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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击穿重要关口 创业板指数周跌

7.23%

上周沪深股市继续惯性下

跌，调整势头不减，而去估值压

力较大的创业板更是成为杀跌

“重灾区” ， 创业板指数连续击

穿2100点、2000点、1900点三大

整数关口， 最低下探至1888.25

点， 不过上周五迎来超跌反弹，

大涨4.60%，重返1900点之上，收

报1994.07点， 全周累计下跌

7.23%。 值得注意的是，上周创业

板的成交额为1369.44亿元，较上

一周减少430.53亿元。 交投出现

明显萎缩，资金参与热情有限。

上周创业板正常交易的437

只股票中， 仅25只股票实现上

涨，安控科技、星河生物和潜能

恒信三只股票周涨幅超过10%，

分 别 上 涨 11.11% 、11.10% 和

10.84%。 共7只股票周涨幅超过

5%。 在下跌的421只股票中，明

家科技周跌幅最大， 为35.08%，

共14只股票周跌幅超过20%。

目前， 创业板面临的压力源

于高估值和业绩兑现到来两个方

面。一方面，市场仍处在惯性下跌

的状态中， 创业板的去泡沫也出

现加速，即便经历了大调整，创业

板整体市盈率仍然高于70倍，鉴

于外围风险资产大幅下挫，A股

在2016年更是节节败退，市场风

险偏好显著降低， 这使得创业板

整体去估值压力依然较大。 另一

方面，随着年报业绩披露的来临，

上市公司业绩成色再度成为投资

者关注的焦点问题， 在牛市中靠

“讲故事”“谈理想”的创业板股

票再度直面业绩考验， 此类品种

也面临业绩兑现期压力， 股价处

在高位的创业板股票， 如业绩大

幅低于预期， 股价回撤的压力依

然较大。（徐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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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610.SH

中毅达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6-1-27 338,588.96 21.04 70.75

300083.SZ

劲胜精密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6-1-25 331,796.22 20.80 36.33

300083.SZ

劲胜精密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6-1-26 321,213.53 9.82 35.06

300083.SZ

劲胜精密 换手率达

20% 2016-1-26 321,213.53 9.82 35.06

300083.SZ

劲胜精密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6-1-27 320,414.53 -24.94 41.59

300168.SZ

万达信息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6-1-27 291,336.26 10.00 11.91

600074.SH

保千里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6-1-22 286,137.05 19.12 26.41

600876.SH

洛阳玻璃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6-1-21 278,232.11 23.98 37.41

600978.SH

宜华木业 振幅值达

15% 2016-1-29 208,920.79 -2.78 12.65

600116.SH

三峡水利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6-1-25 207,727.89 16.03 33.96

300191.SZ

潜能恒信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6-1-25 203,177.82 13.43 27.80

000851.SZ

高鸿股份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6-1-21 199,389.01 19.49 36.13

600610.SH

中毅达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6-1-28 183,537.24 10.02 36.19

600610.SH

中毅达 换手率达

20% 2016-1-28 183,537.24 10.02 36.19

002624.SZ

完美环球 振幅值达

15% 2016-1-27 180,368.74 10.01 18.46

002624.SZ

完美环球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6-1-27 180,368.74 10.01 18.46

600604.SH

市北高新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6-1-26 173,107.81 13.90 18.93

600898.SH

三联商社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6-1-25 163,841.37 19.96 41.97

600116.SH

三峡水利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6-1-26 163,677.65 9.99 26.09

002189.SZ

利达光电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6-1-22 154,133.88 18.77 31.98

600160.SH

巨化股份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6-1-26 149,765.39 -27.00 6.56

002371.SZ

七星电子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6-1-25 148,991.66 15.00 15.70

000851.SZ

高鸿股份 换手率达

20% 2016-1-26 146,650.91 -4.22 23.65

002284.SZ

亚太股份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6-1-27 146,532.86 10.01 1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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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816.SH

安信信托

2016-1-26 16.10 -9.96 16.09 2,097.69 33,772.84

601991.SH

大唐发电

2016-1-25 4.64 3.11 4.49 7,000.00 32,480.00

002739.SZ

万达院线

2016-1-29 68.50 -9.88 77.45 380.00 26,030.00

002739.SZ

万达院线

2016-1-25 80.64 -10.00 86.72 200.00 16,128.00

000651.SZ

格力电器

2016-1-26 18.78 -2.34 18.60 850.00 15,963.00

600266.SH

北京城建

2016-1-28 10.50 -1.41 10.45 1,500.00 15,750.00

002739.SZ

万达院线

2016-1-27 70.25 -9.99 80.02 200.00 14,050.00

600518.SH

康美药业

2016-1-27 12.33 -3.14 12.80 1,100.00 13,563.00

000048.SZ

康达尔

2016-1-27 31.87 -10.00 34.18 415.64 13,246.48

000048.SZ

康达尔

2016-1-27 31.87 -10.00 34.18 390.97 12,460.18

600610.SH

中毅达

2016-1-25 15.11 -4.00 16.42 800.00 12,088.00

000048.SZ

康达尔

2016-1-27 31.87 -10.00 34.18 368.30 11,737.75

000048.SZ

康达尔

2016-1-27 31.87 -10.00 34.18 328.23 10,460.78

600346.SH

大橡塑

2016-1-25 9.97 -3.48 10.28 1,040.00 10,368.80

002132.SZ

恒星科技

2016-1-25 6.40 0.00 6.48 1,590.00 10,176.00

600577.SH

精达股份

2016-1-27 4.03 -4.50 4.16 2,500.00 10,075.00

300096.SZ

易联众

2016-1-25 15.58 -9.99 18.01 640.00 9,971.20

300096.SZ

易联众

2016-1-26 16.21 -9.99 16.21 615.00 9,969.15

002005.SZ

德豪润达

2016-1-25 6.43 -5.99 6.90 1,530.00 9,837.90

000048.SZ

康达尔

2016-1-27 31.87 -10.00 34.18 302.40 9,637.51

002657.SZ

中科金财

2016-1-28 46.80 -10.00 48.16 200.00 9,360.00

300096.SZ

易联众

2016-1-27 16.25 0.25 15.26 575.00 9,343.75

603333.SH

明星电缆

2016-1-29 6.54 -10.04 7.49 1,400.00 9,156.00

002284.SZ

亚太股份

2016-1-29 15.15 1.34 15.67 600.00 9,0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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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10.SH

包钢股份

2016-2-1 26,315.79 1,600,518.21 1,655,555.56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0166.SZ

申万宏源

2016-2-4 331.66 523,358.23 962,316.26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0727.SZ

华东科技

2016-2-1 86,206.90 122,021.71 104,456.64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687.SH

刚泰控股

2016-2-4 53,678.39 107,853.94 41,017.59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681.SZ

奋达科技

2016-2-3 222.77 21,564.72 40,192.20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002609.SZ

捷顺科技

2016-2-3 43.86 28,680.07 31,370.66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600225.SH

