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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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871.SH

石化油服

2016-3-3 133333.33 178333.33 1025932.77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061.SH

国投安信

2016-2-22 120582.76 163491.05 205924.12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009.SH

上海机场

2016-3-2 83348.21 192695.84 0.00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601198.SH

东兴证券

2016-2-26 40400.00 90400.00 16000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107.SZ

沃华医药

2016-2-24 18134.15 34891.35 1184.25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0114.SH

东睦股份

2016-2-22 13173.30 37121.55 1955.00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600416.SH

湘电股份

2016-2-23 9444.44 70292.90 4047.62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0009.SZ

中国宝安

2016-3-4 8687.17 157654.07 1556.67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0601.SZ

韶能股份

2016-2-23 8583.55 107978.90 76.26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600218.SH

全柴动力

2016-2-29 8535.50 36875.50 0.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146.SZ

汤臣倍健

2016-2-29 7000.00 43007.05 29794.04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0404.SZ

华意压缩

2016-2-29 6410.26 55882.42 79.98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3997.SH

继峰股份

2016-3-2 5400.00 11400.00 3060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0283.SH

钱江水利

2016-3-2 5058.61 33591.61 1707.97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061.SZ

江山化工

2016-2-25 4438.20 45325.97 0.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3118.SH

共进股份

2016-2-25 4398.43 11898.43 19039.37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0988.SH

赤峰黄金

2016-2-22 4373.74 61034.20 10284.87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0421.SZ

南京中北

2016-3-4 4062.50 39229.20 18035.49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0610.SZ

西安旅游

2016-2-29 4000.00 23513.60 161.19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3969.SH

银龙股份

2016-2-29 3187.41 13187.41 26812.59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3015.SH

弘讯科技

2016-3-3 3000.00 8010.00 1200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3309.SH

维力医疗

2016-3-2 2700.00 7700.00 1230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139.SZ

拓邦股份

2016-3-4 2352.18 18564.76 7700.89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464.SZ

金利科技

2016-2-22 1059.00 10336.89 4222.11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3828.SH

柯利达

2016-2-26 1008.00 4008.00 8370.5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213.SZ

佳讯飞鸿

2016-2-26 901.58 13427.76 12673.82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242.SZ

明家科技

2016-2-23 526.43 13049.67 18824.38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587.SH

新华医疗

2016-3-4 328.67 36961.89 3680.92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348.SZ

长亮科技

2016-2-24 274.06 6186.48 8425.52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0690.SH

青岛海尔

2016-2-26 15.20 550961.91 61353.52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300437.SZ

清水源

2016-2-22 2.50 1670.00 5000.00

追加承诺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未 来 两 周 限 售 股 解 禁 情 况

本周趋势 看多

中线趋势 看平

本周区间

2820-3020

点

本周热点 小盘题材股和超跌品种

本周焦点

2850

点支撑力

本周趋势 看平

中线趋势 看多

本周区间

2789-3000

点

本周热点 中小创

本周焦点 成交量

本周趋势 看多

中线趋势 看平

本周区间

2750-3000

点

本周热点 超跌成长

、

信息技术

、

高送转

本周焦点 管理层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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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116.SH

三峡水利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459,341.35 30.40 66.10

000520.SZ

长航凤凰 换手率达

20% 341,307.10 3.92 25.46

600610.SH

中毅达 换手率达

20% 233,833.62 -2.24 39.49

600610.SH

中毅达 振幅值达

15% 233,833.62 -2.24 39.49

000727.SZ

华东科技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23,719.53 21.09 26.46

600547.SH

山东黄金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10,634.03 21.03 6.93

000727.SZ

华东科技 换手率达

20% 209,147.83 -0.51 21.73

000019.SZ

深深宝

A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5,020.35 22.74 43.97

002075.SZ

沙钢股份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4,397.09 33.05 9.54

000018.SZ

神州长城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3,617.14 33.10 40.49

600610.SH

中毅达 换手率达

20% 202,823.36 10.01 34.48

600610.SH

中毅达 换手率达

20% 192,421.87 1.03 33.90

600610.SH

中毅达 换手率达

20% 165,459.25 4.14 29.24

002273.SZ

水晶光电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155,282.93 10.00 13.13

300083.SZ

劲胜精密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153,445.48 10.01 19.41

000838.SZ

财信发展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153,415.76 10.00 15.13

002230.SZ

科大讯飞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139,852.10 10.01 5.43

000851.SZ

高鸿股份 换手率达

20% 138,934.15 4.67 20.31

000561.SZ

烽火电子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132,353.16 31.13 18.31

002431.SZ

棕榈园林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129,636.75 33.05 21.49

600737.SH

中粮屯河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128,304.23 10.04 8.50

002504.SZ

弘高创意 换手率达

20% 123,701.15 10.00 31.90

002504.SZ

弘高创意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123,701.15 10.00 31.90

000019.SZ

深深宝

A

换手率达

20% 120,801.48 6.23 22.34

000727.SZ

华东科技 换手率达

20% 118,466.50 10.00 13.43

000727.SZ

华东科技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118,466.50 10.00 13.43

600283.SH

钱江水利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118,433.59 22.81 26.72

600806.SH

昆明机床 振幅值达

15% 114,184.49 9.98 23.68

002575.SZ

群兴玩具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112,394.09 30.52 13.00

002625.SZ

龙生股份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112,113.18 20.90 1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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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292.SZ

奥飞动漫

2016-2-18 33.00 -8.46 34.78 1,250.00 41,250.00

000048.SZ

康达尔

2016-2-17 34.02 -10.00 38.35 1,067.57 36,318.73

000727.SZ

华东科技

2016-2-17 7.50 -3.47 7.62 3,600.00 27,000.00

002292.SZ

奥飞动漫

2016-2-16 32.17 4.52 33.86 737.53 23,726.18

002537.SZ

海立美达

2016-2-18 14.94 -9.95 18.25 1,475.00 22,036.50

002292.SZ

奥飞动漫

2016-2-18 33.00 -8.46 34.78 656.21 21,654.85

000727.SZ

华东科技

2016-2-19 7.16 -2.85 7.44 2,626.00 18,802.16

002292.SZ

奥飞动漫

2016-2-17 34.24 1.12 36.05 480.00 16,435.20

000727.SZ

华东科技

2016-2-15 6.39 -10.00 7.81 2,510.00 16,038.90

002292.SZ

奥飞动漫

2016-2-18 33.00 -8.46 34.78 432.68 14,278.48

000651.SZ

格力电器

2016-2-18 19.22 0.10 19.22 731.09 14,051.58

002292.SZ

奥飞动漫

2016-2-18 33.00 -8.46 34.78 425.54 14,042.69

000727.SZ

华东科技

2016-2-15 6.39 -10.00 7.81 2,070.00 13,227.30

000048.SZ

康达尔

2016-2-17 34.02 -10.00 38.35 374.03 12,724.59

002292.SZ

奥飞动漫

2016-2-18 33.00 -8.46 34.78 363.00 11,979.00

002175.SZ

东方网络

2016-2-18 45.30 -1.22 46.70 260.68 11,808.80

002692.SZ

远程电缆

2016-2-17 14.00 -2.85 14.53 800.00 11,200.00

000048.SZ

康达尔

2016-2-17 34.02 -10.00 38.35 294.59 10,021.95

000727.SZ

华东科技

2016-2-18 7.30 -4.20 7.37 1,370.00 10,001.00

002292.SZ

奥飞动漫

2016-2-18 33.00 -8.46 34.78 303.00 9,999.00

000632.SZ

三木集团

2016-2-17 7.09 -4.06 7.52 1,395.98 9,897.48

000671.SZ

阳光城

2016-2-17 6.31 -1.71 6.50 1,511.78 9,539.30

601011.SH

宝泰隆

2016-2-17 6.00 5.63 6.25 1,500.00 9,000.00

601011.SH

宝泰隆

2016-2-17 6.00 5.63 6.25 1,500.00 9,000.00

002480.SZ

新筑股份

2016-2-16 9.58 0.52 9.98 900.00 8,622.00

002504.SZ

弘高创意

2016-2-18 21.45 -9.99 26.21 400.00 8,580.00

002292.SZ

奥飞动漫

2016-2-17 34.24 1.12 36.05 250.00 8,560.00

002634.SZ

棒杰股份

2016-2-18 41.95 -0.83 43.25 200.00 8,390.00

300113.SZ

顺网科技

2016-2-16 73.30 -10.00 89.50 109.00 7,989.70

000727.SZ

华东科技

2016-2-15 6.39 -10.00 7.81 1,240.00 7,923.60

率先突破3000点股票行业分布情况

率先站上3000点股票板块分布 部分率先突破3000点股票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最新收盘

