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 周 新 三 板 成 交 居 前 股 票上 周 新 三 板 成 交 居 前 股 票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最新收盘价

（不复权，元）

周涨跌幅

（%）

周成交额

（万元）

转让方式

上周交

易日数

831963.OC

明利股份

4.59 -0.86 16374.59

做市转让

5

830899.OC

联讯证券

2.16 -4.42 12951.39

做市转让

5

832043.OC

卫东环保

3.22 -1.23 10887.60

做市转让

5

832970.OC

东海证券

9.80 3.16 8696.65

协议转让

5

430394.OC

伯朗特

17.27 26.15 8635.39

做市转让

5

430002.OC

中科软

13.40 0.75 6762.60

协议转让

5

834559.OC

河马动画

50.00 0.00 4989.10

协议转让

1

834682.OC

球冠电缆

10.20 4.08 3901.54

协议转让

5

835560.OC

羿珩科技

3.30 0.00 3580.00

协议转让

4

430609.OC

中磁视讯

15.24 0.93 3417.08

做市转让

5

835570.OC

华晋传媒

24.00 380.00 3120.00

协议转让

2

835902.OC

科盾科技

7.45 589.81 3006.63

协议转让

5

430063.OC

工控网

24.96 0.00 3000.19

协议转让

2

833677.OC

芯能科技

22.00 -8.33 2927.58

协议转让

5

832533.OC

利美康

11.00 -2.22 2829.51

做市转让

3

430431.OC

枫盛阳

3.05 -30.21 2602.71

做市转让

5

830881.OC

圣泉集团

7.63 -3.66 2467.88

做市转让

5

430140.OC

新眼光

13.10 -7.62 2449.43

做市转让

5

830793.OC

阿拉丁

27.65 -1.95 2285.18

做市转让

3

831379.OC

融信租赁

4.37 -2.24 2256.10

做市转让

5

832283.OC

天丰电源

30.50 -3.24 1975.76

做市转让

5

832568.OC

阿波罗

18.30 -7.34 1838.19

做市转让

5

833366.OC

利隆媒体

15.10 17.69 1712.01

做市转让

5

833919.OC

酒仙网

47.78 0.02 1600.25

协议转让

1

830978.OC

先临三维

11.06 -3.32 1569.27

做市转让

5

834295.OC

虎彩印艺

4.18 -54.07 1505.91

做市转让

5

835248.OC

博森科技

14.40 3.60 1493.59

协议转让

5

833029.OC

鹏信科技

33.00 0.00 1485.00

协议转让

2

430051.OC

九恒星

7.90 -1.25 1456.00

做市转让

5

831900.OC

海航冷链

1.41 -4.08 1447.18

做市转让

5

831417.OC

峻岭能源

12.10 -0.82 1416.79

做市转让

5

830809.OC

安达科技

7.78 2.64 1391.16

做市转让

5

831101.OC

奥维云网

13.06 13.57 1370.67

做市转让

5

831908.OC

古麒羽绒

4.83 -1.43 1356.09

做市转让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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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139.SZ

拓邦股份

2016-3-4 2,352.18 18,564.76 7,700.89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0009.SZ

中国宝安

2016-3-4 8,687.17 157,654.07 1,556.67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587.SH

新华医疗

2016-3-4 328.67 36,961.89 3,680.92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0421.SZ

南京中北

2016-3-4 4,062.50 39,229.20 18,035.49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3828.SH

柯利达

2016-3-3 1,008.00 4,008.00 8,370.5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3015.SH

弘讯科技

2016-3-3 3,000.00 8,010.00 12,00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0668.SH

尖峰集团

2016-3-3 23.16 34,408.38 0.00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600871.SH

石化油服

2016-3-3 133,333.33 178,333.33 1,025,932.77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3997.SH

继峰股份

2016-3-2 5,400.00 11,400.00 30,60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0016.SZ

深康佳

A 2016-3-2 39,676.39 159,659.38 0.00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000404.SZ

华意压缩

2016-3-2 6,410.26 55,839.60 122.8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283.SH

钱江水利

2016-3-2 5,058.61 33,591.61 1,707.97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3309.SH

维力医疗

2016-3-2 2,700.00 7,700.00 12,30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136.SZ

信维通信

2016-3-1 13.09 41,463.56 18,374.13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689.SZ

远大智能

2016-2-29 581.26 94,222.22 2,013.23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603969.SH

银龙股份

2016-2-29 3,187.41 13,187.41 26,812.59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146.SZ

汤臣倍健

2016-2-29 7,000.00 43,007.05 29,794.04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113.SZ

顺网科技

2016-2-29 12.63 18,049.37 11,192.56

追加承诺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000610.SZ

西安旅游

2016-2-29 4,000.00 23,513.60 161.19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017.SZ

东信和平

2016-2-29 190.48 34,197.61 457.28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600218.SH

全柴动力

2016-2-29 8,535.50 36,875.50 0.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379.SZ

东方通

2016-2-29 268.61 6,346.40 5,175.63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2月以来申万行业涨跌幅

2月以来个股跌幅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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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565.SH

迪马股份

2016-2-23 7.99 -8.69 8.57 6,000.00 47,940.00

002468.SZ

艾迪西

2016-2-25 32.30 -1.22 29.43 1,160.00 37,468.00

000048.SZ

康达尔

2016-2-24 31.93 -10.01 39.03 1,016.77 32,465.51

000048.SZ

康达尔

2016-2-24 31.93 -10.01 39.03 860.45 27,474.14

002686.SZ

亿利达

2016-2-22 10.52 -10.01 11.87 1,510.00 15,885.20

002213.SZ

特尔佳

2016-2-24 20.40 -0.97 20.40 656.00 13,382.40

600565.SH

迪马股份

2016-2-23 7.99 -8.69 8.57 1,300.00 10,387.00

002464.SZ

金利科技

2016-2-22 57.19 -3.87 60.20 180.00 10,294.20

002174.SZ

游族网络

2016-2-24 92.25 -10.00 96.89 110.00 10,147.50

300401.SZ

花园生物

2016-2-26 33.81 7.81 34.50 300.00 10,143.00

600565.SH

迪马股份

2016-2-23 7.99 -8.69 8.57 1,253.00 10,011.47

002174.SZ

游族网络

2016-2-23 98.40 -1.80 102.50 100.00 9,840.00

300301.SZ

长方照明

2016-2-23 8.06 -0.86 8.06 1,200.00 9,672.00

600565.SH

迪马股份

2016-2-23 7.99 -8.69 8.57 1,200.00 9,588.00

603618.SH

杭电股份

2016-2-22 22.84 -5.35 25.38 400.00 9,136.00

002464.SZ

金利科技

2016-2-22 57.19 -3.87 60.20 150.00 8,578.50

002504.SZ

弘高创意

2016-2-24 27.66 -9.99 30.35 310.00 8,574.60

600114.SH

东睦股份

2016-2-26 10.00 -9.67 11.10 800.00 8,000.00

002741.SZ

光华科技

2016-2-22 25.38 -1.63 26.03 300.00 7,614.00

002464.SZ

金利科技

2016-2-22 57.19 -3.87 60.20 130.00 7,434.70

002480.SZ

新筑股份

2016-2-23 9.75 -3.94 10.05 750.00 7,312.50

000727.SZ

华东科技

2016-2-23 7.18 -4.90 7.32 975.17 7,001.73

300237.SZ

美晨科技

2016-2-24 9.50 -0.42 9.50 733.38 6,967.06

000727.SZ

华东科技

2016-2-23 7.18 -4.90 7.32 919.00 6,598.42

601558.SH

华锐风电

2016-2-22 3.06 -2.55 3.22 2,000.00 6,120.00

000719.SZ

大地传媒

2016-2-25 14.80 -3.27 13.81 400.42 5,926.14

002504.SZ

弘高创意

2016-2-24 29.44 -4.20 30.35 200.00 5,888.00

300427.SZ

红相电力

2016-2-24 57.08 -10.00 58.40 100.00 5,708.00

300301.SZ

长方照明

2016-2-23 8.06 -0.86 8.06 700.00 5,642.00

002162.SZ

悦心健康

2016-2-23 9.62 -2.83 9.92 500.00 4,8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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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1718.SH

际华集团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6-2-23 606264.50 19.81 16.12

002292.SZ

奥飞动漫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6-2-22 335466.51 10.00 13.22

002226.SZ

江南化工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6-2-23 323837.88 15.68 40.36

000626.SZ

如意集团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6-2-19 272148.20 33.09 23.52

600680.SH

上海普天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6-2-19 254612.22 33.13 22.03

002741.SZ

光华科技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6-2-24 243032.97 20.98 63.97

601018.SH

宁波港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6-2-22 242551.02 -9.44 2.55

002075.SZ

沙钢股份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6-2-23 221588.99 10.03 7.72

601388.SH

怡球资源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6-2-24 213378.80 -24.55 20.42

000838.SZ

财信发展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6-2-23 209483.98 -9.98 18.62

002654.SZ

万润科技 换手率达

20% 2016-2-23 202543.99 5.61 29.77

002103.SZ

广博股份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均换手率与前五个交易日的日均换手率的比值达到

30

倍且换手率累计达

20%

的证券

2016-2-24 194409.84 7.28 33.30

601718.SH

际华集团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6-2-23 177892.28 10.02 5.15

000712.SZ

锦龙股份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6-2-23 172827.17 9.98 8.75

300032.SZ

金龙机电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6-2-18 172799.69 33.12 15.08

603377.SH

东方时尚 换手率达

20% 2016-2-25 170522.06 10.00 63.38

002286.SZ

保龄宝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6-2-24 167490.17 21.03 36.89

603128.SH

华贸物流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6-2-24 167123.70 16.10 20.46

000778.SZ

新兴铸管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6-2-24 165236.89 10.09 7.82

002286.SZ

保龄宝 换手率达

20% 2016-2-25 160773.25 10.03 35.27

002286.SZ

保龄宝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6-2-25 160773.25 10.03 35.27

600288.SH

大恒科技 振幅值达

15% 2016-2-22 158892.36 10.01 23.15

603377.SH

东方时尚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6-2-22 157564.29 33.07 63.82

000626.SZ

如意集团 振幅值达

15% 2016-2-26 156598.32 -9.35 11.49

000626.SZ

如意集团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6-2-26 156598.32 -9.35 11.49

002504.SZ

弘高创意 换手率达

20% 2016-2-23 154116.90 4.17 36.10

603377.SH

东方时尚 换手率达

20% 2016-2-24 152374.71 10.00 61.49

600869.SH

智慧能源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6-2-25 151279.14 20.91 9.96

300380.SZ

安硕信息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6-2-24 142557.50 13.63 59.83

000988.SZ

华工科技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6-2-26 140443.22 10.01 10.12