天津松江

2016-2-1 105.54 62,255.28 31,293.98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601099.SH

太平洋

2016-2-2 101,374.39 431,921.09 22,500.00

配股一般股份

600172.SH

黄河旋风

2016-2-5 13,741.92 63,409.77 15,830.12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088.SZ

长信科技

2016-2-4 3,686.36 101,186.30 14,215.12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061.SZ

康耐特

2016-2-2 97.44 14,352.44 10,570.38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002400.SZ

省广股份

2016-2-5 1,163.27 81,780.22 8,691.67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145.SZ

中核钛白

2016-2-1 19,212.12 45,017.90 8,546.62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0403.SZ ST

生化

2016-2-1 554.97 18,730.61 8,527.15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600645.SH

中源协和

2016-2-2 297.18 32,783.41 5,842.12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645.SH

中源协和

2016-2-4 94.80 32,878.21 5,747.32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300326.SZ

凯利泰

2016-2-1 1,251.33 30,642.57 4,572.01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356.SZ

光一科技

2016-2-4 239.53 11,640.12 4,482.06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0150.SZ

宜华健康

2016-2-2 8,721.95 41,121.95 3,658.54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116.SH

三峡水利

2016-2-4 2,846.86 29,600.18 3,500.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1777.SH

力帆股份

2016-2-1 24,285.71 123,663.34 1,972.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226.SZ

上海钢联

2016-2-1 1.10 14,713.64 886.36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281.SZ

光迅科技

2016-2-1 2,335.12 20,349.86 639.1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1111.SH

中国国航

2016-2-1 19,279.63 852,206.76 0.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1139.SH

深圳燃气

2016-2-1 39.92 217,842.43 0.00

股权激励一般股份

本周趋势 看平

中线趋势 看平

本周区间

2600-2800

点

本周热点 超跌成长

、

重组

、

新能源

本周焦点 资金面

、

国际市场

本周趋势 看平

中线趋势 看平

本周区间

2630-2900

点

本周热点 超跌股

本周焦点 券商股

本周趋势 看多

中线趋势 看平

本周区间

2650-2850

点

本周热点 高成长股

本周焦点 节日效应

净增持金额市场分布

代码 名称 变动次数

涉及股东

人数

净买入股份数

合计(万股)

增减仓参考

市值(万元)

所属行业

000783.SZ

长江证券

2 2 23,712.34 270,143.58

非银金融

002252.SZ

上海莱士

47 3 4,134.02 174,393.41

医药生物

000048.SZ

康达尔

4 2 3,884.92 139,680.91

农林牧渔

002426.SZ

胜利精密

15 1 6,026.58 125,724.98

机械设备

002628.SZ

成都路桥

12 1 11,100.90 83,461.99

建筑装饰

000402.SZ

金融街

2 1 5,977.51 61,072.33

房地产

001979.SZ

招商蛇口

10 10 2,224.18 47,360.23

房地产

002129.SZ

中环股份

13 2 3,247.13 39,836.68

电子

000878.SZ

云南铜业

7 2 3,768.76 37,809.22

有色金属

002024.SZ

苏宁云商

1 1 2,931.54 35,031.27

商业贸易

002014.SZ

永新股份

9 6 1,661.00 30,821.40

轻工制造

600050.SH

中国联通

1 1 4,620.37 30,645.76

通信

000839.SZ

中信国安

1 1 2,092.86 30,431.93

综合

600703.SH

三安光电

4 1 1,639.90 30,179.49

电子

600221.SH

海南航空

1 1 6,064.00 28,237.85

交通运输

600238.SH

海南椰岛

4 4 2,009.40 28,005.37

食品饮料

000732.SZ

泰禾集团

1 1 1,216.84 27,431.34

房地产

002575.SZ

群兴玩具

2 1 1,647.00 26,724.18

轻工制造

601866.SH

中海集运

2 2 3,757.09 26,671.47

交通运输

002653.SZ

海思科

2 2 1,076.31 23,971.82

医药生物

002241.SZ

歌尔声学

2 2 654.70 22,970.69

电子

000821.SZ

京山轻机

2 1 1,624.19 22,461.83

机械设备

600671.SH

天目药业

3 1 655.06 22,382.88

医药生物

002236.SZ

大华股份

1 1 572.38 21,598.82

计算机

002203.SZ

海亮股份

3 2 2,965.95 21,398.64

有色金属

002239.SZ

奥特佳

11 2 1,811.71 21,161.24

纺织服装

600118.SH

中国卫星

2 1 527.05 20,431.24

国防军工

300001.SZ

特锐德

1 1 1,015.35 20,086.19

电气设备

600748.SH

上实发展

6 4 1,742.60 20,026.01

房地产

002119.SZ

康强电子

1 1 922.73 19,527.80

电子

600642.SH

申能股份

1 1 2,482.26 19,377.10

公用事业

000902.SZ

新洋丰

1 1 659.04 19,041.29

化工

300208.SZ

恒顺众昇

12 2 1,080.07 18,940.98

电气设备

002030.SZ

达安基因

2 2 528.41 17,545.09

医药生物

300278.SZ

华昌达

2 1 900.00 16,805.20

机械设备

300058.SZ

蓝色光标

1 1 1,322.60 16,729.93

传媒

601058.SH

赛轮金宇

12 4 2,279.88 16,491.46

化工

002477.SZ

雏鹰农牧

3 3 1,149.19 16,259.09

农林牧渔

002440.SZ

闰土股份

7 5 856.33 15,990.24

化工

002224.SZ

三力士

2 1 949.99 15,651.80

化工

002650.SZ

加加食品

58 52 5,027.47 14,426.57

食品饮料

002244.SZ

滨江集团

6 1 2,053.12 14,152.59

房地产

000415.SZ

渤海租赁

3 1 1,837.13 13,764.15

非银金融

600590.SH

泰豪科技

1 1 869.30 13,601.77

电气设备

300383.SZ

光环新网

6 5 300.15 13,507.02

传媒

600606.SH

绿地控股

7 1 1,122.72 13,376.07

房地产

600067.SH

冠城大通

1 1 1,686.05 13,205.05

房地产

600520.SH

中发科技

1 1 805.00 13,194.91

机械设备

002050.SZ

三花股份

1 1 1,801.47 13,178.38

家用电器

600807.SH

天业股份

1 1 969.23 12,895.15

房地产

1月获产业资本增持金额居前股票

代码 名称 变动次数

涉及股东

人数

净买入股份数

合计(万股)

增减仓参考

市值(万元)