价（元）

1月20日

收盘价

（元）

复权后股

价区间涨

幅

上市板

所属申万

行业

市盈率

PE

(TTM）

600531.SH

豫光金铅

23.07 11.63 98.37%

主板 有色金属

544.68

002624.SZ

完美环球

42.23 23.13 82.58%

中小企业板 传媒

69.01

000019.SZ

深深宝

A 21.40 11.87 80.29%

主板 食品饮料

165.36

600623.SH

双钱股份

24.36 13.99 74.12%

主板 化工

95.16

002435.SZ

长江润发

16.30 10.06 62.03%

中小企业板 机械设备

73.86

600610.SH

中毅达

20.52 13.01 57.72%

主板 建筑装饰

164.48

000011.SZ

深物业

A 16.39 10.52 55.80%

主板 房地产

69.36

002416.SZ

爱施德

19.50 13.25 47.17%

中小企业板 商业贸易

224.00

600710.SH *ST

常林

8.00 5.44 47.06%

主板 机械设备

-11.91

002103.SZ

广博股份

25.65 17.52 46.40%

中小企业板 轻工制造

147.78

002777.SZ

久远银海

83.00 57.00 45.61%

中小企业板 计算机

116.99

002189.SZ

利达光电

32.60 22.68 43.74%

中小企业板 电子

382.60

002528.SZ

英飞拓

13.02 9.20 41.52%

中小企业板 计算机

423.98

002785.SZ

万里石

28.34 20.19 40.37%

中小企业板 建筑材料

253.62

600116.SH

三峡水利

26.33 18.81 39.98%

主板 公用事业

42.07

300450.SZ

先导智能

116.70 83.60 39.59%

创业板 机械设备

109.03

600288.SH

大恒科技

15.58 11.27 38.24%

主板 电子

263.35

000851.SZ

高鸿股份

14.42 10.52 37.07%

主板 通信

124.70

300443.SZ

金雷风电

238.03 175.50 35.63%

创业板 机械设备

110.35

600234.SH

山水文化

22.22 16.49 34.75%

主板 综合

-371.75

300155.SZ

安居宝

16.09 12.05 33.53%

创业板 计算机

208.34

000018.SZ

神州长城

52.20 39.20 33.16%

主板 房地产

94.97

002597.SZ

金禾实业

12.03 9.06 32.78%

中小企业板 化工

34.24

002180.SZ

艾派克

44.28 33.64 31.63%

中小企业板 电子

76.69

002601.SZ

佰利联

46.36 35.33 31.22%

中小企业板 化工

98.74

300497.SZ

富祥股份

93.20 71.03 31.21%

创业板 医药生物

90.38

600227.SH

赤天化

6.61 5.04 31.15%

主板 化工

-15.60

600237.SH

铜峰电子

7.51 5.73 31.06%

主板 电子

-59.59

000017.SZ

深中华

A 14.11 10.78 30.89%

主板 汽车

3821.60

000022.SZ

深赤湾

A 19.00 14.53 30.76%

主板 交通运输

26.15

600012.SH

皖通高速

14.07 10.77 30.64%

主板 交通运输

26.13

600798.SH

宁波海运

6.96 5.35 30.09%

主板 交通运输

278.32

600679.SH

上海凤凰

17.58 13.53 29.93%

主板 汽车

229.64

600876.SH

洛阳玻璃

34.27 26.48 29.42%

主板 建筑材料

-123.42

002778.SZ

高科石化

40.76 31.75 28.38%

中小企业板 化工

99.21

000037.SZ

深南电

A 11.43 8.92 28.14%

主板 公用事业

-2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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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限售股解禁情况表格券商论道表格

放量反弹 沪综指周涨

3.49%

猴年首个交易周市场迎来

开门红， 上证综指连续反弹三

日，行至2850点附近，之后两日

连续窄幅震荡，量能显著放大。

受春节期间外围市场动荡影

响， 沪综指上周一大幅低开跌破

2700点， 之后一路上行快速收复

2700点， 最终收报2746.20点，微

跌0.63%； 上周二放量大涨3.29%

至2836.57点；周三继续放量上行

并站稳20日均线， 上涨1.08%，收

报2867.34点；上周四高开后震荡

整理， 微跌0.16%并小幅放量；上

周五低开后窄幅震荡，下跌0.10%

至2860.02点，日K线收阳十字星，

成交额环比萎缩。 至此，上周沪综

指累计上涨3.49%，振幅为7.64%，

累计成交9634.54亿元，环比前一

周的7792.96亿元显著放大。

上周沪综指运行中枢明显上

升，量能放大反映增量资金进场，两

融余额连续四日回升表明市场情绪

自冰点回暖。从宏观环境来看，前期

压制市场的利空因素基本消除，特

别是人民币汇率阶段性企稳令资金

外流担忧减弱；与此同时，信贷大幅

放量、政策暖风频吹、社保资金进场

等利好因素形成共振， 令前期深幅

调整后的超跌反弹动能释放。

目前来看市场运行环境偏

向积极， 且政策和改革预期向

好，反弹窗口或将延续。 不过，随

着沪综指步入2850点一线压力

位，套牢盘和短线获利盘压力显

现，需要反复震荡化压，短期波

动将加剧。（李波）

行情面临方向选择

□西部证券 黄铮

节后市场未太多受到春节

外盘震荡， 继续维持弱反弹行

情，技术超跌补涨特征突出。 沪

指遭遇压力位受阻，做多情绪明

显谨慎， 短线面临方向抉择，预

计本周初沪指五日均线附近仍

有争夺。 操作策略上，半仓之下

调整持仓配置。

上周消息面集中关注一月

宏观数据，宏观经济环境疲弱格

局未转变前，A股市场仍将处于

底部震荡的构筑阶段。节后市场

延续弱的反弹行情，也已行至短

期重要时间点的抉择阶段。与此

同时，上周以来的题材股活跃和

小盘股反弹，对市场人气盘活形

成推动， 两融余额初现提升，说

明市场情绪相比前期跌势有所

回升。

尽管如此，市场整体上攻动

能仍不够充沛， 上周后半周权重

股整固迹象明显，“中小创”反弹

至月线附近， 但并未选择发起连

续向上推动，结构性分化已出现。

短期市场还难以全面走强， 反复

盘末、整固分化之后面临选择。

结合技术走势观察，沪指日

K线可见沪指摸高并未触及月线

压制， 伴随股指的遇阻前期压力

位而不过， 两市量能回补也难以

快速完成， 市场谨慎情绪已有升

温。 周K线显示，沪指前期探底成

功，指数初次收出探底中阳，量能

微幅放大说明做多力量还待激

发， 周线显示出的股指重心仍在

五周均线下方， 市场整体并未脱

离筑底阶段的盘整形态， 后期能

否带量突破五周均线压制， 才是

指数反弹强度加大的重要信号。

本周，节后首批新股共9只，

其中5只IPO申购启动，对短期资

金面或成困扰，毕竟横盘阶段的

市场情绪仍处不稳。 市场摆脱单

边下挫后，还处于反弹初期的结

构性行情，领涨主线的布局和做

多力量的集结，更需要热点的全

面开花方能催生。 预计本周沪指

五日均线附近仍有争夺， 因而，

在量能没有出现实质性转变阶

段，底部反弹的频率和可参与性

仍受质疑，耐心等待趋势转强才

是上策。

短线整理后继续上行

□银泰证券 陈建华

春节过后A股迎来开门红。

节后首个交易日沪深两市在假期

间外围普遍走弱的情况下虽大幅

跳空低开， 但随后受资金买入推

动两市持续向上反弹， 主板创出

近两月来最大单周涨幅。 对后市

依然可持偏乐观态度， 短线整理

后料仍有进一步上行的空间。

首先，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

稳定消除了近期以来抑制A股

运行的最大不确定性因素。 自

2015年8月份以来国内乃至全球

资本市场的动荡在很大程度上

受人民币汇率因素影响。 近期，

随着央行的强力干预人民币兑

美元汇率连续企稳，美元指数的

走弱也使得人民币贬值的压力

显著减轻。 这对A股而言带来较

为明显的正面影响，将有效缓解

投资者的担忧心理。

其次，近期公布的宏观数据

亦将在一定程度上对后期A股

形成提振。上周公布的各项数据

其持续性虽然均有待进一步确

认，但短期而言数据的改善仍将

在一定程度修复前期市场过度

悲观的预期，同样对A股运行形

成正面支撑。

此外， 就市场本身因素分

析，连续调整后沪深两市同样存

反弹需求。 1月份沪深两市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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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深证成指则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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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场本身也存在较强的反弹需求，