2月以来股价历史创新低个股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上市日期 所属行业

自由流通

市值(亿元)

市盈率PE

(TTM)

月涨跌幅

(%)

月成交额

(亿元)

月振幅

(%)

002226.SZ

江南化工

2008-05-06

化工

34.25 145.06 49.28 47.32 75.44

002708.SZ

光洋股份

2014-01-21

汽车

15.00 110.45 47.47 29.75 50.84

002237.SZ

恒邦股份

2008-05-20

有色金属

48.13 50.53 31.61 57.50 47.80

002408.SZ

齐翔腾达

2010-05-18

化工

39.48 51.73 28.57 24.68 32.09

600432.SH

吉恩镍业

2003-09-05

有色金属

40.75 -13.31 28.23 69.70 49.34

300197.SZ

铁汉生态

2011-03-29

建筑装饰

41.61 41.22 26.11 18.93 31.35

002431.SZ

棕榈园林

2010-06-10

建筑装饰

39.56 46.11 23.85 98.40 61.63

002303.SZ

美盈森

2009-11-03

轻工制造

63.22 53.47 22.30 27.85 42.18

600582.SH

天地科技

2002-05-15

机械设备

82.27 15.52 19.81 29.93 23.33

300189.SZ

神农基因

2011-03-16

农林牧渔

61.21 -130.94 18.92 34.43 27.93

300142.SZ

沃森生物

2010-11-12

医药生物

108.59 84.15 17.98 16.22 23.51

300373.SZ

扬杰科技

2014-01-23

电子

7.97 52.81 17.98 17.26 36.95

300182.SZ

捷成股份

2011-02-22

计算机

76.80 57.10 16.95 18.02 24.37

002378.SZ

章源钨业

2010-03-31

有色金属

24.16 -110.01 16.40 27.41 35.83

300432.SZ

富临精工

2015-03-19

汽车

17.28 39.79 15.87 9.85 29.75

002305.SZ

南国置业

2009-11-06

房地产

18.44 29.19 15.25 6.35 25.18

603017.SH

中衡设计

2014-12-31

建筑装饰

16.06 49.49 13.85 7.69 36.92

601678.SH

滨化股份

2010-02-23

化工

40.97 14.61 13.57 15.78 19.11

002553.SZ

南方轴承

2011-02-25

汽车

16.85 49.77 13.00 10.55 34.42

300326.SZ

凯利泰

2012-06-13

医药生物

26.68 60.92 12.98 18.20 26.44

300347.SZ

泰格医药

2012-08-17

医药生物

72.67 89.05 12.69 6.21 14.70

600310.SH

桂东电力

2001-02-28

公用事业

28.75 16.78 11.92 15.87 26.41

002672.SZ

东江环保

2012-04-26

公用事业

56.81 40.22 10.71 15.73 18.84

002375.SZ

亚厦股份

2010-03-23

建筑装饰

71.39 17.17 10.29 53.32 38.56

601225.SH

陕西煤业

2014-01-28

采掘

77.49 -24.31 9.37 18.03 23.80

603989.SH

艾华集团

2015-05-15

电子

19.64 40.21 8.45 11.47 20.95

002410.SZ

广联达

2010-05-25

计算机

70.53 48.15 8.41 26.44 32.04

002397.SZ

梦洁家纺

2010-04-29

纺织服装

19.20 28.87 8.33 8.03 20.28

601155.SH

新城控股

2015-12-04

房地产

70.12 12.27 8.11 69.26 29.02

002392.SZ

北京利尔

2010-04-23

建筑材料

28.81 41.77 8.06 12.99 24.79

002481.SZ

双塔食品

2010-09-21

食品饮料

53.05 48.08 7.76 75.77 33.66

603188.SH

亚邦股份

2014-09-09

化工

53.26 14.84 7.51 8.41 10.65

300082.SZ

奥克股份

2010-05-20

化工

14.63 -41.20 7.50 7.85 31.52

002728.SZ

台城制药

2014-07-31

医药生物

13.70 51.96 6.90 6.36 20.23

002369.SZ

卓翼科技

2010-03-16

电子

30.03 -87.58 6.54 19.81 37.65

601636.SH

旗滨集团

2011-08-12

建筑材料

29.61 54.08 5.80 14.76 25.51

300237.SZ

美晨科技

2011-06-29

汽车

22.34 40.56 5.55 9.98 26.36

002641.SZ

永高股份

2011-12-08

建筑材料

19.01 25.16 5.48 3.44 19.32

300498.SZ

温氏股份

2015-11-02

农林牧渔

198.78 26.38 5.42 50.65 19.85

300363.SZ

博腾股份

2014-01-29

医药生物

27.00 71.92 5.37 11.79 24.96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所属行业

自由流通

市值(亿元)

市盈率PE

(TTM)

月涨跌幅

(%)

月成交额

(亿元)

月振幅(%)