所属行业

600610.SH

中毅达

9 3 -6,803.86 -104,725.22

建筑装饰

600645.SH

中源协和

7 6 -1,882.66 -81,363.00

医药生物

002130.SZ

沃尔核材

1 1 -2,800.00 -50,986.47

有色金属

600745.SH

中茵股份

2 2 -1,454.80 -42,155.10

房地产

000670.SZ

盈方微

2 2 -3,999.90 -39,964.02

电子

600266.SH

北京城建

5 1 -3,600.00 -39,555.35

房地产

002468.SZ

艾迪西

7 2 -1,000.00 -38,022.19

建筑材料

300096.SZ

易联众

4 1 -2,090.00 -35,291.31

计算机

002221.SZ

东华能源

1 1 -1,409.90 -35,048.93

化工

002624.SZ

完美环球

20 7 -1,172.42 -30,315.67

建筑材料

300144.SZ

宋城演艺

2 1 -1,010.00 -26,317.12

休闲服务

300290.SZ

荣科科技

2 2 -1,600.00 -25,126.93

计算机

002005.SZ

德豪润达

2 1 -3,100.00 -23,579.42

电子

600638.SH

新黄浦

1 1 -2,000.00 -21,338.35

房地产

002649.SZ

博彦科技

4 1 -500.01 -19,468.52

计算机

002235.SZ

安妮股份

1 1 -600.00 -19,039.21

轻工制造

600094.SH

大名城

1 1 -2,321.17 -17,960.09

化工

002019.SZ

亿帆鑫富

15 2 -542.52 -16,644.48

医药生物

002389.SZ

南洋科技

2 1 -1,000.00 -15,562.69

电子

300113.SZ

顺网科技

3 3 -186.35 -14,591.97

传媒

002638.SZ

勤上光电

2 1 -801.60 -14,437.15

电子

300030.SZ

阳普医疗

1 1 -1,001.63 -14,383.60

医药生物

000536.SZ

华映科技

1 1 -800.00 -13,957.33

电子

600530.SH

交大昂立

1 1 -600.00 -13,417.20

医药生物

002102.SZ

冠福股份

1 1 -880.00 -13,122.77

商业贸易

300263.SZ

隆华节能

6 4 -599.00 -13,048.90

机械设备

600485.SH

信威集团

4 2 -451.16 -12,736.23

通信

002263.SZ

大东南

1 1 -1,274.00 -12,509.31

轻工制造

600306.SH

商业城

2 1 -636.56 -12,490.52

商业贸易

002702.SZ

海欣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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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饮料

600568.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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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

300148.SZ

天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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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

002213.SZ

特尔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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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

601258.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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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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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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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304.S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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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

