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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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00.SH

浦发银行

2016-3-11 19.06 3.31 16.97 75,851.26 1,445,725.06

600000.SH

浦发银行

2016-3-11 19.99 8.35 16.97 36,069.57 721,030.62

002276.SZ

万马股份

2016-3-7 19.66 -6.65 21.14 2,000.00 39,320.00

002004.SZ

华邦健康

2016-3-9 8.60 -10.04 9.54 2,902.00 24,957.20

002276.SZ

万马股份

2016-3-8 19.10 -9.65 20.11 750.00 14,325.00

600582.SH

天地科技

2016-3-9 6.33 -2.76 6.33 2,000.00 12,660.00

000560.SZ

昆百大

A 2016-3-8 8.00 -4.19 8.37 1,450.00 11,600.00

002416.SZ

爱施德

2016-3-8 17.49 -7.21 18.12 650.00 11,368.50

000776.SZ

广发证券

2016-3-10 13.69 -2.84 13.69 811.10 11,103.96

300315.SZ

掌趣科技

2016-3-9 11.01 -3.67 11.35 1,000.00 11,010.00

002416.SZ

爱施德

2016-3-7 18.19 0.11 18.85 600.00 10,914.00

300078.SZ

思创医惠

2016-3-9 26.63 -2.74 27.60 405.00 10,785.15

002276.SZ

万马股份

2016-3-8 19.10 -9.65 20.11 550.00 10,505.00

300315.SZ

掌趣科技

2016-3-11 10.39 -4.42 10.82 1,000.00 10,390.00

300272.SZ

开能环保

2016-3-9 15.80 -5.45 17.03 620.00 9,796.00

002004.SZ

华邦健康

2016-3-10 8.59 -9.96 9.17 1,000.00 8,590.00

002596.SZ

海南瑞泽

2016-3-11 21.92 -5.31 23.83 371.81 8,150.00

600165.SH

新日恒力

2016-3-7 12.56 0.96 12.95 570.00 7,159.20

600582.SH

天地科技

2016-3-8 6.44 0.16 6.51 1,000.00 6,440.00

300266.SZ

兴源环境

2016-3-7 30.00 -6.13 32.12 212.00 6,360.00

300272.SZ

开能环保

2016-3-8 15.64 -4.98 16.71 400.00 6,256.00

000977.SZ

浪潮信息

2016-3-7 18.85 -7.01 20.70 325.00 6,126.25

300173.SZ

智慧松德

2016-3-8 13.16 -2.95 13.85 450.00 5,922.00

601258.SH

庞大集团

2016-3-7 2.84 -1.05 2.93 2,000.00 5,680.00

300266.SZ

兴源环境

2016-3-7 32.00 0.13 32.12 177.00 5,664.00

600582.SH

天地科技

2016-3-8 6.44 0.16 6.51 800.00 5,152.00

600218.SH

全柴动力

2016-3-8 8.34 -9.84 9.34 600.50 5,008.17

601599.SH

鹿港科技

2016-3-11 16.67 -5.45 17.33 300.00 5,001.00

300033.SZ

同花顺

2016-3-9 53.71 -2.93 53.71 92.04 4,943.33

600582.SH

天地科技

2016-3-8 6.44 0.16 6.51 750.00 4,830.00

002276.SZ

万马股份

2016-3-8 19.10 -9.65 20.11 250.00 4,775.00

002276.SZ

万马股份

2016-3-8 19.10 -9.65 20.11 250.00 4,775.00

300266.SZ

兴源环境

2016-3-7 30.00 -6.13 32.12 157.00 4,710.00

300033.SZ

同花顺

2016-3-8 54.90 0.68 55.33 83.00 4,556.70

000408.SZ

金谷源

2016-3-10 12.60 -7.69 13.27 361.00 4,548.60

002162.SZ

悦心健康

2016-3-10 8.86 -6.44 9.18 470.00 4,164.20

600582.SH

天地科技

2016-3-7 6.43 4.55 6.43 600.00 3,858.00

600136.SH

道博股份

2016-3-11 46.71 -7.83 48.91 82.45 3,85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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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988.SH