002473.SZ

圣莱达 家用电器

17.95 -170.76 -39.55 25.21 41.76

000973.SZ

佛塑科技 化工

63.70 155.84 -31.54 41.84 33.46

002269.SZ

美邦服饰 纺织服装

44.25 -42.88 -28.17 21.72 20.43

000901.SZ

航天科技 机械设备

79.58 277.15 -27.93 60.55 28.39

002465.SZ

海格通信 通信

177.94 53.62 -26.42 74.65 26.90

300351.SZ

永贵电器 机械设备

23.36 67.77 -26.29 18.64 29.33

300069.SZ

金利华电 电气设备

11.71 416.69 -26.06 28.32 33.37

601388.SH

怡球资源 有色金属

44.16 457.67 -25.29 82.34 36.22

002040.SZ

南京港 交通运输

11.11 127.74 -25.00 12.83 27.44

300310.SZ

宜通世纪 通信

42.13 132.20 -24.78 26.92 40.77

600462.SH

石岘纸业 轻工制造

27.65 -122.49 -23.34 44.71 21.68

601018.SH

宁波港 交通运输

197.28 30.09 -23.04 56.35 26.23

000761.SZ

本钢板材 钢铁

13.13 75.93 -22.95 34.77 39.02

000035.SZ

中国天楹 公用事业

39.06 37.57 -22.28 26.66 24.89

600202.SH

哈空调 电气设备

29.01 -577.12 -22.24 66.78 26.44

300355.SZ

蒙草抗旱 建筑装饰

31.91 38.37 -21.69 38.58 23.60

002011.SZ

盾安环境 家用电器

62.27 135.31 -21.65 21.10 27.03

600690.SH

青岛海尔 家用电器

208.75 11.31 -21.47 51.37 18.45

600455.SH

博通股份 计算机

18.12 314.25 -20.83 9.78 29.39

300365.SZ

恒华科技 计算机

14.63 63.95 -19.52 25.91 29.31

300407.SZ

凯发电气 电气设备

18.35 43.83 -19.37 6.91 31.34

300143.SZ

星河生物 农林牧渔

17.03 -18.49 -19.17 12.04 25.89

002567.SZ

唐人神 农林牧渔

20.81 56.80 -19.00 6.07 19.00

600982.SH

宁波热电 公用事业

30.83 39.70 -18.97 7.13 18.97

600806.SH

昆明机床 机械设备

22.92 -26.61 -18.73 77.46 32.75

002622.SZ

永大集团 电气设备

46.46 103.47 -18.45 31.51 21.09

300250.SZ

初灵信息 通信

14.97 133.81 -17.79 23.73 29.11

600578.SH

京能电力 公用事业

56.96 9.91 -17.46 9.17 20.10

2月以来127股盘中创历史新低

“黑色周四” 褪去2月反弹成色

□本报记者 张怡

在经历了1月的大幅下挫后，

2月份A股行情底部企稳，特别是

在春节前后， 沪深股市更是开启

一波小幅反弹，“红包行情”如期

而至安抚了投资者的情绪， 不过

月末却再现快速下跌，将2月涨幅

几近回吐。期间，不少个股也走势

类似，截至上周五，逾800只个股

2月出现不同程度的累计下跌，其

中逾127股盘中曾创出历史新

低。 历史数据来看，“两会”期间

行情涨少跌多， 短线行情料维系

低位震荡，操作难度加大，投资者

宜以防御为主。

2月“中小创”弱于主板

2月行情几近收官， 期间指

数的走势从连续小幅上涨，变更

为了上周的快速杀跌，将大半个

月来多头的努力几近全部回吐。

截至上周五收盘， 沪综指2月累

计上涨1.08%， 深证成指上涨

1.65% ， 创业板指累计上涨

1.05%，中小板指累计上涨0.5%。

不难发现，这些指数均呈现小幅

微涨态势，而且“中小创” 表现

弱于主板市场。

2月28个申万一级行业中，有

26个行业实现累计上涨，其中，有

色金属行业已10.60%的月涨幅位

居首位； 轻工制造和汽车行业分

别上涨7.73%和7.11%；化工、农林

牧渔、建筑装饰、建筑材料、房地

产和电子行业的涨幅也均超过了

5%。 而非银金融和银行板块则分

别累计下跌1.31%和1.08%。

个股表现分化更为明显。 据

Wind数据统计，截至上周五，全

部A股中有821只个股累计下

跌，1784只个股实现累计上涨。

其中，涨幅居前的个股以次新股

和复牌股为主， 例如海顺新材、

高澜股份、苏州设计、南方传媒

和东方时尚的2月涨幅均超过了

110%，均为2月之后上市的次新

股；而山水文化、广博股份、深深

宝A和霞客环保是涨幅超过50%

的13只个股中的非次新股。

而下跌的个股来看，平均自

由流通市值为77.13亿元， 可见

中小盘股居多。 行业分布来看，

机械设备、医药生物和化工行业

的个股数目最多， 分别有91只、

90只和63只； 其次是计算机、电

气设备、电子和传媒行业，个股

数目分别有60只、46只、41只和

37只。 个股来看，圣莱达佛塑科

技和美邦服饰在2月的累计跌幅

最大，分别下跌39.55%、31.54%

和28.17%；此外航天科技、海格

通信、永贵电器等在内的16只个

股跌幅均超过了20%。

127股盘中创历史新低

上周A股的走势已经充分凸

显出操作难度较大、赚钱效应较

弱的特征。 值得关注的是，在2月

全部A股中 （剔除今年2月上市

的次新股）， 共有127只个股盘

中曾创出历史新低。

这些新低个股中有39只个

股在2月累计下跌， 其中跌幅最

大的是美邦服饰，2月跌幅达到

了28.17%，省广股份、神州泰岳

和环旭电子的跌幅位居第二至

第四名，分别下跌8.5；7%、5.18%

和4.77%。 不过还有一部分个股

是在月初承接1月跌势创出新

低， 而后触底又逐步震荡上扬

的，这些个股共有85只，在2月普

遍出现不同程度的上涨。 其中，

江南化工、光洋股份和恒邦股份

的涨幅位居前三位， 分别在2月

累 计 涨 幅 达 到 了 49.28% 、

47.47%和31.61%。

此外， 尽管大盘整体弱势，

但全部A股中仍有21只个股在2

月创出历史新高，当然这部分个

股以次新股和复牌股为主。 其

中，2月2日刚刚上市的高澜股份

以182.55%的月涨幅表现突出，

万里石、ST宜纸和井神股份也涨

幅均超过了27%。

诚然， 在弱势行业中博反弹

的难度加大， 国金证券指出，A股

市场节后反弹，但上周四一举吞没

了市场几日反弹的阳线，许多机构

借助这轮反弹降低了仓位。当前市

场将重归弱势震荡格局，建议以控

制风险、防御为主。 考虑到增量行

情短期难以出现，建议配置上以低

估值的大金融、大消费等防御性板

块为主， 主题关注供给侧改革、迪

士尼和国企改革等。

百点长阴再现 沪综指失守

2800

点

伴随着上周四大盘的百点

长阴及千股跌停的再度出现，沪

综指反弹再度被中断，上周上证

综指下跌3.25%，失守2800点。

在经过了节后首周的快速

反弹后， 上周股指涨势明显放

缓，上周一虽然在煤炭、钢铁等

周期股的带动下高开高走，再度

反弹2.35%， 一举站上了2900

点，并一度触及2933.96点，在创

下周内追高点的同时，也刷新了

1月25日以来的新高；上周中，股

指上涨乏力，开始在2900点附近

“徘徊” ， 而且盘中振幅也在逐

渐加大。 上周四沪深两市则低开

低走，遭遇大幅调整，其中上证

综指大跌6.41%， 创下年内第四

大单日跌幅，并以一根长阴线将

2月15日以来的涨幅悉数吞没，

“千股跌停” 再现； 周五煤炭、

“两桶油” 等周期股再度发力护

盘，股指探底回升，出现修复行

情，收出十字星，但成交额环比

明显萎缩。 最终，上证综指收报

2767.21 点 ， 周 内 累 计 下 跌

3.25%，振幅为7.63%，累计成交

1.14万亿元 ， 环比前一周的

9634.54亿元显著放大。

上周市场的突然大跌基本将

2月以来的涨幅悉数抹去，而这场

“突如其来” 的大跌与今年以来

市场连续大跌后市场情绪的悲观

及投资者形成的“条件反射”式

负反馈的习惯性卖出心态密切相

关。具体来看，节后虽然市场维持

反弹进程， 但量能未能跟随有效

放大， 而且行业板块轮动经历从

题材股到二线蓝筹， 再到大盘权

重股的完整轮动周期后， 新的轮

动迟迟未能开启， 再加上在技术

调整压力逐步增大、 局部风险亟

待释放的背景下， 大盘又连续走

出先跌后涨的“V形” 走势，进一

步加重了资金的谨慎情绪。 分析

人士认为， 在经过了上周四无抵

抗式大幅回撤后， 技术形态及市

场情绪都受到了较大创伤， 反弹

窗口基本宣告关闭。 不过由于市

场快速回调已经极大地释放了短

期调整压力， 预计市场短期将再

度步入震荡整固阶段。（王威）

弱势调整 创业板综指一周下跌

9.14%

上周，创业板表现明显弱于

大盘， 创业板综指一周下跌

9.14%， 在沪深交易所核心交易

指数中跌幅最大。 创业板300指

数和创业板指上周跌幅紧随其

后，分别下跌9.11%和8.87%，上

述三者位居跌幅榜前三位。

创业板综指仅在上周一小

幅上扬，而后连续下跌。 其中周

四跌幅更是达到了7.85%， 周五

大盘翻红，但是创业板综指仍旧

惯性下跌1.37%，表现弱于预期。

这种走势与市场中计算机、传媒

等成长股集中的板块的领跌密

切相关。

个股来看， 上周创业板个股

中仅有30只个股累计上涨，而有

多达414只个股下跌。 其中，次新

股表现依旧最为强势，海顺新材、

苏州设计和高澜股份的5日涨幅

遥遥领先， 分别达到了60.95%、

41.54%和31.75%；而其余个股的

5日涨幅均未超过20%， 荃银高

科、南通锻压、巴安水务和华畅达

是仅有的4只涨幅超过10%的个

股。 相对而言，金雷风电、劲胜精

密和双林股份的跌幅居前， 分别

下跌28.81%、23.23%和23.18%。

上周创业板的这种走弱，一

方面是市场反弹窗口逐步关闭

的预期下资金获利回吐所致，另

一方面还受到市场传闻影响，不

过证监会紧急澄清 “3月1日起

创业板将全面停止审核” 的说法

为虚假传言，注册制改革之前新

股发行受理和审核工作的规则

不变、程序不变。

短期来看，连续破位的态势

使得创业板主要指数走势承压，

短线低位需要整固。 大盘方面由

于历史上看，两会召开期间股市

上涨概率较小，市场整体亮点较

少。 不过，部分超跌题材股经过

连跌后有望反弹并维系局部热

度，预计创业板走势有望强于大

市。 (张怡)

周涨

2.87%

煤炭板块独红

上周市场巨震，中信一级行

业板块中只有煤炭板块收红，周

涨幅为2.87%。

上周一， 中信煤炭指数大涨

4.18%，上周二和周三延续反弹态

势，涨幅分别为1.51%和0.81%，上

周四大跌7.70%，不过上周五再度

强势反弹，上涨4.54%。

成分股中，上周阳泉煤业、潞

安环能、兖州煤业、大有能源和国

投新集涨幅超过10%， 分别为

16.19%、15.71%、14.10%、13.15%

和11.08%；相比之下，百花村、宝

泰隆和美锦能源跌幅居前， 分别

下跌10.94%、9.90%和7.37%。

煤炭板块上周领跑众行业，

表现抢眼，主要源于近期煤价反

弹， 以及供给侧改革预期升温。

中银国际研报指出，春节期间港

口库存维持超低位以及价格反

弹近几年罕见，主要源于供应收

缩明显， 中小煤矿复工不积极，

复产程度低于预期。 随着两会召

开在即，供给侧改革或将成为最

热的讨论主题，而煤炭将是重中

之重，投资氛围较好，加上煤价

有支撑， 在基本面良好护航下，

板块将重现阶段性投资机会，并

有望延续。

研报同时指出， 未来的不确

定性在于煤炭的情况比较复杂，

落实、 安置等实际问题及各主体

利益冲突导致实际去产能力度不

及预期。基本面方面，除了煤矿复

产程度外，在信贷超预期下，需求

能否持续回升同样值得重点关

注，需求如能持续改善，将成为更

有利的板块催化剂。另外，有分析

人士指出，作为权重板块，后市增

量资金的跟进情况， 决定煤炭板

块上涨高度。（李波）

改革稳步推进 国资改革概念上涨

0.57%

沪深股市上周大幅回落，场

内题材热点也出现集体回落，不

过值得注意的是，部分题材表现

依然抗跌，其中国资改革概念上

周逆市上涨 0.57% ， 是 136个

Wind概念中唯一上涨的概念，

在热点全线飘绿的大背景下显

得尤为惹人注意。

上周正常交易的24只成分

股中，有8只股票实现上涨，华电

能源和际华集团上周涨幅超过

20%，分别为29.90%和22.63%。

岳阳林纸、中成股份和国投新集

上周涨幅超过 10% ， 分别为

15.11%、13.09%和11.08%。在下

跌的15只股票中，洛阳玻璃和万

润股份上周跌幅居前， 超过

10%，分别为11.70%和10.66%。

8只股票周跌幅超过5%，13只股

票周跌幅超过3%。

消息面上，十项改革试点的

方案即将推出，国企改革大力推

进。 据了解，十项改革试点具体

包括落实董事会职权试点，市场

化选聘经营管理者试点，推行职

业经理人制度试点、企业薪酬分

配差异化改革试点，国有资本投

资运营公司试点，中央企业兼并

重组试点，部分重要领域混合所

有制改革试点，混合所有制企业

员工持股试点，国有企业信息公

开工作试点，剥离企业办社会职

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试点。

这些试点都是落实去年9月颁布

的《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

导意见》的相关要求，对国企改

革的诸多难点领域进行试水。

分析人士指出， 国企国资

改革是“十三五” 的重要任务，

也是激发经济活力、 实现转型

升级的必要举措； 此前央企层

面已经选择几大集团进行试

点，随着“十项改革试点” 的出

台， 国企改革板块有望再起波

澜， 部分改革概念股已经走出

独立行情。 (徐伟平)