1月产业资本减持金额居前股票

产业资本助力

1月重要股东净增持逾160亿元

□本报记者 徐伟平

2016年以来，沪深股市再次

步入下跌通道中，沪综指下跌近

千点， 从3600点附近一路下坠，

最低下探至2638.30点。 场内个

股更是遭遇普跌。 期间随着“减

持禁令” 解除，一度使得投资者

担忧产业资本的大幅减持，这也

是市场在月初大幅调整的一个

重要导火索。 不过伴随着监管层

规范减持，重要股东在二级市场

增持，1月以来重要股东净增持

达到161.57亿元，向市场传递公

司价值具有吸引力的信号，为维

稳市场出力。

1月产业资本大举增持

2016年伊始，A股市场经历

了新一轮大调整， 无论调整的时

点、幅度都超出市场预料。受累于

人民币持续贬值及全球风险资产

的大调整，沪深股市直线回落，沪

综指从3600点附近一路下坠，最

低下探至2638.30点， 下跌逾千

点，场内个股更是遭遇了“千股

跌停” 。 不过在市场大幅调整之

际，处于维护股价稳定的考虑，上

市公司大股东大举增持股票。

Wind数据显示，1月以来共

有667只股票出现重要股东持股

变动， 其中净增持的股票有515

只， 合计增持股份数量20.63亿

股， 增持金额估算为263.84亿

元；遭减持的股票有162只，合计

减持股份数量为4.56亿股，减持

规模估算为102.28亿元。 整体来

看， 净增持金额为161.57亿元。

此前市场担忧的产业资本在“减

持禁令” 到期后大举减持的状况

并未发生。

从市场分布来看，上证主板

有152只股票获得增持， 合计增

持金额为64.64亿元； 有31只股

获得减持 ， 合计减持金额为

38.52亿元。 上证主板整体净增

持金额为26.13亿元； 深证主板

有78只股票获得增持，合计增持

金额为81.77亿元。 有20只股票

出现减持， 合计减持金额为6.35

亿元。 深证主板整体净增持金额

为75.42亿元；中小企业板有176

只股票获得增持，合计增持金额

为96.27亿元。 67只股票出现减

持，合计减持金额为37.63亿元。

中小板整体净增持金额为58.64

亿元；创业板有97只股票获得增

持，合计增持金额为21.02亿元。

43只股票出现减持，合计减持金

额为19.78亿元。 创业板整体净

增持金额为1.25亿元。

分市场看，沪深两市主板获

得的净增持金额较大，而中小板

和创业板净增持金额相对有限。

由于股价处在相对高位，创业板

和中小板此前一直是产业资本

减持的“重灾区” ，不过由减持

转为增持显示“中小创” 中的重

要股东维护股价的动力较足。

产业资本助力A股企稳

在出现重要股东净增持的

515只股票中，长江证券、上海莱

士、 康达尔和胜利精密4只股票

增持金额居前， 超过10亿元，分

别为 27.01 亿 元 、17.44 亿 元 、

13.97亿元和12.57亿元， 另有58

只股票的增持金额超过亿元。

162只遭遇重要股东减持中，中

毅达减持金额最大， 超过10亿

元，达到10.47亿元。 中源协和、

沃尔核材和中茵股份的减持金

额超过4亿元， 共有35只股票的

减持金额超过亿元。

2015年12月险资掀起举牌

潮，当月万科A一家公司的获得

增持金额就达到349.34亿元，浦

发银行也获得了177.44亿元的

增持，这也使得当月762.40亿元

的净增持金额处在一个明显的

高点。 与之相比 ，2016年 1月

161.57亿元的净增持金额并不

算高。 但值得注意的是，2015年

12月增持的股票为333只，而

2016年1月获得净增持股票数量

就达到515只，出现显著增加，显

示更多股票的价格在连续下跌

后已经获得产业资本的认可。

分析人士指出，产业资本作

为最了解上市公司的群体，其行

为往往可以影响市场对公司股

价的态度。 产业资本进行增持向

市场传递公司价值具有吸引力

的信号，有利于股价的走势。 回

溯历史，产业资本群体性的增持

均带动了指数的上行，成功增持

在底部或阶段性底部。 大盘下跌

近千点后，指数继续大幅下探的

动能也有所衰竭，承接力量也开

始逐步涌现，1月27日沪股通净

流入金额超过40亿元， 达到

44.85亿元， 创下了2015年9月8

日的新高，这也印证了抄底资金

开始涌现。 不过这种筑底并非一

朝一夕，大幅下挫后市场情绪受

到显著挫伤，重新聚拢人气尚需

时日，筑底时间并不会太短。

连续击穿重要关口 创业板指数周跌

7.23%

上周沪深股市继续惯性下

跌，调整势头不减，而去估值压

力较大的创业板更是成为杀跌

“重灾区” ， 创业板指数连续击

穿2100点、2000点、1900点三大

整数关口， 最低下探至1888.25

点， 不过上周五迎来超跌反弹，

大涨4.60%，重返1900点之上，收

报1994.07点， 全周累计下跌

7.23%。 值得注意的是，上周创业

板的成交额为1369.44亿元，较上

一周减少430.53亿元。 交投出现

明显萎缩，资金参与热情有限。

上周创业板正常交易的437

只股票中， 仅25只股票实现上

涨，安控科技、星河生物和潜能

恒信三只股票周涨幅超过10%，

分 别 上 涨 11.11% 、11.10% 和

10.84%。 共7只股票周涨幅超过

5%。 在下跌的421只股票中，明

家科技周跌幅最大， 为35.08%，

共14只股票周跌幅超过20%。

目前， 创业板面临的压力源

于高估值和业绩兑现到来两个方

面。一方面，市场仍处在惯性下跌

的状态中， 创业板的去泡沫也出

现加速，即便经历了大调整，创业

板整体市盈率仍然高于70倍，鉴

于外围风险资产大幅下挫，A股

在2016年更是节节败退，市场风

险偏好显著降低， 这使得创业板

整体去估值压力依然较大。 另一

方面，随着年报业绩披露的来临，

上市公司业绩成色再度成为投资

者关注的焦点问题， 在牛市中靠

“讲故事”“谈理想”的创业板股

票再度直面业绩考验， 此类品种

也面临业绩兑现期压力， 股价处

在高位的创业板股票， 如业绩大

幅低于预期， 股价回撤的压力依

然较大。（徐伟平）

净增持金额市场分布

产业资本助力

1月重要股东净增持逾160亿元

□本报记者 徐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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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点， 从3600点附近一路下坠，

最低下探至2638.30点。 场内个

股更是遭遇普跌。 期间随着“减

持禁令” 解除，一度使得投资者

担忧产业资本的大幅减持，这也

是市场在月初大幅调整的一个

重要导火索。 不过伴随着监管层

规范减持，重要股东在二级市场

增持，1月以来重要股东净增持

达到161.57亿元，向市场传递公

司价值具有吸引力的信号，为维

稳市场出力。

1月产业资本大举增持

2016年伊始，A股市场经历

了新一轮大调整， 无论调整的时

点、幅度都超出市场预料。受累于

人民币持续贬值及全球风险资产

的大调整，沪深股市直线回落，沪

综指从3600点附近一路下坠，最

低下探至2638.30点， 下跌逾千

点，场内个股更是遭遇了“千股

跌停” 。 不过在市场大幅调整之

际，处于维护股价稳定的考虑，上

市公司大股东大举增持股票。

Wind数据显示，1月以来共

有667只股票出现重要股东持股

变动， 其中净增持的股票有515

只， 合计增持股份数量20.63亿

股， 增持金额估算为263.84亿

元；遭减持的股票有162只，合计

减持股份数量为4.56亿股，减持

规模估算为102.28亿元。 整体来

看， 净增持金额为161.57亿元。

此前市场担忧的产业资本在“减

持禁令” 到期后大举减持的状况

并未发生。

从市场分布来看，上证主板

有152只股票获得增持， 合计增

持金额为64.64亿元； 有31只股

获得减持 ， 合计减持金额为

38.52亿元。 上证主板整体净增

持金额为26.13亿元； 深证主板

有78只股票获得增持，合计增持

金额为81.77亿元。 有20只股票

出现减持， 合计减持金额为6.35

亿元。 深证主板整体净增持金额

为75.42亿元；中小企业板有176

只股票获得增持，合计增持金额

为96.27亿元。 67只股票出现减

持，合计减持金额为37.63亿元。

中小板整体净增持金额为58.64

亿元；创业板有97只股票获得增

持，合计增持金额为21.02亿元。

43只股票出现减持，合计减持金

额为19.78亿元。 创业板整体净

增持金额为1.25亿元。

分市场看，沪深两市主板获

得的净增持金额较大，而中小板

和创业板净增持金额相对有限。

由于股价处在相对高位，创业板

和中小板此前一直是产业资本

减持的“重灾区” ，不过由减持

转为增持显示“中小创” 中的重

要股东维护股价的动力较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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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出现重要股东净增持的

515只股票中，长江证券、上海莱

士、 康达尔和胜利精密4只股票

增持金额居前， 超过10亿元，分

别为 27.01 亿 元 、17.44 亿 元 、

13.97亿元和12.57亿元， 另有58

只股票的增持金额超过亿元。

162只遭遇重要股东减持中，中

毅达减持金额最大， 超过10亿

元，达到10.47亿元。 中源协和、

沃尔核材和中茵股份的减持金

额超过4亿元， 共有35只股票的

减持金额超过亿元。

2015年12月险资掀起举牌

潮，当月万科A一家公司的获得

增持金额就达到349.34亿元，浦

发银行也获得了177.44亿元的

增持，这也使得当月762.40亿元

的净增持金额处在一个明显的

高点。 与之相比 ，2016年 1月

161.57亿元的净增持金额并不

算高。 但值得注意的是，2015年

12月增持的股票为333只，而

2016年1月获得净增持股票数量

就达到515只，出现显著增加，显

示更多股票的价格在连续下跌

后已经获得产业资本的认可。

分析人士指出，产业资本作

为最了解上市公司的群体，其行

为往往可以影响市场对公司股

价的态度。 产业资本进行增持向

市场传递公司价值具有吸引力

的信号，有利于股价的走势。 回

溯历史，产业资本群体性的增持

均带动了指数的上行，成功增持

在底部或阶段性底部。 大盘下跌

近千点后，指数继续大幅下探的

动能也有所衰竭，承接力量也开

始逐步涌现，1月27日沪股通净

流入金额超过40亿元， 达到

44.85亿元， 创下了2015年9月8

日的新高，这也印证了抄底资金

开始涌现。 不过这种筑底并非一

朝一夕，大幅下挫后市场情绪受

到显著挫伤，重新聚拢人气尚需

时日，筑底时间并不会太短。

连续击穿重要关口 创业板指数周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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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沪深股市继续惯性下