后期在之前企稳的基础上，两市

料仍有进一步上行空间。

经过上周的反弹后市场面

临获利盘减持以及较强的技术

面压力。虽然两市存一定整固需

求，但整体来看当前A股的上行

预计将不会过快结束。

热情重燃 建筑材料指数周涨

8.27%

上周沪深两市迎来猴年“开

门红” ，周内大盘出现了明显的反

弹过程， 各行业指数也都出现了

一定程度的上涨， 不过分化十分

明显。 其中，建筑材料指数上周涨

幅高达8.27%，在全部28个申万一

级行业指数中周涨幅居于首位。

建筑材料指数上周一小幅下

探0.44%后便连续上涨，周二大涨

4.13%， 一举收复了5日及20日均

线位置， 周三至周五涨幅逐步收

窄， 分别上涨了2.67%、0.88%和

0.83%， 几乎将1月20日以来的失

地全部收复。 周内建筑材料指数

累计上涨了8.27%，创下了2015年

8月初以来的最大周涨幅。

上周正常交易的61只成分

股全部上涨，其中有22只股票的

涨幅超过了10%， 柘中股份、嘉

寓股份、纳川股份的涨幅在20%

以上， 上周分别上涨了22.52%、

20.35%和20.00%，龙泉股份、中

航三鑫、青松建化、华塑控股和

巢东股份也分别上涨了19.57%、

19.24% 、19.20% 、18.63% 和

18.46%。 周内仅东方雨虹、罗普

斯金、北新建材、伟星新材和万

里石的涨幅在3%以内。

除了板块轮动效应以外，改

革重组预期的升温是支撑建筑

材料板块走强的重要原因。 一方

面， 今年1月全国建材家居景气

BHI指数仅为78.52，创下了历年

新低；但房地产行业政策利好增

加引发好转预期。 另一方面，板

块改革重组预期抬头，此前中国

中材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建筑

材料集团有限公司正在筹划战

略重组事宜涉及多家行业内上

市公司。 申万宏源认为，虽然目

前建材行业步入淡季基本面趋

弱，部分子行业因重资产的特点

导致企业转型压力大、 难度高，

但在需求低迷的情况下倒逼企

业去产能，供给侧改革有望加速

行业去产能之路。（王威）

引领热点 移动支付指数周涨

9.11%

猴年以来， 市场出现回暖，

题材热点活跃度显著提升，其中

受益于苹果公司Apple� Pay正

式登陆中国以及iPhone用户绑

卡数量激增的刺激，移动支付概

念成为市场中最抢眼的题材概

念，上周移动支付指数累计上涨

9.11%，涨幅居前。上周正常交易

的18只成分股均实现上涨，其中

新国都和硕贝德周涨幅超过

20%，分别为24.35%和22.25%。

亿阳信通、新开普、天喻信息等8

只股票周涨幅超过10%，14只股

票周涨幅超过5%。

2月18日， 苹果公司移动支

付服务Apple� Pay正式登陆中

国。 Apple� Pay是苹果公司在

2014年发布的一种基于NFC（近

距离无线通信）技术的移动支付

服务。 当日20余家国内主流银行

业宣布即日起开通对Apple�

Pay服务的支持。据统计，Apple�

Pay2月18日一天绑卡数量远超

3000万张。 相当于国内超过三分

之一的支持Apple� Pay功能的

苹果设备都在首日进行了绑卡。

国泰君安证券指出，Apple�

Pay入华或将激活整个NFC生

态， 整体产业链相关企业均将广

泛受益， 芯片厂商及NFC软件开

发企业均在列。分析人士指出，随

着移动支付纵深发展， 移动支付

运营服务将会成为继硬件产业之

后移动支付下一个掘金点， 相关

参与方将持续受益。 移动支付主

题也有望持续发酵。（徐伟平）

■ 券商论道

未 来 两 周 限 售 股 解 禁 情 况

放量反弹 沪综指周涨

3.49%

猴年首个交易周市场迎来

开门红， 上证综指连续反弹三

日，行至2850点附近，之后两日

连续窄幅震荡，量能显著放大。

受春节期间外围市场动荡影

响， 沪综指上周一大幅低开跌破

2700点， 之后一路上行快速收复

2700点， 最终收报2746.20点，微

跌0.63%； 上周二放量大涨3.29%

至2836.57点；周三继续放量上行

并站稳20日均线， 上涨1.08%，收

报2867.34点；上周四高开后震荡

整理， 微跌0.16%并小幅放量；上

周五低开后窄幅震荡，下跌0.10%

至2860.02点，日K线收阳十字星，

成交额环比萎缩。 至此，上周沪综

指累计上涨3.49%，振幅为7.64%，

累计成交9634.54亿元，环比前一

周的7792.96亿元显著放大。

上周沪综指运行中枢明显上

升，量能放大反映增量资金进场，两

融余额连续四日回升表明市场情绪

自冰点回暖。从宏观环境来看，前期

压制市场的利空因素基本消除，特

别是人民币汇率阶段性企稳令资金

外流担忧减弱；与此同时，信贷大幅

放量、政策暖风频吹、社保资金进场

等利好因素形成共振， 令前期深幅

调整后的超跌反弹动能释放。

目前来看市场运行环境偏

向积极， 且政策和改革预期向

好，反弹窗口或将延续。 不过，随

着沪综指步入2850点一线压力

位，套牢盘和短线获利盘压力显

现，需要反复震荡化压，短期波

动将加剧。（李波）

行情面临方向选择

□西部证券 黄铮

节后市场未太多受到春节

外盘震荡， 继续维持弱反弹行

情，技术超跌补涨特征突出。 沪

指遭遇压力位受阻，做多情绪明

显谨慎， 短线面临方向抉择，预

计本周初沪指五日均线附近仍

有争夺。 操作策略上，半仓之下

调整持仓配置。

上周消息面集中关注一月

宏观数据，宏观经济环境疲弱格

局未转变前，A股市场仍将处于

底部震荡的构筑阶段。节后市场

延续弱的反弹行情，也已行至短

期重要时间点的抉择阶段。与此

同时，上周以来的题材股活跃和

小盘股反弹，对市场人气盘活形

成推动， 两融余额初现提升，说

明市场情绪相比前期跌势有所

回升。

尽管如此，市场整体上攻动

能仍不够充沛， 上周后半周权重

股整固迹象明显，“中小创”反弹

至月线附近， 但并未选择发起连

续向上推动，结构性分化已出现。

短期市场还难以全面走强， 反复

盘末、整固分化之后面临选择。

结合技术走势观察，沪指日

K线可见沪指摸高并未触及月线

压制， 伴随股指的遇阻前期压力

位而不过， 两市量能回补也难以

快速完成， 市场谨慎情绪已有升

温。 周K线显示，沪指前期探底成

功，指数初次收出探底中阳，量能

微幅放大说明做多力量还待激

发， 周线显示出的股指重心仍在

五周均线下方， 市场整体并未脱

离筑底阶段的盘整形态， 后期能

否带量突破五周均线压制， 才是

指数反弹强度加大的重要信号。

本周，节后首批新股共9只，

其中5只IPO申购启动，对短期资

金面或成困扰，毕竟横盘阶段的

市场情绪仍处不稳。 市场摆脱单

边下挫后，还处于反弹初期的结

构性行情，领涨主线的布局和做

多力量的集结，更需要热点的全

面开花方能催生。 预计本周沪指

五日均线附近仍有争夺， 因而，

在量能没有出现实质性转变阶

段，底部反弹的频率和可参与性

仍受质疑，耐心等待趋势转强才

是上策。

短线整理后继续上行

□银泰证券 陈建华

春节过后A股迎来开门红。

节后首个交易日沪深两市在假期

间外围普遍走弱的情况下虽大幅

跳空低开， 但随后受资金买入推

动两市持续向上反弹， 主板创出

近两月来最大单周涨幅。 对后市

依然可持偏乐观态度， 短线整理

后料仍有进一步上行的空间。

首先，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

稳定消除了近期以来抑制A股

运行的最大不确定性因素。 自

2015年8月份以来国内乃至全球

资本市场的动荡在很大程度上

受人民币汇率因素影响。 近期，

随着央行的强力干预人民币兑

美元汇率连续企稳，美元指数的

走弱也使得人民币贬值的压力

显著减轻。 这对A股而言带来较

为明显的正面影响，将有效缓解

投资者的担忧心理。

其次，近期公布的宏观数据

亦将在一定程度上对后期A股

形成提振。上周公布的各项数据

其持续性虽然均有待进一步确

认，但短期而言数据的改善仍将

在一定程度修复前期市场过度

悲观的预期，同样对A股运行形

成正面支撑。

此外， 就市场本身因素分

析，连续调整后沪深两市同样存

反弹需求。 1月份沪深两市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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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深证成指则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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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场本身也存在较强的反弹需求，

后期在之前企稳的基础上，两市

料仍有进一步上行空间。

经过上周的反弹后市场面

临获利盘减持以及较强的技术

面压力。虽然两市存一定整固需

求，但整体来看当前A股的上行

预计将不会过快结束。

热情重燃 建筑材料指数周涨

8.27%

上周沪深两市迎来猴年“开

门红” ，周内大盘出现了明显的反

弹过程， 各行业指数也都出现了

一定程度的上涨， 不过分化十分

明显。 其中，建筑材料指数上周涨

幅高达8.27%，在全部28个申万一

级行业指数中周涨幅居于首位。

建筑材料指数上周一小幅下

探0.44%后便连续上涨，周二大涨

4.13%， 一举收复了5日及20日均

线位置， 周三至周五涨幅逐步收

窄， 分别上涨了2.67%、0.88%和

0.83%， 几乎将1月20日以来的失

地全部收复。 周内建筑材料指数

累计上涨了8.27%，创下了2015年

8月初以来的最大周涨幅。

上周正常交易的61只成分

股全部上涨，其中有22只股票的

涨幅超过了10%， 柘中股份、嘉

寓股份、纳川股份的涨幅在20%

以上， 上周分别上涨了22.52%、

20.35%和20.00%，龙泉股份、中

航三鑫、青松建化、华塑控股和

巢东股份也分别上涨了19.57%、

19.24% 、19.20% 、18.63% 和

18.46%。 周内仅东方雨虹、罗普

斯金、北新建材、伟星新材和万

里石的涨幅在3%以内。

除了板块轮动效应以外，改

革重组预期的升温是支撑建筑

材料板块走强的重要原因。 一方

面， 今年1月全国建材家居景气

BHI指数仅为78.52，创下了历年

新低；但房地产行业政策利好增

加引发好转预期。 另一方面，板

块改革重组预期抬头，此前中国

中材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建筑

材料集团有限公司正在筹划战

略重组事宜涉及多家行业内上

市公司。 申万宏源认为，虽然目

前建材行业步入淡季基本面趋

弱，部分子行业因重资产的特点

导致企业转型压力大、 难度高，

但在需求低迷的情况下倒逼企

业去产能，供给侧改革有望加速

行业去产能之路。（王威）

引领热点 移动支付指数周涨

9.11%

猴年以来， 市场出现回暖，

题材热点活跃度显著提升，其中

受益于苹果公司Apple� Pay正

式登陆中国以及iPhone用户绑

卡数量激增的刺激，移动支付概

念成为市场中最抢眼的题材概

念，上周移动支付指数累计上涨

9.11%，涨幅居前。上周正常交易

的18只成分股均实现上涨，其中

新国都和硕贝德周涨幅超过

20%，分别为24.35%和22.25%。

亿阳信通、新开普、天喻信息等8

只股票周涨幅超过10%，14只股

票周涨幅超过5%。

2月18日， 苹果公司移动支

付服务Apple� Pay正式登陆中

国。 Apple� Pay是苹果公司在

2014年发布的一种基于NFC（近

距离无线通信）技术的移动支付

服务。 当日20余家国内主流银行

业宣布即日起开通对Apple�

Pay服务的支持。据统计，Apple�

Pay2月18日一天绑卡数量远超

3000万张。 相当于国内超过三分

之一的支持Apple� Pay功能的

苹果设备都在首日进行了绑卡。

国泰君安证券指出，Apple�

Pay入华或将激活整个NFC生

态， 整体产业链相关企业均将广

泛受益， 芯片厂商及NFC软件开

发企业均在列。分析人士指出，随

着移动支付纵深发展， 移动支付

运营服务将会成为继硬件产业之

后移动支付下一个掘金点， 相关

参与方将持续受益。 移动支付主

题也有望持续发酵。（徐伟平）

次新股引领 创业板综指周涨

6.4%

上周猴年A股首秀，呈现出

前半周反弹、 后半周整固的形

态，其中，中小创整体表现活跃，

创业板综指一周上涨6.4%，在沪

深交易所核心交易指数中涨幅

位居第二名， 仅次于周涨6.74%

的中证1000指数。

创业板整体表现强于大盘，

主要得益于中小盘股弹性较大、

率先反弹，而其中，次新股占据了

涨幅榜前列的多个位置， 对创业

板起到引领作用。个股来看，上周

所有个股中共有431只个股实现

上涨， 而仅有16只个股下跌。 其

中，海顺新材、高澜股份和苏州设

计3只次新股均保持连续涨停节

奏，一周涨幅均超过61%，遥遥领

先；其次是先导智能、通合科技、

浙江金科和金雷风电， 涨幅均超

过了28%，也是清一色的次新股。

此外还有包括东杰智能、 中科创

达和赢合科技等多只次新股在内

的10只个股涨幅超过了20%。

此外， 上周创业板的领涨还

与活跃的成长性题材密切相关。

上周虚拟现实、移动支付、生物识

别和网络安全等题材板块涨幅均

超过了10%， 电子和计算机行业

个股表现尤为突出， 而这些正是

创业板个股的主要组成部分。

实际上，自去年下半年以来，

创业板就已经成为了市场行情的

引领者，一旦该板块活跃，则对市

场人气盘活形成推动， 进而促使

行情好转。 但蓝筹股的拉升却往

往只能形成跷跷板效应。 短线来

看， 市场整体上攻动能仍不够充

沛、热点轮换较为快速，创业板综

指反弹至月线附近， 但并未选择

发起连续向上推动， 强势整理的

结构性分化已有浮现。 (张怡)