新三板挂牌公司超5800家

新三板扩容放缓 交投料延续低迷

□本报记者 王威

上周新三板继续维持低迷

状态，不仅整体增速出现了明显

放缓迹象，二级市场交投活跃度

也维持低迷。 上周新三板合计成

交26.99亿元， 虽较前一周小幅

提升， 但依旧维持在近期低位。

华泰证券表示，分层预期变化导

致的交易热度削弱、做市商内控

和交易策略或将进入调整窗口

期以及市场整体的风险偏好出

现松动是导致近期新三板的成

交大幅下降的主因。 建议投资者

回归企业基本面，重点放在高增

长红利的挖掘，寻找持续享受估

值趋势向上的产业机会。

新三板挂牌公司超5800家

据Wind资讯数据，截至2月

26日，新三板挂牌公司已经达到

5806家。 其中， 做市转让1335

家，协议转让4471家。 整体新三

板市场总股本合计3377亿股，其

中做市转让股股本共1047.83亿

股，协议转让股共2329.34亿股。

总流通股本达1193亿股，其中做

市转让共516.53亿股，协议转让

676.29亿股。

不过新三板整体增速出现

了明显放缓的迹象。 截至2月26

日， 新三板2月份新增挂牌企业

数量仅183家。 相比于前三个月

平均576家挂牌数量明显下降，

并创下了2015年6月底以来的

新低。

此外，上周新三板整体交投

活跃度也依旧维持在近期低位。

上周新三板合计成交4.92亿股，

成交金额为26.99亿元， 这也是

继上周以来连续第二周维持在

20亿元附近的阶段低位 “徘

徊” 。其中，做市转让共成交3.13

亿股，合计成交额为18.03亿元，

较前一周出现了明显提升，接近

节前最后一个交易周水平。但协

议转让合计成交1.78亿股，创下

2015年10月初以来的最低，但上

周合计成交额为8.95亿元，虽然

依旧较低，但已较前一周出现了

小幅提升。

指数行情方面，上周三板成

指和三板做市指数出现了走势

的分化。三板成指上周小幅上涨

0.31%，收报1309.73点。 三板做

市指数则在前一周下跌0.31%的

基础上继续下挫， 上周下跌

1.59%，收报1234.13点，日K线收

出六连阴。

上周共有1329只新三板股

票出现交易，其中有13只股票的

周成交额在3000万元以上。名利

仓储、联讯证券和卫东环保的周

成交额超过了1亿元， 上周分别

成交1.64亿元、1.30亿元和1.09

亿元，东海证券、伯朗特和中科

软上周则分别成交8697万元、

8635万元和6763万元，其余股票

的周成交额则均不足5000万元。

上周上涨的419只新三板

股票中，有13只股票实现翻倍。

其中， 讯众股份以3840.00%的

涨幅居于首位，西恩科技、华晋

传媒、民生科技、厚谊俊捷和中

成发展周涨幅超过了200%，具

体 涨 幅 分 别 为 430.00% 、

380.00%、353.17%、258.75%和

200.00%。上周新三板下跌的股

票有750只，赛格导航、神木药

业和怡达化学的周跌幅超过了

90%，分别下跌95.83%、93.75%

和90.52%， 展唐科技、 丰源股

份、 科若思和奥盖克的周跌幅

也均在70%以上。

三因素致交投低迷

华泰证券指出，近期新三板

的成交大幅下降，主要由于分层

预期变化导致的交易热度削弱、

做市商内控和交易策略或将进

入调整窗口期以及市场整体的

风险偏好出现松动所致。

首先，分层标准三做市限期

已过， 因此交易意愿被削弱。

2015年11月底出台的新三板分

层征求意见中，标准一及标准二

主要考察财务指标，而标准三则

偏重交易层面，而该标准的做市

限期为1月29日， 因此冲刺标准

三的分层预期拉动了新三板的

流动性修复过程， 而这也导致2

月新三板成交活跃度的下滑。

其次，今年以来，随着新三

板监管的逐步趋严，这也加速了

做市套利空间的收窄。华泰证券

表示，新三板企业已经开始了加

速分化，这个分化一方面是估值

的分化、另一方面是流动性的分

化；在这个分化趋势下，做市商

获取优质企业筹码的成本并不

低， 做市套利的空间加速缩窄，

使得交易意愿远不如之前，尤其

是在1月份券商数据出台之后。

最后，市场整体风险偏好有

所下滑。 对于这点，华泰证券进

一步表示， 进入2016年之后，陆

续将会有新三板基金进入退出

周期， 考虑到目前流动性的现

状，退出周期带来的冲击预期将

影响市场的风险偏好。

在投资建议方面，华泰证券

指出，新三板的核心逻辑在于制

度性红利、流动性红利和高增长

红利带来的戴维斯双击效应，在

2016年持续调结构的市场环境

下，这三大红利的落地点并不会

是整个新三板市场，结构性分化

将成为常态。建议投资者回归企

业基本面，重点放在高增长红利

的挖掘，而制度性红利和流动性

红利伴随着高增长红利的释放

也不会缺席，寻找持续享受估值

趋势向上的产业机会 （新消费、

新技术和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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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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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以来申万行业涨跌幅

2月以来127股盘中创历史新低

“黑色周四” 褪去2月反弹成色

□本报记者 张怡

在经历了1月的大幅下挫后，

2月份A股行情底部企稳，特别是

在春节前后， 沪深股市更是开启

一波小幅反弹，“红包行情”如期

而至安抚了投资者的情绪， 不过

月末却再现快速下跌，将2月涨幅

几近回吐。期间，不少个股也走势

类似，截至上周五，逾800只个股

2月出现不同程度的累计下跌，其

中逾127股盘中曾创出历史新

低。 历史数据来看，“两会”期间

行情涨少跌多， 短线行情料维系

低位震荡，操作难度加大，投资者

宜以防御为主。

2月“中小创”弱于主板

2月行情几近收官， 期间指

数的走势从连续小幅上涨，变更

为了上周的快速杀跌，将大半个

月来多头的努力几近全部回吐。

截至上周五收盘， 沪综指2月累

计上涨1.08%， 深证成指上涨

1.65% ， 创业板指累计上涨

1.05%，中小板指累计上涨0.5%。

不难发现，这些指数均呈现小幅

微涨态势，而且“中小创” 表现

弱于主板市场。

2月28个申万一级行业中，有

26个行业实现累计上涨，其中，有

色金属行业已10.60%的月涨幅位

居首位； 轻工制造和汽车行业分

别上涨7.73%和7.11%；化工、农林

牧渔、建筑装饰、建筑材料、房地

产和电子行业的涨幅也均超过了

5%。 而非银金融和银行板块则分

别累计下跌1.31%和1.08%。

个股表现分化更为明显。 据

Wind数据统计，截至上周五，全

部A股中有821只个股累计下

跌，1784只个股实现累计上涨。

其中，涨幅居前的个股以次新股

和复牌股为主， 例如海顺新材、

高澜股份、苏州设计、南方传媒

和东方时尚的2月涨幅均超过了

110%，均为2月之后上市的次新

股；而山水文化、广博股份、深深

宝A和霞客环保是涨幅超过50%

的13只个股中的非次新股。

而下跌的个股来看，平均自

由流通市值为77.13亿元， 可见

中小盘股居多。 行业分布来看，

机械设备、医药生物和化工行业

的个股数目最多， 分别有91只、

90只和63只； 其次是计算机、电

气设备、电子和传媒行业，个股

数目分别有60只、46只、41只和

37只。 个股来看，圣莱达佛塑科

技和美邦服饰在2月的累计跌幅

最大，分别下跌39.55%、31.54%

和28.17%；此外航天科技、海格

通信、永贵电器等在内的16只个

股跌幅均超过了20%。

127股盘中创历史新低

上周A股的走势已经充分凸

显出操作难度较大、赚钱效应较

弱的特征。 值得关注的是，在2月

全部A股中 （剔除今年2月上市

的次新股）， 共有127只个股盘

中曾创出历史新低。

这些新低个股中有39只个

股在2月累计下跌， 其中跌幅最

大的是美邦服饰，2月跌幅达到

了28.17%，省广股份、神州泰岳

和环旭电子的跌幅位居第二至

第四名，分别下跌8.5；7%、5.18%

和4.77%。 不过还有一部分个股

是在月初承接1月跌势创出新

低， 而后触底又逐步震荡上扬

的，这些个股共有85只，在2月普

遍出现不同程度的上涨。 其中，

江南化工、光洋股份和恒邦股份

的涨幅位居前三位， 分别在2月

累 计 涨 幅 达 到 了 49.28% 、

47.47%和31.61%。

此外， 尽管大盘整体弱势，

但全部A股中仍有21只个股在2

月创出历史新高，当然这部分个

股以次新股和复牌股为主。 其

中，2月2日刚刚上市的高澜股份

以182.55%的月涨幅表现突出，

万里石、ST宜纸和井神股份也涨

幅均超过了27%。

诚然， 在弱势行业中博反弹

的难度加大， 国金证券指出，A股

市场节后反弹，但上周四一举吞没

了市场几日反弹的阳线，许多机构

借助这轮反弹降低了仓位。当前市

场将重归弱势震荡格局，建议以控

制风险、防御为主。 考虑到增量行

情短期难以出现，建议配置上以低

估值的大金融、大消费等防御性板

块为主， 主题关注供给侧改革、迪

士尼和国企改革等。

百点长阴再现 沪综指失守

2800

点

伴随着上周四大盘的百点

长阴及千股跌停的再度出现，沪

综指反弹再度被中断，上周上证

综指下跌3.25%，失守2800点。

在经过了节后首周的快速

反弹后， 上周股指涨势明显放

缓，上周一虽然在煤炭、钢铁等

周期股的带动下高开高走，再度

反弹2.35%， 一举站上了2900

点，并一度触及2933.96点，在创

下周内追高点的同时，也刷新了

1月25日以来的新高；上周中，股

指上涨乏力，开始在2900点附近

“徘徊” ， 而且盘中振幅也在逐

渐加大。 上周四沪深两市则低开

低走，遭遇大幅调整，其中上证

综指大跌6.41%， 创下年内第四

大单日跌幅，并以一根长阴线将

2月15日以来的涨幅悉数吞没，

“千股跌停” 再现； 周五煤炭、

“两桶油” 等周期股再度发力护

盘，股指探底回升，出现修复行

情，收出十字星，但成交额环比

明显萎缩。 最终，上证综指收报

2767.21 点 ， 周 内 累 计 下 跌

3.25%，振幅为7.63%，累计成交

1.14万亿元 ， 环比前一周的

9634.54亿元显著放大。

上周市场的突然大跌基本将

2月以来的涨幅悉数抹去，而这场

“突如其来” 的大跌与今年以来

市场连续大跌后市场情绪的悲观

及投资者形成的“条件反射”式

负反馈的习惯性卖出心态密切相

关。具体来看，节后虽然市场维持

反弹进程， 但量能未能跟随有效

放大， 而且行业板块轮动经历从

题材股到二线蓝筹， 再到大盘权

重股的完整轮动周期后， 新的轮

动迟迟未能开启， 再加上在技术

调整压力逐步增大、 局部风险亟

待释放的背景下， 大盘又连续走

出先跌后涨的“V形” 走势，进一

步加重了资金的谨慎情绪。 分析

人士认为， 在经过了上周四无抵

抗式大幅回撤后， 技术形态及市

场情绪都受到了较大创伤， 反弹

窗口基本宣告关闭。 不过由于市

场快速回调已经极大地释放了短

期调整压力， 预计市场短期将再

度步入震荡整固阶段。（王威）

弱势调整 创业板综指一周下跌

9.14%

上周，创业板表现明显弱于

大盘， 创业板综指一周下跌

9.14%， 在沪深交易所核心交易

指数中跌幅最大。 创业板300指

数和创业板指上周跌幅紧随其

后，分别下跌9.11%和8.87%，上

述三者位居跌幅榜前三位。

创业板综指仅在上周一小

幅上扬，而后连续下跌。 其中周

四跌幅更是达到了7.85%， 周五

大盘翻红，但是创业板综指仍旧

惯性下跌1.37%，表现弱于预期。

这种走势与市场中计算机、传媒

等成长股集中的板块的领跌密

切相关。

个股来看， 上周创业板个股

中仅有30只个股累计上涨，而有

多达414只个股下跌。 其中，次新

股表现依旧最为强势，海顺新材、

苏州设计和高澜股份的5日涨幅

遥遥领先， 分别达到了60.95%、

41.54%和31.75%；而其余个股的

5日涨幅均未超过20%， 荃银高

科、南通锻压、巴安水务和华畅达

是仅有的4只涨幅超过10%的个

股。 相对而言，金雷风电、劲胜精

密和双林股份的跌幅居前， 分别

下跌28.81%、23.23%和23.18%。

上周创业板的这种走弱，一

方面是市场反弹窗口逐步关闭

的预期下资金获利回吐所致，另

一方面还受到市场传闻影响，不

过证监会紧急澄清 “3月1日起

创业板将全面停止审核” 的说法

为虚假传言，注册制改革之前新

股发行受理和审核工作的规则

不变、程序不变。

短期来看，连续破位的态势

使得创业板主要指数走势承压，

短线低位需要整固。 大盘方面由

于历史上看，两会召开期间股市

上涨概率较小，市场整体亮点较

少。 不过，部分超跌题材股经过

连跌后有望反弹并维系局部热

度，预计创业板走势有望强于大

市。 (张怡)