跌，调整势头不减，而去估值压

力较大的创业板更是成为杀跌

“重灾区” ， 创业板指数连续击

穿2100点、2000点、1900点三大

整数关口， 最低下探至1888.25

点， 不过上周五迎来超跌反弹，

大涨4.60%，重返1900点之上，收

报1994.07点， 全周累计下跌

7.23%。 值得注意的是，上周创业

板的成交额为1369.44亿元，较上

一周减少430.53亿元。 交投出现

明显萎缩，资金参与热情有限。

上周创业板正常交易的437

只股票中， 仅25只股票实现上

涨，安控科技、星河生物和潜能

恒信三只股票周涨幅超过10%，

分 别 上 涨 11.11% 、11.10% 和

10.84%。 共7只股票周涨幅超过

5%。 在下跌的421只股票中，明

家科技周跌幅最大， 为35.08%，

共14只股票周跌幅超过20%。

目前， 创业板面临的压力源

于高估值和业绩兑现到来两个方

面。一方面，市场仍处在惯性下跌

的状态中， 创业板的去泡沫也出

现加速，即便经历了大调整，创业

板整体市盈率仍然高于70倍，鉴

于外围风险资产大幅下挫，A股

在2016年更是节节败退，市场风

险偏好显著降低， 这使得创业板

整体去估值压力依然较大。 另一

方面，随着年报业绩披露的来临，

上市公司业绩成色再度成为投资

者关注的焦点问题， 在牛市中靠

“讲故事”“谈理想”的创业板股

票再度直面业绩考验， 此类品种

也面临业绩兑现期压力， 股价处

在高位的创业板股票， 如业绩大

幅低于预期， 股价回撤的压力依

然较大。（徐伟平）

代码 名称 变动次数

涉及股东

人数

净买入股份数

合计(万股)

增减仓参考

市值(万元)