近四成股票率先突破3000点

□本报记者 王威

上周市场延续节前反弹步

伐，迎来猴年“开门红” ，期间上

证综指一度逼近2900点，市场人

气明显回升。 截至上周五收盘，

刨去7只新股以外， 两市共有

1079只股票已率先收复了1月20

日股价位置（以前复权计算，下

同），占全部A股的38.30%，彼时

对应上证综指点位在3000点附

近。 这些强势牛股主要分布在主

板当中， 且不乏估值较高的股

票，显示随着人气的回升，市场

对高估值的担忧情绪显著降温。

不过新兴成长板块依然是资金

关注的焦点， 而且定增重组、高

送转、国企改革和次新股概念成

为了阶段强势股的集中地。

1079只股票表现强势

延续春节假期前的反弹过

程，上周A股连续上扬，沪指周涨

幅达3.49%，创下2015年12月中

旬以来周涨幅的新高，距离2900

点仅一步之遥。 周内大部分行业

板块、 概念及个股均录得上涨，

市场普涨特征明显，场内人气明

显回升。

据Wind资讯数据，率先“站

上3000点” 的这1079只股票的

阶段涨幅达到了7.13%， 远远高

于全部A股同期-1.13%和上证

综指-4.91%的同期表现， 强势

特征显著。 这1079只股票中，有

536只股票属于主板， 而创业板

和中小企业板分别有225只和

318只，占比分别为50%、21%和

29%。

其中， 相对于1月20日收盘

价涨幅超过20%的有78只。 其

中，豫光金铅、完美环球、深深宝

A、双钱股份、长江润发、中毅达

和深物业A的复权后区间涨幅超

过了50%， 另外爱施德、*ST常

林、广博股份、久远银海、利达光

电、英飞拓和万里石的区间复权

后涨幅也均在40%以上。

从股价分布来看，这些阶段

表现强势的股票分布呈橄榄型，

即高价和低价股相对有限，主要

以中价股为主。 至上周五收盘，

这 1079只股票的平均股价为

23.25元， 略低于全部A股23.34

元的平均股价。 这些股票中虽然

不乏金雷风电、中科创达、贵州

茅台、浩丰科技、天齐锂业、世纪

游轮和创业软件等百元股，但这

些个股涨幅十分有限。 同样的，

华锐风电、TCL集团、首钢集团、

韶钢松山等低价股涨幅表现亦

十分平淡。反而是20元至60元左

右的股票更多的成为了强势股

的主要组成部分。

这些阶段表现强势的股票

平均市盈率（TTM）达117.04

倍，高于全部A股116.58倍的平

均估值水平。 不仅如此，区间涨

幅居前的股票中不少股票的估

值都在100倍以上，表现最强豫

光 金 铅 的 估 值 甚 至 达 到 了

544.68倍。 由此可见，伴随着市

场的持续反弹， 市场风险偏好

提升。

牛股“标签” 多样

从行业板块分布来看，新兴

行业无疑依然最获资金青睐，金

融股强势股最少。 此外，但从个

股层面来看，定增重组、高送转、

国企改革和次新股都是这些强

势股的“标签” 。

从行业板块来看，这1079只

个股在28个申万一级行业板块

中均有分布。 其中，化工、电子、

医药生物、机械设备、计算机、电

气设备板块的个股数量均在60

只以上，具体数据分别为105只、

88只、87只、85只、74只和63只。

而二线蓝筹股及弱周期板块紧

随其后， 个股数量也相对较多。

有色金属、房地产、汽车、轻工制

造、农林牧渔、商业贸易、建筑装

饰、通信和纺织服装的个股数量

超过了30只。与其相对应，银行、

非银金融和钢铁板块强势股数

量“垫底” ，具体数量分别仅为1

只、1只和6只。可见，成长板块成

为强势股的“集中营” 。 而历史

经验也表明，年初“春季” 部分

中长线资金回流A股，优质成长

股是首选标的。

从个股层面来看， 定增重

组、高送转、国企改革和次新股

成为了强势股的主要 “标签” 。

首先，高送转是近期资金炒作的

热点概念。 如豫光金铅2月初公

告称 2015年拟 10转 20派 0.13

元，再加上海外黄金期货价格变

动， 成为了区间最为强势的股

票。 类似的，因高送转而获市场

热捧的股票还有如神州长城、财

信发展、三峡水利等。其次，定增

重组热度得以延续，期间牛股辈

出。如收购完美世界并获环球影

业旗下影片25%权益的完美环

球、 转型医药大健康的长江润

发、 收购跨境支付公司广博股

份， 及正在酝酿重组的ST常林

等。 再次，国企改革概念近期表

现也十分出众， 如深深宝A、双

钱股份、深物业A等股票表现均

十分活跃。 最后，如次新股久远

银海，以及业绩出现明显增长的

英飞拓等也在强势股中占得一

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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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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率先站上3000点股票板块分布

放量反弹 沪综指周涨

3.49%

猴年首个交易周市场迎来

开门红， 上证综指连续反弹三

日，行至2850点附近，之后两日

连续窄幅震荡，量能显著放大。

受春节期间外围市场动荡影

响， 沪综指上周一大幅低开跌破

2700点， 之后一路上行快速收复

2700点， 最终收报2746.20点，微

跌0.63%； 上周二放量大涨3.29%

至2836.57点；周三继续放量上行

并站稳20日均线， 上涨1.08%，收

报2867.34点；上周四高开后震荡

整理， 微跌0.16%并小幅放量；上

周五低开后窄幅震荡，下跌0.10%

至2860.02点，日K线收阳十字星，

成交额环比萎缩。 至此，上周沪综

指累计上涨3.49%，振幅为7.64%，

累计成交9634.54亿元，环比前一

周的7792.96亿元显著放大。

上周沪综指运行中枢明显上

升，量能放大反映增量资金进场，两

融余额连续四日回升表明市场情绪

自冰点回暖。从宏观环境来看，前期

压制市场的利空因素基本消除，特

别是人民币汇率阶段性企稳令资金

外流担忧减弱；与此同时，信贷大幅

放量、政策暖风频吹、社保资金进场

等利好因素形成共振， 令前期深幅

调整后的超跌反弹动能释放。

目前来看市场运行环境偏

向积极， 且政策和改革预期向

好，反弹窗口或将延续。 不过，随

着沪综指步入2850点一线压力

位，套牢盘和短线获利盘压力显

现，需要反复震荡化压，短期波

动将加剧。（李波）

行情面临方向选择

□西部证券 黄铮

节后市场未太多受到春节

外盘震荡， 继续维持弱反弹行

情，技术超跌补涨特征突出。 沪

指遭遇压力位受阻，做多情绪明

显谨慎， 短线面临方向抉择，预

计本周初沪指五日均线附近仍

有争夺。 操作策略上，半仓之下

调整持仓配置。

上周消息面集中关注一月

宏观数据，宏观经济环境疲弱格

局未转变前，A股市场仍将处于

底部震荡的构筑阶段。节后市场

延续弱的反弹行情，也已行至短

期重要时间点的抉择阶段。与此

同时，上周以来的题材股活跃和

小盘股反弹，对市场人气盘活形

成推动， 两融余额初现提升，说

明市场情绪相比前期跌势有所

回升。

尽管如此，市场整体上攻动

能仍不够充沛， 上周后半周权重

股整固迹象明显，“中小创”反弹

至月线附近， 但并未选择发起连

续向上推动，结构性分化已出现。

短期市场还难以全面走强， 反复

盘末、整固分化之后面临选择。

结合技术走势观察，沪指日

K线可见沪指摸高并未触及月线

压制， 伴随股指的遇阻前期压力

位而不过， 两市量能回补也难以

快速完成， 市场谨慎情绪已有升

温。 周K线显示，沪指前期探底成

功，指数初次收出探底中阳，量能

微幅放大说明做多力量还待激

发， 周线显示出的股指重心仍在

五周均线下方， 市场整体并未脱

离筑底阶段的盘整形态， 后期能

否带量突破五周均线压制， 才是

指数反弹强度加大的重要信号。

本周，节后首批新股共9只，

其中5只IPO申购启动，对短期资

金面或成困扰，毕竟横盘阶段的

市场情绪仍处不稳。 市场摆脱单

边下挫后，还处于反弹初期的结

构性行情，领涨主线的布局和做

多力量的集结，更需要热点的全

面开花方能催生。 预计本周沪指

五日均线附近仍有争夺， 因而，

在量能没有出现实质性转变阶

段，底部反弹的频率和可参与性

仍受质疑，耐心等待趋势转强才

是上策。

短线整理后继续上行

□银泰证券 陈建华

春节过后A股迎来开门红。

节后首个交易日沪深两市在假期

间外围普遍走弱的情况下虽大幅

跳空低开， 但随后受资金买入推

动两市持续向上反弹， 主板创出

近两月来最大单周涨幅。 对后市

依然可持偏乐观态度， 短线整理

后料仍有进一步上行的空间。

首先，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

稳定消除了近期以来抑制A股

运行的最大不确定性因素。 自

2015年8月份以来国内乃至全球

资本市场的动荡在很大程度上

受人民币汇率因素影响。 近期，

随着央行的强力干预人民币兑

美元汇率连续企稳，美元指数的

走弱也使得人民币贬值的压力

显著减轻。 这对A股而言带来较

为明显的正面影响，将有效缓解

投资者的担忧心理。

其次，近期公布的宏观数据

亦将在一定程度上对后期A股

形成提振。上周公布的各项数据

其持续性虽然均有待进一步确

认，但短期而言数据的改善仍将

在一定程度修复前期市场过度

悲观的预期，同样对A股运行形

成正面支撑。

此外， 就市场本身因素分

析，连续调整后沪深两市同样存

反弹需求。 1月份沪深两市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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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深证成指则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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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场本身也存在较强的反弹需求，