周涨

2.87%

煤炭板块独红

上周市场巨震，中信一级行

业板块中只有煤炭板块收红，周

涨幅为2.87%。

上周一， 中信煤炭指数大涨

4.18%，上周二和周三延续反弹态

势，涨幅分别为1.51%和0.81%，上

周四大跌7.70%，不过上周五再度

强势反弹，上涨4.54%。

成分股中，上周阳泉煤业、潞

安环能、兖州煤业、大有能源和国

投新集涨幅超过10%， 分别为

16.19%、15.71%、14.10%、13.15%

和11.08%；相比之下，百花村、宝

泰隆和美锦能源跌幅居前， 分别

下跌10.94%、9.90%和7.37%。

煤炭板块上周领跑众行业，

表现抢眼，主要源于近期煤价反

弹， 以及供给侧改革预期升温。

中银国际研报指出，春节期间港

口库存维持超低位以及价格反

弹近几年罕见，主要源于供应收

缩明显， 中小煤矿复工不积极，

复产程度低于预期。 随着两会召

开在即，供给侧改革或将成为最

热的讨论主题，而煤炭将是重中

之重，投资氛围较好，加上煤价

有支撑， 在基本面良好护航下，

板块将重现阶段性投资机会，并

有望延续。

研报同时指出， 未来的不确

定性在于煤炭的情况比较复杂，

落实、 安置等实际问题及各主体

利益冲突导致实际去产能力度不

及预期。基本面方面，除了煤矿复

产程度外，在信贷超预期下，需求

能否持续回升同样值得重点关

注，需求如能持续改善，将成为更

有利的板块催化剂。另外，有分析

人士指出，作为权重板块，后市增

量资金的跟进情况， 决定煤炭板

块上涨高度。（李波）

改革稳步推进 国资改革概念上涨

0.57%

沪深股市上周大幅回落，场

内题材热点也出现集体回落，不

过值得注意的是，部分题材表现

依然抗跌，其中国资改革概念上

周逆市上涨 0.57% ， 是 136个

Wind概念中唯一上涨的概念，

在热点全线飘绿的大背景下显

得尤为惹人注意。

上周正常交易的24只成分

股中，有8只股票实现上涨，华电

能源和际华集团上周涨幅超过

20%，分别为29.90%和22.63%。

岳阳林纸、中成股份和国投新集

上周涨幅超过 10% ， 分别为

15.11%、13.09%和11.08%。在下

跌的15只股票中，洛阳玻璃和万

润股份上周跌幅居前， 超过

10%，分别为11.70%和10.66%。

8只股票周跌幅超过5%，13只股

票周跌幅超过3%。

消息面上，十项改革试点的

方案即将推出，国企改革大力推

进。 据了解，十项改革试点具体

包括落实董事会职权试点，市场

化选聘经营管理者试点，推行职

业经理人制度试点、企业薪酬分

配差异化改革试点，国有资本投

资运营公司试点，中央企业兼并

重组试点，部分重要领域混合所

有制改革试点，混合所有制企业

员工持股试点，国有企业信息公

开工作试点，剥离企业办社会职

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试点。

这些试点都是落实去年9月颁布

的《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

导意见》的相关要求，对国企改

革的诸多难点领域进行试水。

分析人士指出， 国企国资

改革是“十三五” 的重要任务，

也是激发经济活力、 实现转型

升级的必要举措； 此前央企层

面已经选择几大集团进行试

点，随着“十项改革试点” 的出

台， 国企改革板块有望再起波

澜， 部分改革概念股已经走出

独立行情。 (徐伟平)