所属行业

000783.SZ

长江证券

2 2 23,712.34 270,143.58

非银金融

002252.SZ

上海莱士

47 3 4,134.02 174,393.41

医药生物

000048.SZ

康达尔

4 2 3,884.92 139,680.91

农林牧渔

002426.SZ

胜利精密

15 1 6,026.58 125,724.98

机械设备

002628.SZ

成都路桥

12 1 11,100.90 83,461.99

建筑装饰

000402.SZ

金融街

2 1 5,977.51 61,072.33

房地产

001979.SZ

招商蛇口

10 10 2,224.18 47,360.23

房地产

002129.SZ

中环股份

13 2 3,247.13 39,836.68

电子

000878.SZ

云南铜业

7 2 3,768.76 37,809.22

有色金属

002024.SZ

苏宁云商

1 1 2,931.54 35,031.27

商业贸易

002014.SZ

永新股份

9 6 1,661.00 30,821.40

轻工制造

600050.SH

中国联通

1 1 4,620.37 30,645.76

通信

000839.SZ

中信国安

1 1 2,092.86 30,431.93

综合

600703.SH

三安光电

4 1 1,639.90 30,179.49

电子

600221.SH

海南航空

1 1 6,064.00 28,237.85

交通运输

600238.SH

海南椰岛

4 4 2,009.40 28,005.37

食品饮料

000732.SZ

泰禾集团

1 1 1,216.84 27,431.34

房地产

002575.SZ

群兴玩具

2 1 1,647.00 26,724.18

轻工制造

601866.SH

中海集运

2 2 3,757.09 26,671.47

交通运输

002653.SZ

海思科

2 2 1,076.31 23,971.82

医药生物

002241.SZ

歌尔声学

2 2 654.70 22,970.69

电子

000821.SZ

京山轻机

2 1 1,624.19 22,461.83

机械设备

600671.SH

天目药业

3 1 655.06 22,382.88

医药生物

002236.SZ

大华股份

1 1 572.38 21,598.82

计算机

002203.SZ

海亮股份

3 2 2,965.95 21,398.64

有色金属

002239.SZ

奥特佳

11 2 1,811.71 21,161.24

纺织服装

600118.SH

中国卫星

2 1 527.05 20,431.24

国防军工

300001.SZ

特锐德

1 1 1,015.35 20,086.19

电气设备

600748.SH

上实发展

6 4 1,742.60 20,026.01

房地产

002119.SZ

康强电子

1 1 922.73 19,527.80

电子

600642.SH

申能股份

1 1 2,482.26 19,377.10

公用事业

000902.SZ

新洋丰

1 1 659.04 19,041.29

化工

300208.SZ

恒顺众昇

12 2 1,080.07 18,940.98

电气设备

002030.SZ

达安基因

2 2 528.41 17,545.09

医药生物

300278.SZ

华昌达

2 1 900.00 16,805.20

机械设备

300058.SZ

蓝色光标

1 1 1,322.60 16,729.93

传媒

601058.SH

赛轮金宇

12 4 2,279.88 16,491.46

化工

002477.SZ

雏鹰农牧

3 3 1,149.19 16,259.09

农林牧渔

002440.SZ

闰土股份

7 5 856.33 15,990.24

化工

002224.SZ

三力士

2 1 949.99 15,651.80

化工

002650.SZ

加加食品

58 52 5,027.47 14,426.57

食品饮料

002244.SZ

滨江集团

6 1 2,053.12 14,152.59

房地产

000415.SZ

渤海租赁

3 1 1,837.13 13,764.15

非银金融

600590.SH

泰豪科技

1 1 869.30 13,601.77

电气设备

300383.SZ

光环新网

6 5 300.15 13,507.02

传媒

600606.SH

绿地控股

7 1 1,122.72 13,376.07

房地产

600067.SH

冠城大通

1 1 1,686.05 13,205.05

房地产

600520.SH

中发科技

1 1 805.00 13,194.91

机械设备

002050.SZ

三花股份

1 1 1,801.47 13,178.38

家用电器

600807.SH

天业股份

1 1 969.23 12,895.15

房地产

1月获产业资本增持金额居前股票

产业资本助力

1月重要股东净增持逾160亿元

□本报记者 徐伟平

2016年以来，沪深股市再次

步入下跌通道中，沪综指下跌近

千点， 从3600点附近一路下坠，

最低下探至2638.30点。 场内个

股更是遭遇普跌。 期间随着“减

持禁令” 解除，一度使得投资者

担忧产业资本的大幅减持，这也

是市场在月初大幅调整的一个

重要导火索。 不过伴随着监管层

规范减持，重要股东在二级市场

增持，1月以来重要股东净增持

达到161.57亿元，向市场传递公

司价值具有吸引力的信号，为维

稳市场出力。

1月产业资本大举增持

2016年伊始，A股市场经历

了新一轮大调整， 无论调整的时

点、幅度都超出市场预料。受累于

人民币持续贬值及全球风险资产

的大调整，沪深股市直线回落，沪

综指从3600点附近一路下坠，最

低下探至2638.30点， 下跌逾千

点，场内个股更是遭遇了“千股

跌停” 。 不过在市场大幅调整之

际，处于维护股价稳定的考虑，上

市公司大股东大举增持股票。

Wind数据显示，1月以来共

有667只股票出现重要股东持股

变动， 其中净增持的股票有515

只， 合计增持股份数量20.63亿

股， 增持金额估算为263.84亿

元；遭减持的股票有162只，合计

减持股份数量为4.56亿股，减持

规模估算为102.28亿元。 整体来

看， 净增持金额为161.57亿元。

此前市场担忧的产业资本在“减

持禁令” 到期后大举减持的状况

并未发生。

从市场分布来看，上证主板

有152只股票获得增持， 合计增

持金额为64.64亿元； 有31只股

获得减持 ， 合计减持金额为

38.52亿元。 上证主板整体净增

持金额为26.13亿元； 深证主板

有78只股票获得增持，合计增持

金额为81.77亿元。 有20只股票

出现减持， 合计减持金额为6.35

亿元。 深证主板整体净增持金额

为75.42亿元；中小企业板有176

只股票获得增持，合计增持金额

为96.27亿元。 67只股票出现减

持，合计减持金额为37.63亿元。

中小板整体净增持金额为58.64

亿元；创业板有97只股票获得增

持，合计增持金额为21.02亿元。

43只股票出现减持，合计减持金

额为19.78亿元。 创业板整体净

增持金额为1.25亿元。

分市场看，沪深两市主板获

得的净增持金额较大，而中小板

和创业板净增持金额相对有限。

由于股价处在相对高位，创业板

和中小板此前一直是产业资本

减持的“重灾区” ，不过由减持

转为增持显示“中小创” 中的重

要股东维护股价的动力较足。

产业资本助力A股企稳

在出现重要股东净增持的

515只股票中，长江证券、上海莱

士、 康达尔和胜利精密4只股票

增持金额居前， 超过10亿元，分

别为 27.01 亿 元 、17.44 亿 元 、