后期在之前企稳的基础上，两市

料仍有进一步上行空间。

经过上周的反弹后市场面

临获利盘减持以及较强的技术

面压力。虽然两市存一定整固需

求，但整体来看当前A股的上行

预计将不会过快结束。

热情重燃 建筑材料指数周涨

8.27%

上周沪深两市迎来猴年“开

门红” ，周内大盘出现了明显的反

弹过程， 各行业指数也都出现了

一定程度的上涨， 不过分化十分

明显。 其中，建筑材料指数上周涨

幅高达8.27%，在全部28个申万一

级行业指数中周涨幅居于首位。

建筑材料指数上周一小幅下

探0.44%后便连续上涨，周二大涨

4.13%， 一举收复了5日及20日均

线位置， 周三至周五涨幅逐步收

窄， 分别上涨了2.67%、0.88%和

0.83%， 几乎将1月20日以来的失

地全部收复。 周内建筑材料指数

累计上涨了8.27%，创下了2015年

8月初以来的最大周涨幅。

上周正常交易的61只成分

股全部上涨，其中有22只股票的

涨幅超过了10%， 柘中股份、嘉

寓股份、纳川股份的涨幅在20%

以上， 上周分别上涨了22.52%、

20.35%和20.00%，龙泉股份、中

航三鑫、青松建化、华塑控股和

巢东股份也分别上涨了19.57%、

19.24% 、19.20% 、18.63% 和

18.46%。 周内仅东方雨虹、罗普

斯金、北新建材、伟星新材和万

里石的涨幅在3%以内。

除了板块轮动效应以外，改

革重组预期的升温是支撑建筑

材料板块走强的重要原因。 一方

面， 今年1月全国建材家居景气

BHI指数仅为78.52，创下了历年

新低；但房地产行业政策利好增

加引发好转预期。 另一方面，板

块改革重组预期抬头，此前中国

中材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建筑

材料集团有限公司正在筹划战

略重组事宜涉及多家行业内上

市公司。 申万宏源认为，虽然目

前建材行业步入淡季基本面趋

弱，部分子行业因重资产的特点

导致企业转型压力大、 难度高，

但在需求低迷的情况下倒逼企

业去产能，供给侧改革有望加速

行业去产能之路。（王威）

引领热点 移动支付指数周涨

9.11%

猴年以来， 市场出现回暖，

题材热点活跃度显著提升，其中

受益于苹果公司Apple� Pay正

式登陆中国以及iPhone用户绑

卡数量激增的刺激，移动支付概

念成为市场中最抢眼的题材概

念，上周移动支付指数累计上涨

9.11%，涨幅居前。上周正常交易

的18只成分股均实现上涨，其中

新国都和硕贝德周涨幅超过

20%，分别为24.35%和22.25%。

亿阳信通、新开普、天喻信息等8

只股票周涨幅超过10%，14只股

票周涨幅超过5%。

2月18日， 苹果公司移动支

付服务Apple� Pay正式登陆中

国。 Apple� Pay是苹果公司在

2014年发布的一种基于NFC（近

距离无线通信）技术的移动支付

服务。 当日20余家国内主流银行

业宣布即日起开通对Apple�

Pay服务的支持。据统计，Apple�

Pay2月18日一天绑卡数量远超

3000万张。 相当于国内超过三分

之一的支持Apple� Pay功能的

苹果设备都在首日进行了绑卡。

国泰君安证券指出，Apple�

Pay入华或将激活整个NFC生

态， 整体产业链相关企业均将广

泛受益， 芯片厂商及NFC软件开

发企业均在列。分析人士指出，随

着移动支付纵深发展， 移动支付

运营服务将会成为继硬件产业之

后移动支付下一个掘金点， 相关

参与方将持续受益。 移动支付主

题也有望持续发酵。（徐伟平）

次新股引领 创业板综指周涨

6.4%

上周猴年A股首秀，呈现出

前半周反弹、 后半周整固的形

态，其中，中小创整体表现活跃，

创业板综指一周上涨6.4%，在沪

深交易所核心交易指数中涨幅

位居第二名， 仅次于周涨6.74%

的中证1000指数。

创业板整体表现强于大盘，

主要得益于中小盘股弹性较大、

率先反弹，而其中，次新股占据了

涨幅榜前列的多个位置， 对创业

板起到引领作用。个股来看，上周

所有个股中共有431只个股实现

上涨， 而仅有16只个股下跌。 其

中，海顺新材、高澜股份和苏州设

计3只次新股均保持连续涨停节

奏，一周涨幅均超过61%，遥遥领

先；其次是先导智能、通合科技、

浙江金科和金雷风电， 涨幅均超

过了28%，也是清一色的次新股。

此外还有包括东杰智能、 中科创

达和赢合科技等多只次新股在内

的10只个股涨幅超过了20%。

此外， 上周创业板的领涨还

与活跃的成长性题材密切相关。

上周虚拟现实、移动支付、生物识

别和网络安全等题材板块涨幅均

超过了10%， 电子和计算机行业

个股表现尤为突出， 而这些正是

创业板个股的主要组成部分。

实际上，自去年下半年以来，

创业板就已经成为了市场行情的

引领者，一旦该板块活跃，则对市

场人气盘活形成推动， 进而促使

行情好转。 但蓝筹股的拉升却往

往只能形成跷跷板效应。 短线来

看， 市场整体上攻动能仍不够充

沛、热点轮换较为快速，创业板综

指反弹至月线附近， 但并未选择

发起连续向上推动， 强势整理的

结构性分化已有浮现。 (张怡)