新三板挂牌公司超5800家

新三板扩容放缓 交投料延续低迷

□本报记者 王威

上周新三板继续维持低迷

状态，不仅整体增速出现了明显

放缓迹象，二级市场交投活跃度

也维持低迷。 上周新三板合计成

交26.99亿元， 虽较前一周小幅

提升， 但依旧维持在近期低位。

华泰证券表示，分层预期变化导

致的交易热度削弱、做市商内控

和交易策略或将进入调整窗口

期以及市场整体的风险偏好出

现松动是导致近期新三板的成

交大幅下降的主因。 建议投资者

回归企业基本面，重点放在高增

长红利的挖掘，寻找持续享受估

值趋势向上的产业机会。

新三板挂牌公司超5800家

据Wind资讯数据，截至2月

26日，新三板挂牌公司已经达到

5806家。 其中， 做市转让1335

家，协议转让4471家。 整体新三

板市场总股本合计3377亿股，其

中做市转让股股本共1047.83亿

股，协议转让股共2329.34亿股。

总流通股本达1193亿股，其中做

市转让共516.53亿股，协议转让

676.29亿股。

不过新三板整体增速出现

了明显放缓的迹象。 截至2月26

日， 新三板2月份新增挂牌企业

数量仅183家。 相比于前三个月

平均576家挂牌数量明显下降，

并创下了2015年6月底以来的

新低。

此外，上周新三板整体交投

活跃度也依旧维持在近期低位。

上周新三板合计成交4.92亿股，

成交金额为26.99亿元， 这也是

继上周以来连续第二周维持在

20亿元附近的阶段低位 “徘

徊” 。其中，做市转让共成交3.13

亿股，合计成交额为18.03亿元，

较前一周出现了明显提升，接近

节前最后一个交易周水平。但协

议转让合计成交1.78亿股，创下

2015年10月初以来的最低，但上

周合计成交额为8.95亿元，虽然

依旧较低，但已较前一周出现了

小幅提升。

指数行情方面，上周三板成

指和三板做市指数出现了走势

的分化。三板成指上周小幅上涨

0.31%，收报1309.73点。 三板做

市指数则在前一周下跌0.31%的

基础上继续下挫， 上周下跌

1.59%，收报1234.13点，日K线收

出六连阴。

上周共有1329只新三板股

票出现交易，其中有13只股票的

周成交额在3000万元以上。名利

仓储、联讯证券和卫东环保的周

成交额超过了1亿元， 上周分别

成交1.64亿元、1.30亿元和1.09

亿元，东海证券、伯朗特和中科

软上周则分别成交8697万元、

8635万元和6763万元，其余股票

的周成交额则均不足5000万元。

上周上涨的419只新三板

股票中，有13只股票实现翻倍。

其中， 讯众股份以3840.00%的

涨幅居于首位，西恩科技、华晋

传媒、民生科技、厚谊俊捷和中

成发展周涨幅超过了200%，具

体 涨 幅 分 别 为 430.00% 、

380.00%、353.17%、258.75%和

200.00%。上周新三板下跌的股

票有750只，赛格导航、神木药

业和怡达化学的周跌幅超过了

90%，分别下跌95.83%、93.75%

和90.52%， 展唐科技、 丰源股

份、 科若思和奥盖克的周跌幅

也均在70%以上。

三因素致交投低迷

华泰证券指出，近期新三板

的成交大幅下降，主要由于分层

预期变化导致的交易热度削弱、

做市商内控和交易策略或将进

入调整窗口期以及市场整体的

风险偏好出现松动所致。

首先，分层标准三做市限期

已过， 因此交易意愿被削弱。

2015年11月底出台的新三板分

层征求意见中，标准一及标准二

主要考察财务指标，而标准三则

偏重交易层面，而该标准的做市

限期为1月29日， 因此冲刺标准

三的分层预期拉动了新三板的

流动性修复过程， 而这也导致2

月新三板成交活跃度的下滑。

其次，今年以来，随着新三

板监管的逐步趋严，这也加速了

做市套利空间的收窄。华泰证券

表示，新三板企业已经开始了加

速分化，这个分化一方面是估值

的分化、另一方面是流动性的分

化；在这个分化趋势下，做市商

获取优质企业筹码的成本并不

低， 做市套利的空间加速缩窄，

使得交易意愿远不如之前，尤其

是在1月份券商数据出台之后。

最后，市场整体风险偏好有

所下滑。 对于这点，华泰证券进

一步表示， 进入2016年之后，陆

续将会有新三板基金进入退出

周期， 考虑到目前流动性的现

状，退出周期带来的冲击预期将

影响市场的风险偏好。

在投资建议方面，华泰证券

指出，新三板的核心逻辑在于制

度性红利、流动性红利和高增长

红利带来的戴维斯双击效应，在

2016年持续调结构的市场环境

下，这三大红利的落地点并不会

是整个新三板市场，结构性分化

将成为常态。建议投资者回归企

业基本面，重点放在高增长红利

的挖掘，而制度性红利和流动性

红利伴随着高增长红利的释放

也不会缺席，寻找持续享受估值

趋势向上的产业机会 （新消费、

新技术和新模式）。

2月以来股价历史创新低个股

2月以来127股盘中创历史新低

“黑色周四” 褪去2月反弹成色

□本报记者 张怡

在经历了1月的大幅下挫后，

2月份A股行情底部企稳，特别是

在春节前后， 沪深股市更是开启

一波小幅反弹，“红包行情”如期

而至安抚了投资者的情绪， 不过

月末却再现快速下跌，将2月涨幅

几近回吐。期间，不少个股也走势

类似，截至上周五，逾800只个股

2月出现不同程度的累计下跌，其

中逾127股盘中曾创出历史新

低。 历史数据来看，“两会”期间

行情涨少跌多， 短线行情料维系

低位震荡，操作难度加大，投资者

宜以防御为主。

2月“中小创”弱于主板

2月行情几近收官， 期间指

数的走势从连续小幅上涨，变更

为了上周的快速杀跌，将大半个

月来多头的努力几近全部回吐。

截至上周五收盘， 沪综指2月累

计上涨1.08%， 深证成指上涨

1.65% ， 创业板指累计上涨

1.05%，中小板指累计上涨0.5%。

不难发现，这些指数均呈现小幅

微涨态势，而且“中小创” 表现

弱于主板市场。

2月28个申万一级行业中，有

26个行业实现累计上涨，其中，有

色金属行业已10.60%的月涨幅位

居首位； 轻工制造和汽车行业分

别上涨7.73%和7.11%；化工、农林

牧渔、建筑装饰、建筑材料、房地

产和电子行业的涨幅也均超过了

5%。 而非银金融和银行板块则分

别累计下跌1.31%和1.08%。

个股表现分化更为明显。 据

Wind数据统计，截至上周五，全

部A股中有821只个股累计下

跌，1784只个股实现累计上涨。

其中，涨幅居前的个股以次新股

和复牌股为主， 例如海顺新材、

高澜股份、苏州设计、南方传媒

和东方时尚的2月涨幅均超过了

110%，均为2月之后上市的次新

股；而山水文化、广博股份、深深

宝A和霞客环保是涨幅超过50%

的13只个股中的非次新股。

而下跌的个股来看，平均自

由流通市值为77.13亿元， 可见

中小盘股居多。 行业分布来看，

机械设备、医药生物和化工行业

的个股数目最多， 分别有91只、

90只和63只； 其次是计算机、电

气设备、电子和传媒行业，个股

数目分别有60只、46只、41只和

37只。 个股来看，圣莱达佛塑科

技和美邦服饰在2月的累计跌幅

最大，分别下跌39.55%、31.54%

和28.17%；此外航天科技、海格

通信、永贵电器等在内的16只个

股跌幅均超过了20%。

127股盘中创历史新低

上周A股的走势已经充分凸

显出操作难度较大、赚钱效应较

弱的特征。 值得关注的是，在2月

全部A股中 （剔除今年2月上市

的次新股）， 共有127只个股盘

中曾创出历史新低。

这些新低个股中有39只个

股在2月累计下跌， 其中跌幅最

大的是美邦服饰，2月跌幅达到

了28.17%，省广股份、神州泰岳

和环旭电子的跌幅位居第二至

第四名，分别下跌8.5；7%、5.18%

和4.77%。 不过还有一部分个股

是在月初承接1月跌势创出新

低， 而后触底又逐步震荡上扬

的，这些个股共有85只，在2月普

遍出现不同程度的上涨。 其中，

江南化工、光洋股份和恒邦股份

的涨幅位居前三位， 分别在2月

累 计 涨 幅 达 到 了 49.28% 、

47.47%和31.61%。

此外， 尽管大盘整体弱势，

但全部A股中仍有21只个股在2

月创出历史新高，当然这部分个

股以次新股和复牌股为主。 其

中，2月2日刚刚上市的高澜股份

以182.55%的月涨幅表现突出，

万里石、ST宜纸和井神股份也涨

幅均超过了27%。

诚然， 在弱势行业中博反弹

的难度加大， 国金证券指出，A股

市场节后反弹，但上周四一举吞没

了市场几日反弹的阳线，许多机构

借助这轮反弹降低了仓位。当前市

场将重归弱势震荡格局，建议以控

制风险、防御为主。 考虑到增量行

情短期难以出现，建议配置上以低

估值的大金融、大消费等防御性板

块为主， 主题关注供给侧改革、迪

士尼和国企改革等。

百点长阴再现 沪综指失守

2800

点

伴随着上周四大盘的百点

长阴及千股跌停的再度出现，沪

综指反弹再度被中断，上周上证

综指下跌3.25%，失守2800点。

在经过了节后首周的快速

反弹后， 上周股指涨势明显放

缓，上周一虽然在煤炭、钢铁等

周期股的带动下高开高走，再度

反弹2.35%， 一举站上了2900

点，并一度触及2933.96点，在创

下周内追高点的同时，也刷新了

1月25日以来的新高；上周中，股

指上涨乏力，开始在2900点附近

“徘徊” ， 而且盘中振幅也在逐

渐加大。 上周四沪深两市则低开

低走，遭遇大幅调整，其中上证

综指大跌6.41%， 创下年内第四

大单日跌幅，并以一根长阴线将

2月15日以来的涨幅悉数吞没，

“千股跌停” 再现； 周五煤炭、

“两桶油” 等周期股再度发力护

盘，股指探底回升，出现修复行

情，收出十字星，但成交额环比

明显萎缩。 最终，上证综指收报

2767.21 点 ， 周 内 累 计 下 跌

3.25%，振幅为7.63%，累计成交

1.14万亿元 ， 环比前一周的

9634.54亿元显著放大。

上周市场的突然大跌基本将

2月以来的涨幅悉数抹去，而这场

“突如其来” 的大跌与今年以来

市场连续大跌后市场情绪的悲观

及投资者形成的“条件反射”式

负反馈的习惯性卖出心态密切相

关。具体来看，节后虽然市场维持

反弹进程， 但量能未能跟随有效

放大， 而且行业板块轮动经历从

题材股到二线蓝筹， 再到大盘权

重股的完整轮动周期后， 新的轮

动迟迟未能开启， 再加上在技术

调整压力逐步增大、 局部风险亟

待释放的背景下， 大盘又连续走

出先跌后涨的“V形” 走势，进一

步加重了资金的谨慎情绪。 分析

人士认为， 在经过了上周四无抵

抗式大幅回撤后， 技术形态及市

场情绪都受到了较大创伤， 反弹

窗口基本宣告关闭。 不过由于市

场快速回调已经极大地释放了短

期调整压力， 预计市场短期将再

度步入震荡整固阶段。（王威）

弱势调整 创业板综指一周下跌

9.14%

上周，创业板表现明显弱于

大盘， 创业板综指一周下跌

9.14%， 在沪深交易所核心交易

指数中跌幅最大。 创业板300指

数和创业板指上周跌幅紧随其

后，分别下跌9.11%和8.87%，上

述三者位居跌幅榜前三位。

创业板综指仅在上周一小

幅上扬，而后连续下跌。 其中周

四跌幅更是达到了7.85%， 周五

大盘翻红，但是创业板综指仍旧

惯性下跌1.37%，表现弱于预期。

这种走势与市场中计算机、传媒

等成长股集中的板块的领跌密

切相关。

个股来看， 上周创业板个股

中仅有30只个股累计上涨，而有

多达414只个股下跌。 其中，次新

股表现依旧最为强势，海顺新材、

苏州设计和高澜股份的5日涨幅

遥遥领先， 分别达到了60.95%、

41.54%和31.75%；而其余个股的

5日涨幅均未超过20%， 荃银高

科、南通锻压、巴安水务和华畅达

是仅有的4只涨幅超过10%的个

股。 相对而言，金雷风电、劲胜精

密和双林股份的跌幅居前， 分别

下跌28.81%、23.23%和23.18%。

上周创业板的这种走弱，一

方面是市场反弹窗口逐步关闭

的预期下资金获利回吐所致，另

一方面还受到市场传闻影响，不

过证监会紧急澄清 “3月1日起

创业板将全面停止审核” 的说法

为虚假传言，注册制改革之前新

股发行受理和审核工作的规则

不变、程序不变。

短期来看，连续破位的态势

使得创业板主要指数走势承压，

短线低位需要整固。 大盘方面由

于历史上看，两会召开期间股市

上涨概率较小，市场整体亮点较

少。 不过，部分超跌题材股经过

连跌后有望反弹并维系局部热

度，预计创业板走势有望强于大

市。 (张怡)

周涨

2.87%

煤炭板块独红

上周市场巨震，中信一级行

业板块中只有煤炭板块收红，周

涨幅为2.87%。

上周一， 中信煤炭指数大涨

4.18%，上周二和周三延续反弹态

势，涨幅分别为1.51%和0.81%，上

周四大跌7.70%，不过上周五再度

强势反弹，上涨4.54%。

成分股中，上周阳泉煤业、潞

安环能、兖州煤业、大有能源和国

投新集涨幅超过10%， 分别为

16.19%、15.71%、14.10%、13.15%

和11.08%；相比之下，百花村、宝

泰隆和美锦能源跌幅居前， 分别

下跌10.94%、9.90%和7.37%。

煤炭板块上周领跑众行业，

表现抢眼，主要源于近期煤价反

弹， 以及供给侧改革预期升温。

中银国际研报指出，春节期间港

口库存维持超低位以及价格反

弹近几年罕见，主要源于供应收

缩明显， 中小煤矿复工不积极，

复产程度低于预期。 随着两会召

开在即，供给侧改革或将成为最

热的讨论主题，而煤炭将是重中

之重，投资氛围较好，加上煤价

有支撑， 在基本面良好护航下，

板块将重现阶段性投资机会，并

有望延续。

研报同时指出， 未来的不确

定性在于煤炭的情况比较复杂，

落实、 安置等实际问题及各主体

利益冲突导致实际去产能力度不

及预期。基本面方面，除了煤矿复

产程度外，在信贷超预期下，需求

能否持续回升同样值得重点关

注，需求如能持续改善，将成为更

有利的板块催化剂。另外，有分析

人士指出，作为权重板块，后市增

量资金的跟进情况， 决定煤炭板

块上涨高度。（李波）

改革稳步推进 国资改革概念上涨

0.57%

沪深股市上周大幅回落，场

内题材热点也出现集体回落，不

过值得注意的是，部分题材表现

依然抗跌，其中国资改革概念上

周逆市上涨 0.57% ， 是 136个

Wind概念中唯一上涨的概念，

在热点全线飘绿的大背景下显

得尤为惹人注意。

上周正常交易的24只成分

股中，有8只股票实现上涨，华电

能源和际华集团上周涨幅超过

20%，分别为29.90%和22.63%。

岳阳林纸、中成股份和国投新集

上周涨幅超过 10% ， 分别为

15.11%、13.09%和11.08%。在下

跌的15只股票中，洛阳玻璃和万

润股份上周跌幅居前， 超过

10%，分别为11.70%和10.66%。

8只股票周跌幅超过5%，13只股

票周跌幅超过3%。

消息面上，十项改革试点的

方案即将推出，国企改革大力推

进。 据了解，十项改革试点具体

包括落实董事会职权试点，市场

化选聘经营管理者试点，推行职

业经理人制度试点、企业薪酬分

配差异化改革试点，国有资本投

资运营公司试点，中央企业兼并

重组试点，部分重要领域混合所

有制改革试点，混合所有制企业

员工持股试点，国有企业信息公

开工作试点，剥离企业办社会职

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试点。

这些试点都是落实去年9月颁布

的《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

导意见》的相关要求，对国企改

革的诸多难点领域进行试水。

分析人士指出， 国企国资

改革是“十三五” 的重要任务，

也是激发经济活力、 实现转型

升级的必要举措； 此前央企层

面已经选择几大集团进行试

点，随着“十项改革试点” 的出

台， 国企改革板块有望再起波

澜， 部分改革概念股已经走出

独立行情。 (徐伟平)