13.97亿元和12.57亿元， 另有58

只股票的增持金额超过亿元。

162只遭遇重要股东减持中，中

毅达减持金额最大， 超过10亿

元，达到10.47亿元。 中源协和、

沃尔核材和中茵股份的减持金

额超过4亿元， 共有35只股票的

减持金额超过亿元。

2015年12月险资掀起举牌

潮，当月万科A一家公司的获得

增持金额就达到349.34亿元，浦

发银行也获得了177.44亿元的

增持，这也使得当月762.40亿元

的净增持金额处在一个明显的

高点。 与之相比 ，2016年 1月

161.57亿元的净增持金额并不

算高。 但值得注意的是，2015年

12月增持的股票为333只，而

2016年1月获得净增持股票数量

就达到515只，出现显著增加，显

示更多股票的价格在连续下跌

后已经获得产业资本的认可。

分析人士指出，产业资本作

为最了解上市公司的群体，其行

为往往可以影响市场对公司股

价的态度。 产业资本进行增持向

市场传递公司价值具有吸引力

的信号，有利于股价的走势。 回

溯历史，产业资本群体性的增持

均带动了指数的上行，成功增持

在底部或阶段性底部。 大盘下跌

近千点后，指数继续大幅下探的

动能也有所衰竭，承接力量也开

始逐步涌现，1月27日沪股通净

流入金额超过40亿元， 达到

44.85亿元， 创下了2015年9月8

日的新高，这也印证了抄底资金

开始涌现。 不过这种筑底并非一

朝一夕，大幅下挫后市场情绪受

到显著挫伤，重新聚拢人气尚需

时日，筑底时间并不会太短。

连续击穿重要关口 创业板指数周跌

7.23%

上周沪深股市继续惯性下

跌，调整势头不减，而去估值压

力较大的创业板更是成为杀跌

“重灾区” ， 创业板指数连续击

穿2100点、2000点、1900点三大

整数关口， 最低下探至1888.25

点， 不过上周五迎来超跌反弹，

大涨4.60%，重返1900点之上，收

报1994.07点， 全周累计下跌

7.23%。 值得注意的是，上周创业

板的成交额为1369.44亿元，较上

一周减少430.53亿元。 交投出现

明显萎缩，资金参与热情有限。

上周创业板正常交易的437

只股票中， 仅25只股票实现上

涨，安控科技、星河生物和潜能

恒信三只股票周涨幅超过10%，

分 别 上 涨 11.11% 、11.10% 和

10.84%。 共7只股票周涨幅超过

5%。 在下跌的421只股票中，明

家科技周跌幅最大， 为35.08%，

共14只股票周跌幅超过20%。

目前， 创业板面临的压力源

于高估值和业绩兑现到来两个方

面。一方面，市场仍处在惯性下跌

的状态中， 创业板的去泡沫也出

现加速，即便经历了大调整，创业

板整体市盈率仍然高于70倍，鉴

于外围风险资产大幅下挫，A股

在2016年更是节节败退，市场风

险偏好显著降低， 这使得创业板

整体去估值压力依然较大。 另一

方面，随着年报业绩披露的来临，

上市公司业绩成色再度成为投资

者关注的焦点问题， 在牛市中靠

“讲故事”“谈理想”的创业板股

票再度直面业绩考验， 此类品种

也面临业绩兑现期压力， 股价处

在高位的创业板股票， 如业绩大

幅低于预期， 股价回撤的压力依

然较大。（徐伟平）

1月产业资本减持金额居前股票

产业资本助力

1月重要股东净增持逾160亿元

□本报记者 徐伟平

2016年以来，沪深股市再次

步入下跌通道中，沪综指下跌近

千点， 从3600点附近一路下坠，

最低下探至2638.30点。 场内个

股更是遭遇普跌。 期间随着“减

持禁令” 解除，一度使得投资者

担忧产业资本的大幅减持，这也

是市场在月初大幅调整的一个

重要导火索。 不过伴随着监管层

规范减持，重要股东在二级市场

增持，1月以来重要股东净增持

达到161.57亿元，向市场传递公

司价值具有吸引力的信号，为维

稳市场出力。

1月产业资本大举增持

2016年伊始，A股市场经历

了新一轮大调整， 无论调整的时

点、幅度都超出市场预料。受累于

人民币持续贬值及全球风险资产

的大调整，沪深股市直线回落，沪

综指从3600点附近一路下坠，最

低下探至2638.30点， 下跌逾千

点，场内个股更是遭遇了“千股

跌停” 。 不过在市场大幅调整之

际，处于维护股价稳定的考虑，上

市公司大股东大举增持股票。

Wind数据显示，1月以来共

有667只股票出现重要股东持股

变动， 其中净增持的股票有515

只， 合计增持股份数量20.63亿

股， 增持金额估算为263.84亿

元；遭减持的股票有162只，合计

减持股份数量为4.56亿股，减持

规模估算为102.28亿元。 整体来

看， 净增持金额为161.57亿元。

此前市场担忧的产业资本在“减

持禁令” 到期后大举减持的状况

并未发生。

从市场分布来看，上证主板

有152只股票获得增持， 合计增

持金额为64.64亿元； 有31只股

获得减持 ， 合计减持金额为

38.52亿元。 上证主板整体净增

持金额为26.13亿元； 深证主板

有78只股票获得增持，合计增持

金额为81.77亿元。 有20只股票

出现减持， 合计减持金额为6.35

亿元。 深证主板整体净增持金额

为75.42亿元；中小企业板有176

只股票获得增持，合计增持金额

为96.27亿元。 67只股票出现减

持，合计减持金额为37.63亿元。

中小板整体净增持金额为58.64

亿元；创业板有97只股票获得增

持，合计增持金额为21.02亿元。

43只股票出现减持，合计减持金

额为19.78亿元。 创业板整体净

增持金额为1.25亿元。

分市场看，沪深两市主板获

得的净增持金额较大，而中小板

和创业板净增持金额相对有限。

由于股价处在相对高位，创业板

和中小板此前一直是产业资本

减持的“重灾区” ，不过由减持

转为增持显示“中小创” 中的重

要股东维护股价的动力较足。

产业资本助力A股企稳

在出现重要股东净增持的

515只股票中，长江证券、上海莱

士、 康达尔和胜利精密4只股票

增持金额居前， 超过10亿元，分

别为 27.01 亿 元 、17.44 亿 元 、

13.97亿元和12.57亿元， 另有58

只股票的增持金额超过亿元。

162只遭遇重要股东减持中，中

毅达减持金额最大， 超过10亿

元，达到10.47亿元。 中源协和、

沃尔核材和中茵股份的减持金

额超过4亿元， 共有35只股票的

减持金额超过亿元。

2015年12月险资掀起举牌

潮，当月万科A一家公司的获得

增持金额就达到349.34亿元，浦

发银行也获得了177.44亿元的

增持，这也使得当月762.40亿元

的净增持金额处在一个明显的

高点。 与之相比 ，2016年 1月

161.57亿元的净增持金额并不

算高。 但值得注意的是，2015年

12月增持的股票为333只，而

2016年1月获得净增持股票数量

就达到515只，出现显著增加，显

示更多股票的价格在连续下跌

后已经获得产业资本的认可。

分析人士指出，产业资本作

为最了解上市公司的群体，其行

为往往可以影响市场对公司股

价的态度。 产业资本进行增持向

市场传递公司价值具有吸引力

的信号，有利于股价的走势。 回

溯历史，产业资本群体性的增持

均带动了指数的上行，成功增持

在底部或阶段性底部。 大盘下跌

近千点后，指数继续大幅下探的

动能也有所衰竭，承接力量也开

始逐步涌现，1月27日沪股通净

流入金额超过40亿元， 达到

44.85亿元， 创下了2015年9月8

日的新高，这也印证了抄底资金

开始涌现。 不过这种筑底并非一

朝一夕，大幅下挫后市场情绪受

到显著挫伤，重新聚拢人气尚需

时日，筑底时间并不会太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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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5%