近四成股票率先突破3000点

□本报记者 王威

上周市场延续节前反弹步

伐，迎来猴年“开门红” ，期间上

证综指一度逼近2900点，市场人

气明显回升。 截至上周五收盘，

刨去7只新股以外， 两市共有

1079只股票已率先收复了1月20

日股价位置（以前复权计算，下

同），占全部A股的38.30%，彼时

对应上证综指点位在3000点附

近。 这些强势牛股主要分布在主

板当中， 且不乏估值较高的股

票，显示随着人气的回升，市场

对高估值的担忧情绪显著降温。

不过新兴成长板块依然是资金

关注的焦点， 而且定增重组、高

送转、国企改革和次新股概念成

为了阶段强势股的集中地。

1079只股票表现强势

延续春节假期前的反弹过

程，上周A股连续上扬，沪指周涨

幅达3.49%，创下2015年12月中

旬以来周涨幅的新高，距离2900

点仅一步之遥。 周内大部分行业

板块、 概念及个股均录得上涨，

市场普涨特征明显，场内人气明

显回升。

据Wind资讯数据，率先“站

上3000点” 的这1079只股票的

阶段涨幅达到了7.13%， 远远高

于全部A股同期-1.13%和上证

综指-4.91%的同期表现， 强势

特征显著。 这1079只股票中，有

536只股票属于主板， 而创业板

和中小企业板分别有225只和

318只，占比分别为50%、21%和

29%。

其中， 相对于1月20日收盘

价涨幅超过20%的有78只。 其

中，豫光金铅、完美环球、深深宝

A、双钱股份、长江润发、中毅达

和深物业A的复权后区间涨幅超

过了50%， 另外爱施德、*ST常

林、广博股份、久远银海、利达光

电、英飞拓和万里石的区间复权

后涨幅也均在40%以上。

从股价分布来看，这些阶段

表现强势的股票分布呈橄榄型，

即高价和低价股相对有限，主要

以中价股为主。 至上周五收盘，

这 1079只股票的平均股价为

23.25元， 略低于全部A股23.34

元的平均股价。 这些股票中虽然

不乏金雷风电、中科创达、贵州

茅台、浩丰科技、天齐锂业、世纪

游轮和创业软件等百元股，但这

些个股涨幅十分有限。 同样的，

华锐风电、TCL集团、首钢集团、

韶钢松山等低价股涨幅表现亦

十分平淡。反而是20元至60元左

右的股票更多的成为了强势股

的主要组成部分。

这些阶段表现强势的股票

平均市盈率（TTM）达117.04

倍，高于全部A股116.58倍的平

均估值水平。 不仅如此，区间涨

幅居前的股票中不少股票的估

值都在100倍以上，表现最强豫

光 金 铅 的 估 值 甚 至 达 到 了

544.68倍。 由此可见，伴随着市

场的持续反弹， 市场风险偏好

提升。

牛股“标签” 多样

从行业板块分布来看，新兴

行业无疑依然最获资金青睐，金

融股强势股最少。 此外，但从个

股层面来看，定增重组、高送转、

国企改革和次新股都是这些强

势股的“标签” 。

从行业板块来看，这1079只

个股在28个申万一级行业板块

中均有分布。 其中，化工、电子、

医药生物、机械设备、计算机、电

气设备板块的个股数量均在60

只以上，具体数据分别为105只、

88只、87只、85只、74只和63只。

而二线蓝筹股及弱周期板块紧

随其后， 个股数量也相对较多。

有色金属、房地产、汽车、轻工制

造、农林牧渔、商业贸易、建筑装

饰、通信和纺织服装的个股数量

超过了30只。与其相对应，银行、

非银金融和钢铁板块强势股数

量“垫底” ，具体数量分别仅为1

只、1只和6只。可见，成长板块成

为强势股的“集中营” 。 而历史

经验也表明，年初“春季” 部分

中长线资金回流A股，优质成长

股是首选标的。

从个股层面来看， 定增重

组、高送转、国企改革和次新股

成为了强势股的主要 “标签” 。

首先，高送转是近期资金炒作的

热点概念。 如豫光金铅2月初公

告称 2015年拟 10转 20派 0.13

元，再加上海外黄金期货价格变

动， 成为了区间最为强势的股

票。 类似的，因高送转而获市场

热捧的股票还有如神州长城、财

信发展、三峡水利等。其次，定增

重组热度得以延续，期间牛股辈

出。如收购完美世界并获环球影

业旗下影片25%权益的完美环

球、 转型医药大健康的长江润

发、 收购跨境支付公司广博股

份， 及正在酝酿重组的ST常林

等。 再次，国企改革概念近期表

现也十分出众， 如深深宝A、双

钱股份、深物业A等股票表现均

十分活跃。 最后，如次新股久远

银海，以及业绩出现明显增长的

英飞拓等也在强势股中占得一

席之地。

部分率先突破3000点股票

放量反弹 沪综指周涨

3.49%

猴年首个交易周市场迎来

开门红， 上证综指连续反弹三

日，行至2850点附近，之后两日

连续窄幅震荡，量能显著放大。

受春节期间外围市场动荡影

响， 沪综指上周一大幅低开跌破

2700点， 之后一路上行快速收复

2700点， 最终收报2746.20点，微

跌0.63%； 上周二放量大涨3.29%

至2836.57点；周三继续放量上行

并站稳20日均线， 上涨1.08%，收

报2867.34点；上周四高开后震荡

整理， 微跌0.16%并小幅放量；上

周五低开后窄幅震荡，下跌0.10%

至2860.02点，日K线收阳十字星，

成交额环比萎缩。 至此，上周沪综

指累计上涨3.49%，振幅为7.64%，

累计成交9634.54亿元，环比前一

周的7792.96亿元显著放大。

上周沪综指运行中枢明显上

升，量能放大反映增量资金进场，两

融余额连续四日回升表明市场情绪

自冰点回暖。从宏观环境来看，前期

压制市场的利空因素基本消除，特

别是人民币汇率阶段性企稳令资金

外流担忧减弱；与此同时，信贷大幅

放量、政策暖风频吹、社保资金进场

等利好因素形成共振， 令前期深幅

调整后的超跌反弹动能释放。

目前来看市场运行环境偏

向积极， 且政策和改革预期向

好，反弹窗口或将延续。 不过，随

着沪综指步入2850点一线压力

位，套牢盘和短线获利盘压力显

现，需要反复震荡化压，短期波

动将加剧。（李波）

行情面临方向选择

□西部证券 黄铮

节后市场未太多受到春节

外盘震荡， 继续维持弱反弹行

情，技术超跌补涨特征突出。 沪

指遭遇压力位受阻，做多情绪明

显谨慎， 短线面临方向抉择，预

计本周初沪指五日均线附近仍

有争夺。 操作策略上，半仓之下

调整持仓配置。

上周消息面集中关注一月

宏观数据，宏观经济环境疲弱格

局未转变前，A股市场仍将处于

底部震荡的构筑阶段。节后市场

延续弱的反弹行情，也已行至短

期重要时间点的抉择阶段。与此

同时，上周以来的题材股活跃和

小盘股反弹，对市场人气盘活形

成推动， 两融余额初现提升，说

明市场情绪相比前期跌势有所

回升。

尽管如此，市场整体上攻动

能仍不够充沛， 上周后半周权重

股整固迹象明显，“中小创”反弹

至月线附近， 但并未选择发起连

续向上推动，结构性分化已出现。

短期市场还难以全面走强， 反复

盘末、整固分化之后面临选择。

结合技术走势观察，沪指日

K线可见沪指摸高并未触及月线

压制， 伴随股指的遇阻前期压力

位而不过， 两市量能回补也难以

快速完成， 市场谨慎情绪已有升

温。 周K线显示，沪指前期探底成

功，指数初次收出探底中阳，量能

微幅放大说明做多力量还待激

发， 周线显示出的股指重心仍在

五周均线下方， 市场整体并未脱

离筑底阶段的盘整形态， 后期能

否带量突破五周均线压制， 才是

指数反弹强度加大的重要信号。

本周，节后首批新股共9只，

其中5只IPO申购启动，对短期资

金面或成困扰，毕竟横盘阶段的

市场情绪仍处不稳。 市场摆脱单

边下挫后，还处于反弹初期的结

构性行情，领涨主线的布局和做

多力量的集结，更需要热点的全

面开花方能催生。 预计本周沪指

五日均线附近仍有争夺， 因而，

在量能没有出现实质性转变阶

段，底部反弹的频率和可参与性

仍受质疑，耐心等待趋势转强才

是上策。

短线整理后继续上行

□银泰证券 陈建华

春节过后A股迎来开门红。

节后首个交易日沪深两市在假期

间外围普遍走弱的情况下虽大幅

跳空低开， 但随后受资金买入推

动两市持续向上反弹， 主板创出

近两月来最大单周涨幅。 对后市

依然可持偏乐观态度， 短线整理

后料仍有进一步上行的空间。

首先，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

稳定消除了近期以来抑制A股

运行的最大不确定性因素。 自

2015年8月份以来国内乃至全球

资本市场的动荡在很大程度上

受人民币汇率因素影响。 近期，

随着央行的强力干预人民币兑

美元汇率连续企稳，美元指数的

走弱也使得人民币贬值的压力

显著减轻。 这对A股而言带来较

为明显的正面影响，将有效缓解

投资者的担忧心理。

其次，近期公布的宏观数据

亦将在一定程度上对后期A股

形成提振。上周公布的各项数据

其持续性虽然均有待进一步确

认，但短期而言数据的改善仍将

在一定程度修复前期市场过度

悲观的预期，同样对A股运行形

成正面支撑。

此外， 就市场本身因素分

析，连续调整后沪深两市同样存

反弹需求。 1月份沪深两市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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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深证成指则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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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场本身也存在较强的反弹需求，

后期在之前企稳的基础上，两市

料仍有进一步上行空间。

经过上周的反弹后市场面

临获利盘减持以及较强的技术

面压力。虽然两市存一定整固需

求，但整体来看当前A股的上行

预计将不会过快结束。

热情重燃 建筑材料指数周涨

8.27%

上周沪深两市迎来猴年“开

门红” ，周内大盘出现了明显的反

弹过程， 各行业指数也都出现了

一定程度的上涨， 不过分化十分

明显。 其中，建筑材料指数上周涨

幅高达8.27%，在全部28个申万一

级行业指数中周涨幅居于首位。

建筑材料指数上周一小幅下

探0.44%后便连续上涨，周二大涨

4.13%， 一举收复了5日及20日均

线位置， 周三至周五涨幅逐步收

窄， 分别上涨了2.67%、0.88%和

0.83%， 几乎将1月20日以来的失

地全部收复。 周内建筑材料指数

累计上涨了8.27%，创下了2015年

8月初以来的最大周涨幅。

上周正常交易的61只成分

股全部上涨，其中有22只股票的

涨幅超过了10%， 柘中股份、嘉

寓股份、纳川股份的涨幅在20%

以上， 上周分别上涨了22.52%、

20.35%和20.00%，龙泉股份、中

航三鑫、青松建化、华塑控股和

巢东股份也分别上涨了19.57%、

19.24% 、19.20% 、18.63% 和

18.46%。 周内仅东方雨虹、罗普

斯金、北新建材、伟星新材和万

里石的涨幅在3%以内。

除了板块轮动效应以外，改

革重组预期的升温是支撑建筑

材料板块走强的重要原因。 一方

面， 今年1月全国建材家居景气

BHI指数仅为78.52，创下了历年

新低；但房地产行业政策利好增

加引发好转预期。 另一方面，板

块改革重组预期抬头，此前中国

中材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建筑

材料集团有限公司正在筹划战

略重组事宜涉及多家行业内上

市公司。 申万宏源认为，虽然目

前建材行业步入淡季基本面趋

弱，部分子行业因重资产的特点

导致企业转型压力大、 难度高，

但在需求低迷的情况下倒逼企

业去产能，供给侧改革有望加速

行业去产能之路。（王威）

引领热点 移动支付指数周涨

9.11%

猴年以来， 市场出现回暖，

题材热点活跃度显著提升，其中

受益于苹果公司Apple� Pay正

式登陆中国以及iPhone用户绑

卡数量激增的刺激，移动支付概

念成为市场中最抢眼的题材概

念，上周移动支付指数累计上涨

9.11%，涨幅居前。上周正常交易

的18只成分股均实现上涨，其中

新国都和硕贝德周涨幅超过

20%，分别为24.35%和22.25%。

亿阳信通、新开普、天喻信息等8

只股票周涨幅超过10%，14只股

票周涨幅超过5%。

2月18日， 苹果公司移动支

付服务Apple� Pay正式登陆中

国。 Apple� Pay是苹果公司在

2014年发布的一种基于NFC（近

距离无线通信）技术的移动支付

服务。 当日20余家国内主流银行

业宣布即日起开通对Apple�

Pay服务的支持。据统计，Apple�

Pay2月18日一天绑卡数量远超

3000万张。 相当于国内超过三分

之一的支持Apple� Pay功能的

苹果设备都在首日进行了绑卡。

国泰君安证券指出，Apple�

Pay入华或将激活整个NFC生

态， 整体产业链相关企业均将广

泛受益， 芯片厂商及NFC软件开

发企业均在列。分析人士指出，随

着移动支付纵深发展， 移动支付

运营服务将会成为继硬件产业之

后移动支付下一个掘金点， 相关

参与方将持续受益。 移动支付主

题也有望持续发酵。（徐伟平）

次新股引领 创业板综指周涨

6.4%

上周猴年A股首秀，呈现出

前半周反弹、 后半周整固的形

态，其中，中小创整体表现活跃，

创业板综指一周上涨6.4%，在沪

深交易所核心交易指数中涨幅

位居第二名， 仅次于周涨6.74%

的中证1000指数。

创业板整体表现强于大盘，

主要得益于中小盘股弹性较大、

率先反弹，而其中，次新股占据了

涨幅榜前列的多个位置， 对创业

板起到引领作用。个股来看，上周

所有个股中共有431只个股实现

上涨， 而仅有16只个股下跌。 其

中，海顺新材、高澜股份和苏州设

计3只次新股均保持连续涨停节

奏，一周涨幅均超过61%，遥遥领

先；其次是先导智能、通合科技、

浙江金科和金雷风电， 涨幅均超

过了28%，也是清一色的次新股。

此外还有包括东杰智能、 中科创

达和赢合科技等多只次新股在内

的10只个股涨幅超过了20%。

此外， 上周创业板的领涨还

与活跃的成长性题材密切相关。

上周虚拟现实、移动支付、生物识

别和网络安全等题材板块涨幅均

超过了10%， 电子和计算机行业

个股表现尤为突出， 而这些正是

创业板个股的主要组成部分。

实际上，自去年下半年以来，

创业板就已经成为了市场行情的

引领者，一旦该板块活跃，则对市

场人气盘活形成推动， 进而促使

行情好转。 但蓝筹股的拉升却往

往只能形成跷跷板效应。 短线来

看， 市场整体上攻动能仍不够充

沛、热点轮换较为快速，创业板综

指反弹至月线附近， 但并未选择

发起连续向上推动， 强势整理的

结构性分化已有浮现。 (张怡)