新三板挂牌公司超5800家

新三板扩容放缓 交投料延续低迷

□本报记者 王威

上周新三板继续维持低迷

状态，不仅整体增速出现了明显

放缓迹象，二级市场交投活跃度

也维持低迷。 上周新三板合计成

交26.99亿元， 虽较前一周小幅

提升， 但依旧维持在近期低位。

华泰证券表示，分层预期变化导

致的交易热度削弱、做市商内控

和交易策略或将进入调整窗口

期以及市场整体的风险偏好出

现松动是导致近期新三板的成

交大幅下降的主因。 建议投资者

回归企业基本面，重点放在高增

长红利的挖掘，寻找持续享受估

值趋势向上的产业机会。

新三板挂牌公司超5800家

据Wind资讯数据，截至2月

26日，新三板挂牌公司已经达到

5806家。 其中， 做市转让1335

家，协议转让4471家。 整体新三

板市场总股本合计3377亿股，其

中做市转让股股本共1047.83亿

股，协议转让股共2329.34亿股。

总流通股本达1193亿股，其中做

市转让共516.53亿股，协议转让

676.29亿股。

不过新三板整体增速出现

了明显放缓的迹象。 截至2月26

日， 新三板2月份新增挂牌企业

数量仅183家。 相比于前三个月

平均576家挂牌数量明显下降，

并创下了2015年6月底以来的

新低。

此外，上周新三板整体交投

活跃度也依旧维持在近期低位。

上周新三板合计成交4.92亿股，

成交金额为26.99亿元， 这也是

继上周以来连续第二周维持在

20亿元附近的阶段低位 “徘

徊” 。其中，做市转让共成交3.13

亿股，合计成交额为18.03亿元，

较前一周出现了明显提升，接近

节前最后一个交易周水平。但协

议转让合计成交1.78亿股，创下

2015年10月初以来的最低，但上

周合计成交额为8.95亿元，虽然

依旧较低，但已较前一周出现了

小幅提升。

指数行情方面，上周三板成

指和三板做市指数出现了走势

的分化。三板成指上周小幅上涨

0.31%，收报1309.73点。 三板做

市指数则在前一周下跌0.31%的

基础上继续下挫， 上周下跌

1.59%，收报1234.13点，日K线收

出六连阴。

上周共有1329只新三板股

票出现交易，其中有13只股票的

周成交额在3000万元以上。名利

仓储、联讯证券和卫东环保的周

成交额超过了1亿元， 上周分别

成交1.64亿元、1.30亿元和1.09

亿元，东海证券、伯朗特和中科

软上周则分别成交8697万元、

8635万元和6763万元，其余股票

的周成交额则均不足5000万元。

上周上涨的419只新三板

股票中，有13只股票实现翻倍。

其中， 讯众股份以3840.00%的

涨幅居于首位，西恩科技、华晋

传媒、民生科技、厚谊俊捷和中

成发展周涨幅超过了200%，具

体 涨 幅 分 别 为 430.00% 、

380.00%、353.17%、258.75%和

200.00%。上周新三板下跌的股

票有750只，赛格导航、神木药

业和怡达化学的周跌幅超过了

90%，分别下跌95.83%、93.75%

和90.52%， 展唐科技、 丰源股

份、 科若思和奥盖克的周跌幅

也均在70%以上。

三因素致交投低迷

华泰证券指出，近期新三板

的成交大幅下降，主要由于分层

预期变化导致的交易热度削弱、

做市商内控和交易策略或将进

入调整窗口期以及市场整体的

风险偏好出现松动所致。

首先，分层标准三做市限期

已过， 因此交易意愿被削弱。

2015年11月底出台的新三板分

层征求意见中，标准一及标准二

主要考察财务指标，而标准三则

偏重交易层面，而该标准的做市

限期为1月29日， 因此冲刺标准

三的分层预期拉动了新三板的

流动性修复过程， 而这也导致2

月新三板成交活跃度的下滑。

其次，今年以来，随着新三

板监管的逐步趋严，这也加速了

做市套利空间的收窄。华泰证券

表示，新三板企业已经开始了加

速分化，这个分化一方面是估值

的分化、另一方面是流动性的分

化；在这个分化趋势下，做市商

获取优质企业筹码的成本并不

低， 做市套利的空间加速缩窄，

使得交易意愿远不如之前，尤其

是在1月份券商数据出台之后。

最后，市场整体风险偏好有

所下滑。 对于这点，华泰证券进

一步表示， 进入2016年之后，陆

续将会有新三板基金进入退出

周期， 考虑到目前流动性的现

状，退出周期带来的冲击预期将

影响市场的风险偏好。

在投资建议方面，华泰证券

指出，新三板的核心逻辑在于制

度性红利、流动性红利和高增长

红利带来的戴维斯双击效应，在

2016年持续调结构的市场环境

下，这三大红利的落地点并不会

是整个新三板市场，结构性分化

将成为常态。建议投资者回归企

业基本面，重点放在高增长红利

的挖掘，而制度性红利和流动性

红利伴随着高增长红利的释放

也不会缺席，寻找持续享受估值

趋势向上的产业机会 （新消费、

新技术和新模式）。

2月以来个股跌幅榜

2月以来127股盘中创历史新低

“黑色周四” 褪去2月反弹成色

□本报记者 张怡

在经历了1月的大幅下挫后，

2月份A股行情底部企稳，特别是

在春节前后， 沪深股市更是开启

一波小幅反弹，“红包行情”如期

而至安抚了投资者的情绪， 不过

月末却再现快速下跌，将2月涨幅

几近回吐。期间，不少个股也走势

类似，截至上周五，逾800只个股

2月出现不同程度的累计下跌，其

中逾127股盘中曾创出历史新

低。 历史数据来看，“两会”期间

行情涨少跌多， 短线行情料维系

低位震荡，操作难度加大，投资者

宜以防御为主。

2月“中小创”弱于主板

2月行情几近收官， 期间指

数的走势从连续小幅上涨，变更

为了上周的快速杀跌，将大半个

月来多头的努力几近全部回吐。

截至上周五收盘， 沪综指2月累

计上涨1.08%， 深证成指上涨

1.65% ， 创业板指累计上涨

1.05%，中小板指累计上涨0.5%。

不难发现，这些指数均呈现小幅

微涨态势，而且“中小创” 表现

弱于主板市场。

2月28个申万一级行业中，有

26个行业实现累计上涨，其中，有

色金属行业已10.60%的月涨幅位

居首位； 轻工制造和汽车行业分

别上涨7.73%和7.11%；化工、农林

牧渔、建筑装饰、建筑材料、房地

产和电子行业的涨幅也均超过了

5%。 而非银金融和银行板块则分

别累计下跌1.31%和1.08%。

个股表现分化更为明显。 据

Wind数据统计，截至上周五，全

部A股中有821只个股累计下

跌，1784只个股实现累计上涨。

其中，涨幅居前的个股以次新股

和复牌股为主， 例如海顺新材、

高澜股份、苏州设计、南方传媒

和东方时尚的2月涨幅均超过了

110%，均为2月之后上市的次新

股；而山水文化、广博股份、深深

宝A和霞客环保是涨幅超过50%

的13只个股中的非次新股。

而下跌的个股来看，平均自

由流通市值为77.13亿元， 可见

中小盘股居多。 行业分布来看，

机械设备、医药生物和化工行业

的个股数目最多， 分别有91只、

90只和63只； 其次是计算机、电

气设备、电子和传媒行业，个股

数目分别有60只、46只、41只和

37只。 个股来看，圣莱达佛塑科

技和美邦服饰在2月的累计跌幅

最大，分别下跌39.55%、31.54%

和28.17%；此外航天科技、海格

通信、永贵电器等在内的16只个

股跌幅均超过了20%。

127股盘中创历史新低

上周A股的走势已经充分凸

显出操作难度较大、赚钱效应较

弱的特征。 值得关注的是，在2月

全部A股中 （剔除今年2月上市

的次新股）， 共有127只个股盘

中曾创出历史新低。

这些新低个股中有39只个

股在2月累计下跌， 其中跌幅最

大的是美邦服饰，2月跌幅达到

了28.17%，省广股份、神州泰岳

和环旭电子的跌幅位居第二至

第四名，分别下跌8.5；7%、5.18%

和4.77%。 不过还有一部分个股

是在月初承接1月跌势创出新

低， 而后触底又逐步震荡上扬

的，这些个股共有85只，在2月普

遍出现不同程度的上涨。 其中，

江南化工、光洋股份和恒邦股份

的涨幅位居前三位， 分别在2月

累 计 涨 幅 达 到 了 49.28% 、

47.47%和31.61%。

此外， 尽管大盘整体弱势，

但全部A股中仍有21只个股在2

月创出历史新高，当然这部分个

股以次新股和复牌股为主。 其

中，2月2日刚刚上市的高澜股份

以182.55%的月涨幅表现突出，

万里石、ST宜纸和井神股份也涨

幅均超过了27%。

诚然， 在弱势行业中博反弹

的难度加大， 国金证券指出，A股

市场节后反弹，但上周四一举吞没

了市场几日反弹的阳线，许多机构

借助这轮反弹降低了仓位。当前市

场将重归弱势震荡格局，建议以控

制风险、防御为主。 考虑到增量行

情短期难以出现，建议配置上以低

估值的大金融、大消费等防御性板

块为主， 主题关注供给侧改革、迪

士尼和国企改革等。

百点长阴再现 沪综指失守

2800

点

伴随着上周四大盘的百点

长阴及千股跌停的再度出现，沪

综指反弹再度被中断，上周上证

综指下跌3.25%，失守2800点。

在经过了节后首周的快速

反弹后， 上周股指涨势明显放

缓，上周一虽然在煤炭、钢铁等

周期股的带动下高开高走，再度

反弹2.35%， 一举站上了2900

点，并一度触及2933.96点，在创

下周内追高点的同时，也刷新了

1月25日以来的新高；上周中，股

指上涨乏力，开始在2900点附近

“徘徊” ， 而且盘中振幅也在逐

渐加大。 上周四沪深两市则低开

低走，遭遇大幅调整，其中上证

综指大跌6.41%， 创下年内第四

大单日跌幅，并以一根长阴线将

2月15日以来的涨幅悉数吞没，

“千股跌停” 再现； 周五煤炭、

“两桶油” 等周期股再度发力护

盘，股指探底回升，出现修复行

情，收出十字星，但成交额环比

明显萎缩。 最终，上证综指收报

2767.21 点 ， 周 内 累 计 下 跌

3.25%，振幅为7.63%，累计成交

1.14万亿元 ， 环比前一周的

9634.54亿元显著放大。

上周市场的突然大跌基本将

2月以来的涨幅悉数抹去，而这场

“突如其来” 的大跌与今年以来

市场连续大跌后市场情绪的悲观

及投资者形成的“条件反射”式

负反馈的习惯性卖出心态密切相

关。具体来看，节后虽然市场维持

反弹进程， 但量能未能跟随有效

放大， 而且行业板块轮动经历从

题材股到二线蓝筹， 再到大盘权

重股的完整轮动周期后， 新的轮

动迟迟未能开启， 再加上在技术

调整压力逐步增大、 局部风险亟

待释放的背景下， 大盘又连续走

出先跌后涨的“V形” 走势，进一

步加重了资金的谨慎情绪。 分析