沪综指创7年最大月跌幅

上周沪综指持续下挫，一度

从2900点降至2600点附近，至

周五终于一改颓势，强势反弹。

沪综指上周一在2900点之

上震荡， 收出阳十字星， 微涨

0.75%；上周二大跌188.73点，跌

幅达到6.42%，跌破2800点，收报

2749.78点； 上周三深V探底回

升，最低下探至2638.30点，最终

收报2735.56点；上周四重心再度

下移，下跌近3%，收盘跌破2700

点至2655.66点 ； 上周五大涨

3.09%，收复2700点，报2737.60

点。 至此，上周沪综指累计下跌

6.14%，振幅为10.89%，上周沪综

指累计成交9314.22亿元，环比前

一周的1.00万亿元小幅萎缩。1月

沪综指累计下跌22.65%，创2008

年11月以来最大月度跌幅，1月

累计成交4.34万亿元， 连续第二

个月显著缩量。

自12月下旬以来的本轮下

跌中，沪综指最大累计跌幅超过

千点，技术面严重超跌，恐慌情

绪大举宣泄。 随着系统性风险的

持续释放，股指开始步入加速赶

底阶段， 进一步下行的空间有

限。 持续大跌后，上周五超跌反

弹启动，资金低位回流，人气再

降至冰点后明显回暖。 不过相比

涨幅，量能放大并不显著，后市

反弹力度取决于增量资金跟进

情况。

短期来看，市场步入超跌反

弹和技术形态修复阶段，杀跌动

能阶段性放缓。 不过，由于2850

点击穿后形成强压力位，且情绪

修复并非一日之功，加上春节临

近大举做多意愿不强，因此预计

弱市震荡筑底格局将延续较长

一段时间。（李波）

创14个月新低 国防军工指数周跌

11.10%

上周，A股市场表现弱势，沪

指跌破前低点并创下阶段新低

2638.30点。 期间，申万国防军工

板 块 表 现 最 弱 ， 一 周 下 跌

11.10%，位居跌幅榜首。 其上周

五最低触及1290.53点， 创下自

2014年11月25日以来的新低，

将2015年的涨幅尽数回吐。

上周五个交易日中，国防军

工板块周一小幅上涨0.35%，但

周二大幅下跌7.99%创下长阴

线，而后周三长针探底后收回上

涨 1.10% ， 但周四再度下跌

7.31%， 周五在触及阶段新低

1290.53点后反弹上涨2.75%。

上周正常交易的31只国防

军工成分股中，仅北方导航和上

海佳豪实现一周累计上涨，涨幅

分别为4.88%和4.55%， 其余个

股均有不同程度的下跌。 其中，

中航动控、成发科技、北斗星通

和中航电子的跌幅较小，均未下

跌超过5%，而中国重工、中国船

舶和中航黑豹跌幅居前，分别下

跌 了 21.35% 、17.74% 和

15.57%。

不难发现，军工股内部开始

出现分化，后市这种情况大概率

延续。 一方面，传统行业相关的

军工股业绩亏损股价下跌。中国

重工在1月22日发布的业绩预告

显示，公司2015年度将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5

亿元至-28亿元。 公司表示，全

球船舶行业经营形势较为严峻，

新船市场成交低迷，原油价格持

续走低影响到公司海洋工程板

块盈利空间，能源交通装备等业

务也受到传统行业去产能影响

而效益下滑。 另一方面，受益于

军改及技术前沿相关的军工股

仍然防御性良好，诸如航空发动

机研制领域的公司整体表现较

强。因此，短线来看，市场筑底反

弹过程中， 这种分化态势将延

续。 （张怡）

节前有望小幅反弹

□申万宏源 钱启敏

上周A股继续震荡下跌，尤

其是2850点前期低点被击穿后

陷入情绪化推动阶段，虽然周五

大盘出现震荡反弹，但周K线、月

K线仍以下跌6.14%和22.65%创

下历年最差开局。 从目前看，短

线超跌以及外盘反弹影响，本周

A股有企稳反弹机会，但下周将

进入春节长假，为规避休市期间

的不确定性，反弹的力度较为有

限。 操作上仍应以谨慎为主，观

望为宜。

一方面，沪深A股在连续大

跌后有较强技术性反弹要求。 虽

然2850点破位后市场人气进一

步弱化，但毕竟目前点位的估值

已有明显回落，相对安全，且部

分抄底资金包括沪股通等开始

进场承接， 加上目前割肉盘有

限，成交量很小，只要有抄底资

金，行情回稳并不十分困难。 同

时，上周五海外强劲反弹，道琼

斯指数和英国富时100指数涨幅

都在2.5%左右，且K线形态呈现

反弹上升趋势，因此对短线A股

具有提振作用。

另一方面，本周是春节长假

前的最后一周，一般而言节日情

结将逐渐显现，加之市场总体仍

呈调整弱势，而休市期间海外市

场是否会再次动荡，包括新兴经

济体国家汇率、国际原油等大宗

商品价格表现等都缺乏把握。因

此持币过节仍是多数投资者的

首选。 同时，从影响A股的因素

看，不论是经济基本面还是资金

面，目前也没有特别超预期的信

号。虽然近两周央行对市场净投

放资金近2万亿元， 但银证转账

系统显示并没有明显增量资金

入场，而盘口显示在大盘反弹时

两市成交量也没有明显放大，即

便上周五沪深股指涨幅均超过

3%， 但两市成交量却不足4300

亿元， 表明投资者参与意愿不

强，观望气氛浓重。 因此，随着春

节长假临近，估计本周市场的反

弹力度有限。

操作上，仍建议投资者控制

仓位，观望为主。 真正的底部以

及筑底过程是一个较为漫长的

过程，因此不急于快速增仓，也

不急于过分追涨， 仍以持币为

主，多看少动为宜。 当然，如果

出现意外急跌， 则可类似于上

周二三的大跌后参与T+1左右

的超跌反弹， 但持有周期宜短

不宜长。

收官战难脱弱势

□西部证券 黄铮

上周五市场终迎超跌反弹，

但沪指周K线仍以中阴报收。 本

轮调整以来，市场以急挫、慢调

完成下跌过程，积弱难返的市场

状况延续， 再加上经济前景不

佳、汇率波动干扰中长期困扰犹

存，节前流动性补缺、政策预期

降低也是掣肘因素。受收官行情

谨慎情绪升温影响，预计本周沪

指低位震荡仍是大概率事件。 操

作上不妨持币过节，谨慎为宜。

上周市场整体表现欠佳，回

探式下跌再现，沪指股指重心再

下台阶。 纵观市场环境，上周央

行净投放6900亿元，创近三年单

周新高。降准几率降至低点的同

时，也侧面反映货币政策宽松的

审慎态度。 与此同时，开年后的

新股发行节奏控制的不缓不急，

并延续至本周收官。同期市场量

能不断萎缩，结合以往历史走势

观察，这种反弹缩量、下跌放量

的盘弱格局，逆转周期通常复杂

且较为漫长。

本周是春节前最后一个完

整的交易周。尽管前期下跌过程

中抵抗性反弹时有发生，但热点

的不维系都使得市场失去一次

次回稳机会。原因仍在于投资者

信心挫败后，非短暂红盘反抽可

以改善。 结合盘面表现观察，上

周市场仍以概念性板块领涨为

主，这对指数底部探明只能起到

加大振幅的作用。 上周五券商股

首次撬起权重股回稳的信号，上

年业绩环比超预期增长的背景

下，券商指数如果能继续对五日

均线形成带量突破，无疑是当下

市场完成底部探明的标志性信

号。关注节前市场热点的延续性

较为重要。

技术走势方面， 沪指日K线

显示股指重心下行趋势未变，市

场中长期趋势下行，势必拉长后

期筑底周期复杂多变的过程。当

前热点断点表现和节前无心恋

战之下， 市场收官之战难脱疲

态，不创新低才可期盼企稳。 操

作策略仍以防御为主，对于或有

的热点表现仍以短线回避为主。

节前市场有望企稳运行

□银泰证券 陈建华

在经过短暂企稳后，上周A

股两市再度向下调整，沪指跌破

前期2850的低点， 一度回到

2700点下方， 深证成指则跌破

9000点大关，创近十三个月以来

新低。 伴随指数的持续调整，两

市板块个股整体表现低迷，市场

机会极其有限，同时两市成交量

持续萎缩，资金参与意愿维持在

较低水平。 不过伴随连续调整做

空动能的释放，加上市场环境的

改善，沪深两市企稳的可能性逐

步增加。

首先，新年以来沪深市场的

连续下跌缘于多方面因素， 包括

人民币汇率波动、欧美股市动荡、

原油价格大跌等。 当前人民币汇

率包括港币汇率连续企稳， 不确

定性显著降低；国外欧美股市、原

油在各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亦

持续向上反弹， 短期下跌暂告一

段落。 国内宏观不确定性因素的

消除以及外围市场的企稳均为沪

深指数的企稳创造条件。

其次，上周央行通过公开市

场操作累计净投放5900亿元，创

2013年2月来新高。1月以来央行

公开市场操作累计净投放资金

达1.135万亿元， 有效缓解了春

节前资金面的压力。 目前各市场

资金流动整体较为平稳，在一定

程度上提振各方对后期市场的

信心。

最后，连续调整后沪深指数

同样存在反弹需求。 1月份以来

沪深两市分别下跌 22.65%和

25.64%，沪指创出股改以来第二

大单月跌幅， 仅次于2008年10

月，深证成指则创出其历史上最

大单月跌幅。 在经过1月份的单

边调整行情后，市场本身的反弹

动能在逐步聚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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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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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现抗跌 上海本地重组指数周跌

1.87%

上周A股市场再度大幅回

落，135个Wind概念板块也“全

军覆没” ， 其中上海本地重组指

数表现十分抗跌，上周仅小幅下

跌1.87%， 而其他概念指数的跌

幅均在2%以上。

上周一，上海本地重组指数

高开高走上涨2.97%， 不过周二

随着市场的回落而大幅下挫

7.62%，周三则继续下探，在创下

2015年9月7日以来新低后回升，

小涨0.71%，周四冲高后回落，下

跌1.40%，周五跟随市场反弹，上

涨3.88%。由此，上周上海本地重

组指数小跌1.87%，在Wind概念

指数中跌幅居最末。

19只成分股中有9只上周实

现上涨，其中开开实业、上海九

百和开创国际的涨幅超过了

10%， 周涨幅分别为16.23%、

11.28%和11.02%，亚通股份和飞

乐音响分别上涨6.60%和6.04%，

而上工申贝和第一医药的周涨

幅也在3%以上。 下跌的10只股

票的跌幅则均超过了4%，上实发

展、上海机电、仪电电子和上海

贝岭上周分别下跌 17.30% 、

10.65%、10.42%和10.14%。

近期有关国企改革的利好

消息频传。 据人民日报消息，国

务院国资委28日表示，国企改革

顶层设计已取得重大进展，目前

已公布“1+11” 个政策文件，最

近又审议通过了8个配套文件。

此外，今年以来，福建、宁夏、新

疆、山东、上海等地相继召开了

地方两会，明确给出了国企资产

上市要求、明确鼓励竞争类企业

试点员工持股、支持民企进入基

础产业、清理将是企业等思路和

要求，标志着地方国企改革进入

全面加速期。 而上海今年还将加

快推进国资系统企业集团整体

上市。

中泰证券指出，近期召开的

中央企业、地方国资委负责人会

议明确2016年将加快推进股权

多元化改革， 国企改革“1+N”

顶层设计方案中对于员工持股、

股权激励的实施细则有望超预

期。（王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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