近四成股票率先突破3000点

□本报记者 王威

上周市场延续节前反弹步

伐，迎来猴年“开门红” ，期间上

证综指一度逼近2900点，市场人

气明显回升。 截至上周五收盘，

刨去7只新股以外， 两市共有

1079只股票已率先收复了1月20

日股价位置（以前复权计算，下

同），占全部A股的38.30%，彼时

对应上证综指点位在3000点附

近。 这些强势牛股主要分布在主

板当中， 且不乏估值较高的股

票，显示随着人气的回升，市场

对高估值的担忧情绪显著降温。

不过新兴成长板块依然是资金

关注的焦点， 而且定增重组、高

送转、国企改革和次新股概念成

为了阶段强势股的集中地。

1079只股票表现强势

延续春节假期前的反弹过

程，上周A股连续上扬，沪指周涨

幅达3.49%，创下2015年12月中

旬以来周涨幅的新高，距离2900

点仅一步之遥。 周内大部分行业

板块、 概念及个股均录得上涨，

市场普涨特征明显，场内人气明

显回升。

据Wind资讯数据，率先“站

上3000点” 的这1079只股票的

阶段涨幅达到了7.13%， 远远高

于全部A股同期-1.13%和上证

综指-4.91%的同期表现， 强势

特征显著。 这1079只股票中，有

536只股票属于主板， 而创业板

和中小企业板分别有225只和

318只，占比分别为50%、21%和

29%。

其中， 相对于1月20日收盘

价涨幅超过20%的有78只。 其

中，豫光金铅、完美环球、深深宝

A、双钱股份、长江润发、中毅达

和深物业A的复权后区间涨幅超

过了50%， 另外爱施德、*ST常

林、广博股份、久远银海、利达光

电、英飞拓和万里石的区间复权

后涨幅也均在40%以上。

从股价分布来看，这些阶段

表现强势的股票分布呈橄榄型，

即高价和低价股相对有限，主要

以中价股为主。 至上周五收盘，

这 1079只股票的平均股价为

23.25元， 略低于全部A股23.34

元的平均股价。 这些股票中虽然

不乏金雷风电、中科创达、贵州

茅台、浩丰科技、天齐锂业、世纪

游轮和创业软件等百元股，但这

些个股涨幅十分有限。 同样的，

华锐风电、TCL集团、首钢集团、

韶钢松山等低价股涨幅表现亦

十分平淡。反而是20元至60元左

右的股票更多的成为了强势股

的主要组成部分。

这些阶段表现强势的股票

平均市盈率（TTM）达117.04

倍，高于全部A股116.58倍的平

均估值水平。 不仅如此，区间涨

幅居前的股票中不少股票的估

值都在100倍以上，表现最强豫

光 金 铅 的 估 值 甚 至 达 到 了

544.68倍。 由此可见，伴随着市

场的持续反弹， 市场风险偏好

提升。

牛股“标签” 多样

从行业板块分布来看，新兴

行业无疑依然最获资金青睐，金

融股强势股最少。 此外，但从个

股层面来看，定增重组、高送转、

国企改革和次新股都是这些强

势股的“标签” 。

从行业板块来看，这1079只

个股在28个申万一级行业板块

中均有分布。 其中，化工、电子、

医药生物、机械设备、计算机、电

气设备板块的个股数量均在60

只以上，具体数据分别为105只、

88只、87只、85只、74只和63只。

而二线蓝筹股及弱周期板块紧

随其后， 个股数量也相对较多。

有色金属、房地产、汽车、轻工制

造、农林牧渔、商业贸易、建筑装

饰、通信和纺织服装的个股数量

超过了30只。与其相对应，银行、

非银金融和钢铁板块强势股数

量“垫底” ，具体数量分别仅为1

只、1只和6只。可见，成长板块成

为强势股的“集中营” 。 而历史

经验也表明，年初“春季” 部分

中长线资金回流A股，优质成长

股是首选标的。

从个股层面来看， 定增重

组、高送转、国企改革和次新股

成为了强势股的主要 “标签” 。

首先，高送转是近期资金炒作的

热点概念。 如豫光金铅2月初公

告称 2015年拟 10转 20派 0.13

元，再加上海外黄金期货价格变

动， 成为了区间最为强势的股

票。 类似的，因高送转而获市场

热捧的股票还有如神州长城、财

信发展、三峡水利等。其次，定增

重组热度得以延续，期间牛股辈

出。如收购完美世界并获环球影

业旗下影片25%权益的完美环

球、 转型医药大健康的长江润

发、 收购跨境支付公司广博股

份， 及正在酝酿重组的ST常林

等。 再次，国企改革概念近期表

现也十分出众， 如深深宝A、双

钱股份、深物业A等股票表现均

十分活跃。 最后，如次新股久远

银海，以及业绩出现明显增长的

英飞拓等也在强势股中占得一

席之地。

率先突破3000点股票行业分布情况

放量反弹 沪综指周涨

3.49%

猴年首个交易周市场迎来

开门红， 上证综指连续反弹三

日，行至2850点附近，之后两日

连续窄幅震荡，量能显著放大。

受春节期间外围市场动荡影

响， 沪综指上周一大幅低开跌破

2700点， 之后一路上行快速收复

2700点， 最终收报2746.20点，微

跌0.63%； 上周二放量大涨3.29%

至2836.57点；周三继续放量上行

并站稳20日均线， 上涨1.08%，收

报2867.34点；上周四高开后震荡

整理， 微跌0.16%并小幅放量；上

周五低开后窄幅震荡，下跌0.10%

至2860.02点，日K线收阳十字星，

成交额环比萎缩。 至此，上周沪综

指累计上涨3.49%，振幅为7.64%，

累计成交9634.54亿元，环比前一

周的7792.96亿元显著放大。

上周沪综指运行中枢明显上

升，量能放大反映增量资金进场，两

融余额连续四日回升表明市场情绪

自冰点回暖。从宏观环境来看，前期

压制市场的利空因素基本消除，特

别是人民币汇率阶段性企稳令资金

外流担忧减弱；与此同时，信贷大幅

放量、政策暖风频吹、社保资金进场

等利好因素形成共振， 令前期深幅

调整后的超跌反弹动能释放。

目前来看市场运行环境偏

向积极， 且政策和改革预期向

好，反弹窗口或将延续。 不过，随

着沪综指步入2850点一线压力

位，套牢盘和短线获利盘压力显

现，需要反复震荡化压，短期波

动将加剧。（李波）

行情面临方向选择

□西部证券 黄铮

节后市场未太多受到春节

外盘震荡， 继续维持弱反弹行

情，技术超跌补涨特征突出。 沪

指遭遇压力位受阻，做多情绪明

显谨慎， 短线面临方向抉择，预

计本周初沪指五日均线附近仍

有争夺。 操作策略上，半仓之下

调整持仓配置。

上周消息面集中关注一月

宏观数据，宏观经济环境疲弱格

局未转变前，A股市场仍将处于

底部震荡的构筑阶段。节后市场

延续弱的反弹行情，也已行至短

期重要时间点的抉择阶段。与此

同时，上周以来的题材股活跃和

小盘股反弹，对市场人气盘活形

成推动， 两融余额初现提升，说

明市场情绪相比前期跌势有所

回升。

尽管如此，市场整体上攻动

能仍不够充沛， 上周后半周权重

股整固迹象明显，“中小创”反弹

至月线附近， 但并未选择发起连

续向上推动，结构性分化已出现。

短期市场还难以全面走强， 反复

盘末、整固分化之后面临选择。

结合技术走势观察，沪指日

K线可见沪指摸高并未触及月线

压制， 伴随股指的遇阻前期压力

位而不过， 两市量能回补也难以

快速完成， 市场谨慎情绪已有升

温。 周K线显示，沪指前期探底成

功，指数初次收出探底中阳，量能

微幅放大说明做多力量还待激

发， 周线显示出的股指重心仍在

五周均线下方， 市场整体并未脱

离筑底阶段的盘整形态， 后期能

否带量突破五周均线压制， 才是

指数反弹强度加大的重要信号。

本周，节后首批新股共9只，

其中5只IPO申购启动，对短期资

金面或成困扰，毕竟横盘阶段的

市场情绪仍处不稳。 市场摆脱单

边下挫后，还处于反弹初期的结

构性行情，领涨主线的布局和做

多力量的集结，更需要热点的全

面开花方能催生。 预计本周沪指

五日均线附近仍有争夺， 因而，

在量能没有出现实质性转变阶

段，底部反弹的频率和可参与性

仍受质疑，耐心等待趋势转强才

是上策。

短线整理后继续上行

□银泰证券 陈建华

春节过后A股迎来开门红。

节后首个交易日沪深两市在假期

间外围普遍走弱的情况下虽大幅

跳空低开， 但随后受资金买入推

动两市持续向上反弹， 主板创出

近两月来最大单周涨幅。 对后市

依然可持偏乐观态度， 短线整理

后料仍有进一步上行的空间。

首先，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

稳定消除了近期以来抑制A股

运行的最大不确定性因素。 自

2015年8月份以来国内乃至全球

资本市场的动荡在很大程度上

受人民币汇率因素影响。 近期，

随着央行的强力干预人民币兑

美元汇率连续企稳，美元指数的

走弱也使得人民币贬值的压力

显著减轻。 这对A股而言带来较

为明显的正面影响，将有效缓解

投资者的担忧心理。

其次，近期公布的宏观数据

亦将在一定程度上对后期A股

形成提振。上周公布的各项数据

其持续性虽然均有待进一步确

认，但短期而言数据的改善仍将

在一定程度修复前期市场过度

悲观的预期，同样对A股运行形

成正面支撑。

此外， 就市场本身因素分

析，连续调整后沪深两市同样存

反弹需求。 1月份沪深两市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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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深证成指则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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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场本身也存在较强的反弹需求，

