.03%

上周沪深两市大幅波动，行

业板块出现显著分化，受益于消

息面的刺激，“一带一路” 预期

显著提升，建筑装饰板块异军突

起，一周累计上涨4.03%，涨幅在

28个申万一级行业指数中位居

首位。

上周正常交易的72只成分

股中， 有50只股票实现上涨，中

毅达和深华新周涨幅居前，超过

20%，分别为33.05%和25.07%。

另有围海股份、中铁二局、东易

日盛等 8只股票周涨幅超过

10%，29只股票周涨幅超过5%，

37只股票周涨幅超过3%。 上周

在下跌的22只股票中， 乾景园

林、罗顿发展、山鼎设计和山东

路桥周跌幅超过10%，分别下跌

25.04% 、13.87% 、13.78% 和

12.45%，9只股票跌幅超过3%。

消息面上，亚投行开业仪式

日前在北京举行， 这是继去年3

月三部委联合发布“一带一路”

线路图后又一重大标志性事件。

分析人士指出， 事件性驱

动成为建筑板块的最大助力。

“一带一路” 将依托沿线国家

基础设施的互通互联， 对沿线

贸易和生产要素进行优化配

置， 建筑行业有望迎来海外业

务的爆发期。 (徐伟平)

利好刺激 充电桩概念周涨

8.05%

上周行情跌宕起伏，不过局

部行情已经开始演绎。 135个

Wind概念板块中，上周有127个

板块实现上涨，其中，充电桩概

念5日涨幅达到了8.05%，位居涨

幅榜首位。 位居第二位的是国资

改革指数，一周上涨7.10%。

Wind充电桩指数自1月14

日触底反弹之后，就开始逐步上

扬。 上周一和周二，指数分别上

涨了3.63%和6.5%， 不过随后三

日开始随着市场震荡，分别上涨

-0.26%、-5.75%和4.15%。 个股

来看，17只成分股中， 上周有15

只个股实现上涨。 其中，思源电

气、科士达和易事特的涨幅居前

三位，均上涨超过19%；同时，和

顺电气、科陆电子、万马股份、动

力源和上海普天的涨幅也均超

过了10%；而上周仅有许继电气

和森源电气累计涨幅为负值。

该板块成为A股市场中率先

反弹的热门板块，主要系消息面

积极因素较多。除了2015年新能

源汽车销量的快速增长外，上周

财政部、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

部、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等

五部委联合发布 《关于 “十三

五”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奖

励政策及加强新能源汽车推广

应用的通知》， 旨在加快推动新

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培

育良好的新能源汽车应用环境，

2016至2020年中央财政将继续

安排资金对充电基础设施建设、

运营给予奖补。 此外，5项电动汽

车充电接口及通信协议国家标

准已于2016年1月1日起实施。

分析人士指出， 完善充电

设施是发展新能源汽车的重要

前提， 随着相关政策的出台实

施， 新能源汽车充换电将更为

方便，对整个产业链带来提升，

短期内市场热点匮乏， 依旧可

以关注充电桩及新能源汽车相

关板块。 （张怡）

上周部分大宗交易成交情况上周部分大宗交易成交情况 上周出现交易异动的部分股票上周出现交易异动的部分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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