人士认为， 在经过了上周四无抵

抗式大幅回撤后， 技术形态及市

场情绪都受到了较大创伤， 反弹

窗口基本宣告关闭。 不过由于市

场快速回调已经极大地释放了短

期调整压力， 预计市场短期将再

度步入震荡整固阶段。（王威）

弱势调整 创业板综指一周下跌

9.14%

上周，创业板表现明显弱于

大盘， 创业板综指一周下跌

9.14%， 在沪深交易所核心交易

指数中跌幅最大。 创业板300指

数和创业板指上周跌幅紧随其

后，分别下跌9.11%和8.87%，上

述三者位居跌幅榜前三位。

创业板综指仅在上周一小

幅上扬，而后连续下跌。 其中周

四跌幅更是达到了7.85%， 周五

大盘翻红，但是创业板综指仍旧

惯性下跌1.37%，表现弱于预期。

这种走势与市场中计算机、传媒

等成长股集中的板块的领跌密

切相关。

个股来看， 上周创业板个股

中仅有30只个股累计上涨，而有

多达414只个股下跌。 其中，次新

股表现依旧最为强势，海顺新材、

苏州设计和高澜股份的5日涨幅

遥遥领先， 分别达到了60.95%、

41.54%和31.75%；而其余个股的

5日涨幅均未超过20%， 荃银高

科、南通锻压、巴安水务和华畅达

是仅有的4只涨幅超过10%的个

股。 相对而言，金雷风电、劲胜精

密和双林股份的跌幅居前， 分别

下跌28.81%、23.23%和23.18%。

上周创业板的这种走弱，一

方面是市场反弹窗口逐步关闭

的预期下资金获利回吐所致，另

一方面还受到市场传闻影响，不

过证监会紧急澄清 “3月1日起

创业板将全面停止审核” 的说法

为虚假传言，注册制改革之前新

股发行受理和审核工作的规则

不变、程序不变。

短期来看，连续破位的态势

使得创业板主要指数走势承压，

短线低位需要整固。 大盘方面由

于历史上看，两会召开期间股市

上涨概率较小，市场整体亮点较

少。 不过，部分超跌题材股经过

连跌后有望反弹并维系局部热

度，预计创业板走势有望强于大

市。 (张怡)

周涨

2.87%

煤炭板块独红

上周市场巨震，中信一级行

业板块中只有煤炭板块收红，周

涨幅为2.87%。

上周一， 中信煤炭指数大涨

4.18%，上周二和周三延续反弹态

势，涨幅分别为1.51%和0.81%，上

周四大跌7.70%，不过上周五再度

强势反弹，上涨4.54%。

成分股中，上周阳泉煤业、潞

安环能、兖州煤业、大有能源和国

投新集涨幅超过10%， 分别为

16.19%、15.71%、14.10%、13.15%

和11.08%；相比之下，百花村、宝

泰隆和美锦能源跌幅居前， 分别

下跌10.94%、9.90%和7.37%。

煤炭板块上周领跑众行业，

表现抢眼，主要源于近期煤价反

弹， 以及供给侧改革预期升温。

中银国际研报指出，春节期间港

口库存维持超低位以及价格反

弹近几年罕见，主要源于供应收

缩明显， 中小煤矿复工不积极，

复产程度低于预期。 随着两会召

开在即，供给侧改革或将成为最

热的讨论主题，而煤炭将是重中

之重，投资氛围较好，加上煤价

有支撑， 在基本面良好护航下，

板块将重现阶段性投资机会，并

有望延续。

研报同时指出， 未来的不确

定性在于煤炭的情况比较复杂，

落实、 安置等实际问题及各主体

利益冲突导致实际去产能力度不

及预期。基本面方面，除了煤矿复

产程度外，在信贷超预期下，需求

能否持续回升同样值得重点关

注，需求如能持续改善，将成为更

有利的板块催化剂。另外，有分析

人士指出，作为权重板块，后市增

量资金的跟进情况， 决定煤炭板

块上涨高度。（李波）

改革稳步推进 国资改革概念上涨

0.57%

沪深股市上周大幅回落，场

内题材热点也出现集体回落，不

过值得注意的是，部分题材表现

依然抗跌，其中国资改革概念上

周逆市上涨 0.57% ， 是 136个

Wind概念中唯一上涨的概念，

在热点全线飘绿的大背景下显

得尤为惹人注意。

上周正常交易的24只成分

股中，有8只股票实现上涨，华电

能源和际华集团上周涨幅超过

20%，分别为29.90%和22.63%。

岳阳林纸、中成股份和国投新集

上周涨幅超过 10% ， 分别为

15.11%、13.09%和11.08%。在下

跌的15只股票中，洛阳玻璃和万

润股份上周跌幅居前， 超过

10%，分别为11.70%和10.66%。

8只股票周跌幅超过5%，13只股

票周跌幅超过3%。

消息面上，十项改革试点的

方案即将推出，国企改革大力推

进。 据了解，十项改革试点具体

包括落实董事会职权试点，市场

化选聘经营管理者试点，推行职

业经理人制度试点、企业薪酬分

配差异化改革试点，国有资本投

资运营公司试点，中央企业兼并

重组试点，部分重要领域混合所

有制改革试点，混合所有制企业

员工持股试点，国有企业信息公

开工作试点，剥离企业办社会职

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试点。

这些试点都是落实去年9月颁布

的《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

导意见》的相关要求，对国企改

革的诸多难点领域进行试水。

分析人士指出， 国企国资

改革是“十三五” 的重要任务，

也是激发经济活力、 实现转型

升级的必要举措； 此前央企层

面已经选择几大集团进行试

点，随着“十项改革试点” 的出

台， 国企改革板块有望再起波

澜， 部分改革概念股已经走出

独立行情。 (徐伟平)

新三板挂牌公司超5800家

新三板扩容放缓 交投料延续低迷

□本报记者 王威

上周新三板继续维持低迷

状态，不仅整体增速出现了明显

放缓迹象，二级市场交投活跃度

也维持低迷。 上周新三板合计成

交26.99亿元， 虽较前一周小幅

提升， 但依旧维持在近期低位。

华泰证券表示，分层预期变化导

致的交易热度削弱、做市商内控

和交易策略或将进入调整窗口

期以及市场整体的风险偏好出

现松动是导致近期新三板的成

交大幅下降的主因。 建议投资者

回归企业基本面，重点放在高增

长红利的挖掘，寻找持续享受估

值趋势向上的产业机会。

新三板挂牌公司超5800家

据Wind资讯数据，截至2月

26日，新三板挂牌公司已经达到

5806家。 其中， 做市转让1335

家，协议转让4471家。 整体新三

板市场总股本合计3377亿股，其

中做市转让股股本共1047.83亿

股，协议转让股共2329.34亿股。

总流通股本达1193亿股，其中做

市转让共516.53亿股，协议转让

676.29亿股。

不过新三板整体增速出现

了明显放缓的迹象。 截至2月26

日， 新三板2月份新增挂牌企业

数量仅183家。 相比于前三个月

平均576家挂牌数量明显下降，

并创下了2015年6月底以来的

新低。

此外，上周新三板整体交投

活跃度也依旧维持在近期低位。

上周新三板合计成交4.92亿股，

成交金额为26.99亿元， 这也是

继上周以来连续第二周维持在

20亿元附近的阶段低位 “徘

徊” 。其中，做市转让共成交3.13

亿股，合计成交额为18.03亿元，

较前一周出现了明显提升，接近

节前最后一个交易周水平。但协

议转让合计成交1.78亿股，创下

2015年10月初以来的最低，但上

周合计成交额为8.95亿元，虽然

依旧较低，但已较前一周出现了

小幅提升。

指数行情方面，上周三板成

指和三板做市指数出现了走势

的分化。三板成指上周小幅上涨

0.31%，收报1309.73点。 三板做

市指数则在前一周下跌0.31%的

基础上继续下挫， 上周下跌

1.59%，收报1234.13点，日K线收

出六连阴。

上周共有1329只新三板股

票出现交易，其中有13只股票的

周成交额在3000万元以上。名利

仓储、联讯证券和卫东环保的周

成交额超过了1亿元， 上周分别

成交1.64亿元、1.30亿元和1.09

亿元，东海证券、伯朗特和中科

软上周则分别成交8697万元、

8635万元和6763万元，其余股票

的周成交额则均不足5000万元。

上周上涨的419只新三板

股票中，有13只股票实现翻倍。

其中， 讯众股份以3840.00%的

涨幅居于首位，西恩科技、华晋

传媒、民生科技、厚谊俊捷和中

成发展周涨幅超过了200%，具

体 涨 幅 分 别 为 430.00% 、

380.00%、353.17%、258.75%和

200.00%。上周新三板下跌的股

票有750只，赛格导航、神木药

业和怡达化学的周跌幅超过了

90%，分别下跌95.83%、93.75%

和90.52%， 展唐科技、 丰源股

份、 科若思和奥盖克的周跌幅

也均在70%以上。

三因素致交投低迷

华泰证券指出，近期新三板

的成交大幅下降，主要由于分层

预期变化导致的交易热度削弱、

做市商内控和交易策略或将进

入调整窗口期以及市场整体的

风险偏好出现松动所致。

首先，分层标准三做市限期

已过， 因此交易意愿被削弱。

2015年11月底出台的新三板分

层征求意见中，标准一及标准二

主要考察财务指标，而标准三则

偏重交易层面，而该标准的做市

限期为1月29日， 因此冲刺标准

三的分层预期拉动了新三板的

流动性修复过程， 而这也导致2

月新三板成交活跃度的下滑。

其次，今年以来，随着新三

板监管的逐步趋严，这也加速了

做市套利空间的收窄。华泰证券

表示，新三板企业已经开始了加

速分化，这个分化一方面是估值

的分化、另一方面是流动性的分

化；在这个分化趋势下，做市商

获取优质企业筹码的成本并不

低， 做市套利的空间加速缩窄，

使得交易意愿远不如之前，尤其

是在1月份券商数据出台之后。

最后，市场整体风险偏好有

所下滑。 对于这点，华泰证券进

一步表示， 进入2016年之后，陆

续将会有新三板基金进入退出

周期， 考虑到目前流动性的现

状，退出周期带来的冲击预期将

影响市场的风险偏好。

在投资建议方面，华泰证券

指出，新三板的核心逻辑在于制

度性红利、流动性红利和高增长

红利带来的戴维斯双击效应，在

2016年持续调结构的市场环境

下，这三大红利的落地点并不会

是整个新三板市场，结构性分化

将成为常态。建议投资者回归企

业基本面，重点放在高增长红利

的挖掘，而制度性红利和流动性

红利伴随着高增长红利的释放

也不会缺席，寻找持续享受估值

趋势向上的产业机会 （新消费、

新技术和新模式）。

■ 新三板观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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