后期在之前企稳的基础上，两市

料仍有进一步上行空间。

经过上周的反弹后市场面

临获利盘减持以及较强的技术

面压力。虽然两市存一定整固需

求，但整体来看当前A股的上行

预计将不会过快结束。

热情重燃 建筑材料指数周涨

8.27%

上周沪深两市迎来猴年“开

门红” ，周内大盘出现了明显的反

弹过程， 各行业指数也都出现了

一定程度的上涨， 不过分化十分

明显。 其中，建筑材料指数上周涨

幅高达8.27%，在全部28个申万一

级行业指数中周涨幅居于首位。

建筑材料指数上周一小幅下

探0.44%后便连续上涨，周二大涨

4.13%， 一举收复了5日及20日均

线位置， 周三至周五涨幅逐步收

窄， 分别上涨了2.67%、0.88%和

0.83%， 几乎将1月20日以来的失

地全部收复。 周内建筑材料指数

累计上涨了8.27%，创下了2015年

8月初以来的最大周涨幅。

上周正常交易的61只成分

股全部上涨，其中有22只股票的

涨幅超过了10%， 柘中股份、嘉

寓股份、纳川股份的涨幅在20%

以上， 上周分别上涨了22.52%、

20.35%和20.00%，龙泉股份、中

航三鑫、青松建化、华塑控股和

巢东股份也分别上涨了19.57%、

19.24% 、19.20% 、18.63% 和

18.46%。 周内仅东方雨虹、罗普

斯金、北新建材、伟星新材和万

里石的涨幅在3%以内。

除了板块轮动效应以外，改

革重组预期的升温是支撑建筑

材料板块走强的重要原因。 一方

面， 今年1月全国建材家居景气

BHI指数仅为78.52，创下了历年

新低；但房地产行业政策利好增

加引发好转预期。 另一方面，板

块改革重组预期抬头，此前中国

中材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建筑

材料集团有限公司正在筹划战

略重组事宜涉及多家行业内上

市公司。 申万宏源认为，虽然目

前建材行业步入淡季基本面趋

弱，部分子行业因重资产的特点

导致企业转型压力大、 难度高，

但在需求低迷的情况下倒逼企

业去产能，供给侧改革有望加速

行业去产能之路。（王威）

引领热点 移动支付指数周涨

9.11%

猴年以来， 市场出现回暖，

题材热点活跃度显著提升，其中

受益于苹果公司Apple� Pay正

式登陆中国以及iPhone用户绑

卡数量激增的刺激，移动支付概

念成为市场中最抢眼的题材概

念，上周移动支付指数累计上涨

9.11%，涨幅居前。上周正常交易

的18只成分股均实现上涨，其中

新国都和硕贝德周涨幅超过

20%，分别为24.35%和22.25%。

亿阳信通、新开普、天喻信息等8

只股票周涨幅超过10%，14只股

票周涨幅超过5%。

2月18日， 苹果公司移动支

付服务Apple� Pay正式登陆中

国。 Apple� Pay是苹果公司在

2014年发布的一种基于NFC（近

距离无线通信）技术的移动支付

服务。 当日20余家国内主流银行

业宣布即日起开通对Apple�

Pay服务的支持。据统计，Apple�

Pay2月18日一天绑卡数量远超

3000万张。 相当于国内超过三分

之一的支持Apple� Pay功能的

苹果设备都在首日进行了绑卡。

国泰君安证券指出，Apple�

Pay入华或将激活整个NFC生

态， 整体产业链相关企业均将广

泛受益， 芯片厂商及NFC软件开

发企业均在列。分析人士指出，随

着移动支付纵深发展， 移动支付

运营服务将会成为继硬件产业之

后移动支付下一个掘金点， 相关

参与方将持续受益。 移动支付主

题也有望持续发酵。（徐伟平）

次新股引领 创业板综指周涨

6.4%

上周猴年A股首秀，呈现出

前半周反弹、 后半周整固的形

态，其中，中小创整体表现活跃，

创业板综指一周上涨6.4%，在沪

深交易所核心交易指数中涨幅

位居第二名， 仅次于周涨6.74%

的中证1000指数。

创业板整体表现强于大盘，

主要得益于中小盘股弹性较大、

率先反弹，而其中，次新股占据了

涨幅榜前列的多个位置， 对创业

板起到引领作用。个股来看，上周

所有个股中共有431只个股实现

上涨， 而仅有16只个股下跌。 其

中，海顺新材、高澜股份和苏州设

计3只次新股均保持连续涨停节

奏，一周涨幅均超过61%，遥遥领

先；其次是先导智能、通合科技、

浙江金科和金雷风电， 涨幅均超

过了28%，也是清一色的次新股。

此外还有包括东杰智能、 中科创

达和赢合科技等多只次新股在内

的10只个股涨幅超过了20%。

此外， 上周创业板的领涨还

与活跃的成长性题材密切相关。

上周虚拟现实、移动支付、生物识

别和网络安全等题材板块涨幅均

超过了10%， 电子和计算机行业

个股表现尤为突出， 而这些正是

创业板个股的主要组成部分。

实际上，自去年下半年以来，

创业板就已经成为了市场行情的

引领者，一旦该板块活跃，则对市

场人气盘活形成推动， 进而促使

行情好转。 但蓝筹股的拉升却往

往只能形成跷跷板效应。 短线来

看， 市场整体上攻动能仍不够充

沛、热点轮换较为快速，创业板综

指反弹至月线附近， 但并未选择

发起连续向上推动， 强势整理的

结构性分化已有浮现。 (张怡)

近四成股票率先突破3000点

□本报记者 王威

上周市场延续节前反弹步

伐，迎来猴年“开门红” ，期间上

证综指一度逼近2900点，市场人

气明显回升。 截至上周五收盘，

刨去7只新股以外， 两市共有

1079只股票已率先收复了1月20

日股价位置（以前复权计算，下

同），占全部A股的38.30%，彼时

对应上证综指点位在3000点附

近。 这些强势牛股主要分布在主

板当中， 且不乏估值较高的股

票，显示随着人气的回升，市场

对高估值的担忧情绪显著降温。

不过新兴成长板块依然是资金

关注的焦点， 而且定增重组、高

送转、国企改革和次新股概念成

为了阶段强势股的集中地。

1079只股票表现强势

延续春节假期前的反弹过

程，上周A股连续上扬，沪指周涨

幅达3.49%，创下2015年12月中

旬以来周涨幅的新高，距离2900

点仅一步之遥。 周内大部分行业

板块、 概念及个股均录得上涨，

市场普涨特征明显，场内人气明

显回升。

据Wind资讯数据，率先“站

上3000点” 的这1079只股票的

阶段涨幅达到了7.13%， 远远高

于全部A股同期-1.13%和上证

综指-4.91%的同期表现， 强势

特征显著。 这1079只股票中，有

536只股票属于主板， 而创业板

和中小企业板分别有225只和

318只，占比分别为50%、21%和

29%。

其中， 相对于1月20日收盘

价涨幅超过20%的有78只。 其

中，豫光金铅、完美环球、深深宝

A、双钱股份、长江润发、中毅达

和深物业A的复权后区间涨幅超

过了50%， 另外爱施德、*ST常

林、广博股份、久远银海、利达光

电、英飞拓和万里石的区间复权

后涨幅也均在40%以上。

从股价分布来看，这些阶段

表现强势的股票分布呈橄榄型，

即高价和低价股相对有限，主要

以中价股为主。 至上周五收盘，

这 1079只股票的平均股价为

23.25元， 略低于全部A股23.34

元的平均股价。 这些股票中虽然

不乏金雷风电、中科创达、贵州

茅台、浩丰科技、天齐锂业、世纪

游轮和创业软件等百元股，但这

些个股涨幅十分有限。 同样的，

华锐风电、TCL集团、首钢集团、

韶钢松山等低价股涨幅表现亦

十分平淡。反而是20元至60元左

右的股票更多的成为了强势股

的主要组成部分。

这些阶段表现强势的股票

平均市盈率（TTM）达117.04

倍，高于全部A股116.58倍的平

均估值水平。 不仅如此，区间涨

幅居前的股票中不少股票的估

值都在100倍以上，表现最强豫

光 金 铅 的 估 值 甚 至 达 到 了

544.68倍。 由此可见，伴随着市

场的持续反弹， 市场风险偏好

提升。

牛股“标签” 多样

从行业板块分布来看，新兴

行业无疑依然最获资金青睐，金

融股强势股最少。 此外，但从个

股层面来看，定增重组、高送转、

国企改革和次新股都是这些强

势股的“标签” 。

从行业板块来看，这1079只

个股在28个申万一级行业板块

中均有分布。 其中，化工、电子、

医药生物、机械设备、计算机、电

气设备板块的个股数量均在60

只以上，具体数据分别为105只、

88只、87只、85只、74只和63只。

而二线蓝筹股及弱周期板块紧

随其后， 个股数量也相对较多。

有色金属、房地产、汽车、轻工制

造、农林牧渔、商业贸易、建筑装

饰、通信和纺织服装的个股数量

超过了30只。与其相对应，银行、

非银金融和钢铁板块强势股数

量“垫底” ，具体数量分别仅为1

只、1只和6只。可见，成长板块成

为强势股的“集中营” 。 而历史

经验也表明，年初“春季” 部分

中长线资金回流A股，优质成长

股是首选标的。

从个股层面来看， 定增重

组、高送转、国企改革和次新股

成为了强势股的主要 “标签” 。

首先，高送转是近期资金炒作的

热点概念。 如豫光金铅2月初公

告称 2015年拟 10转 20派 0.13

元，再加上海外黄金期货价格变

动， 成为了区间最为强势的股

票。 类似的，因高送转而获市场

热捧的股票还有如神州长城、财

信发展、三峡水利等。其次，定增

重组热度得以延续，期间牛股辈

出。如收购完美世界并获环球影

业旗下影片25%权益的完美环

球、 转型医药大健康的长江润

发、 收购跨境支付公司广博股

份， 及正在酝酿重组的ST常林

等。 再次，国企改革概念近期表

现也十分出众， 如深深宝A、双

钱股份、深物业A等股票表现均

十分活跃。 最后，如次新股久远

银海，以及业绩出现明显增长的

英飞拓等也在强势股中占得一

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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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股有望持续反弹

□申万宏源 钱启敏

猴年首个交易周沪深股市

震荡反弹，虽然下半周出现横盘

整理， 但从最新市场情况看，短

线A股仍有持续反弹机会，上证

指数有望挑战3000点整数关口。

首先，一月份沪深股市大幅

下跌，其中上证指数月跌幅达到

22.65%，而历史上超过这一跌幅

的只有5次，在这5次暴跌的次月

都无一例外的出现反弹，因此二

月份出现企稳反弹本身就是一

个大概率事件。 同时，美联储可

能放缓美元升息的节奏，原先认

为的三月份加息可能被推迟，导

致美元指数下跌、人民币汇率企

稳回升，贬值压力下降，而人民

币汇率的贬值波动又是导致A

股急跌的重要因素，这在去年八

月和今年一月表现的尤为典型。

因此，随着汇率企稳，也对A股

企稳反弹提供了有利契机。

其次，三月上旬将召开全国

“两会” ， 投资者将把目光集中

到对“两会” 政策信息的把握和

解读上。 由于今年是“十三五”

规划的开局之年，又是供给侧改

革的起步之年， 还是深化改革、

国资改革的攻坚之年，此外还包

括社会、人口、文化等其它方方

面面，因此未来两周将是预期比

较集中、题材比较丰富、市场比

较活跃的阶段，有望推动A股继

续震荡反弹。不过3000点上方是

成交密集区，短线压力较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