赤峰黄金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340,509.51 29.29 33.63

000045.SZ

深纺织

A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124,751.58 25.10 24.61

600975.SH

新五丰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67,386.83 24.03 25.37

600706.SH

曲江文旅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83,852.60 23.76 26.58

000785.SZ

武汉中商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49,587.85 23.06 18.30

002264.SZ

新华都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46,623.62 21.97 11.32

601969.SH

海南矿业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81,887.92 21.54 7.24

600623.SH

双钱股份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106,171.14 21.08 8.13

603520.SH

司太立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42.27 21.03 0.07

000885.SZ

同力水泥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38,978.20 21.02 6.59

002790.SZ

瑞尔特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88.19 21.02 0.08

300502.SZ

新易盛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7.71 21.02 0.23

603027.SH

千禾味业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64.94 21.01 0.11

000088.SZ

盐田港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35,765.77 21.01 2.50

300502.SZ

新易盛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05 20.99 0.03

603027.SH

千禾味业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543.29 20.99 0.71

300503.SZ

昊志机电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11.34 20.95 0.03

002451.SZ

摩恩电气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30,691.34 19.30 10.34

300067.SZ

安诺其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87,584.15 19.12 29.53

000815.SZ *ST

美利 连续三个交易日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12%

的

ST

证券、

*ST

证券和未完成股改证券

51,723.13 13.36 7.32

600336.SH

澳柯玛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2,961.11 10.07 5.57

600891.SH

秋林集团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11,627.09 10.07 4.73

000088.SZ

盐田港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1,204.08 10.06 1.43

600193.SH

创兴资源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19,694.49 10.05 4.51

002528.SZ

英飞拓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37,359.70 10.04 6.88

002528.SZ

英飞拓 振幅值达

15% 37,359.70 10.04 6.88

603027.SH

千禾味业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32.98 10.03 0.05

000727.SZ

华东科技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63,056.36 10.03 8.38

601969.SH

海南矿业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5,101.93 10.03 0.44

002443.SZ

金洲管道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41,875.28 10.03 8.56

603919.SH

金徽酒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81.62 10.03 0.07

002077.SZ

大港股份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6,713.27 10.03 2.03

600428.SH

中远航运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86,574.06 10.03 7.32

603997.SH

继峰股份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11,853.90 10.03 5.70

600346.SH

大橡塑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10,903.18 10.03 2.18

002425.SZ

凯撒股份 振幅值达

15% 33,192.79 10.03 4.74

002425.SZ

凯撒股份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33,192.79 10.03 4.74

600217.SH

秦岭水泥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11,368.72 10.03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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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证券名称 交易日期

成交金额

(亿)

买入金额

(亿)

卖出金额

(亿)

净买入

(亿)

市盈率

(TTM)

所属行业

600030.SH

中信证券

2016-3-3 4.16 3.46 0.70 2.76 9.73

非银金融

600415.SH

小商品城

2016-3-2 2.43 2.43 0.01 2.42 87.90

商业贸易

600030.SH

中信证券

2016-3-2 2.34 2.10 0.24 1.86 9.85

非银金融

600048.SH

保利地产

2016-3-2 2.50 2.03 0.46 1.57 9.09

房地产

600519.SH

贵州茅台

2016-3-2 2.12 1.81 0.31 1.50 17.52

食品饮料

600415.SH

小商品城

2016-3-1 1.47 1.47 0.00 1.47 82.57

商业贸易

600519.SH

贵州茅台

2016-3-1 1.81 1.62 0.18 1.44 17.06

食品饮料

600489.SH

中金黄金

2016-3-7 1.63 1.51 0.11 1.40 -159.92

有色金属

600900.SH

长江电力

2016-3-11 1.41 1.40 0.01 1.39 17.37

公用事业

600410.SH

华胜天成

2016-3-4 1.37 1.37 0.01 1.36 137.24

计算机

601600.SH

中国铝业

2016-3-11 1.34 1.34 0.00 1.34 -5.64

有色金属

600048.SH

保利地产

2016-3-7 1.68 1.49 0.19 1.30 8.87

房地产

601318.SH

中国平安

2016-3-2 1.85 1.55 0.30 1.26 9.88

非银金融

600410.SH

华胜天成

2016-3-8 1.06 1.06 0.00 1.06 153.83

计算机

601600.SH

中国铝业

2016-3-9 1.09 1.07 0.02 1.05 -5.70

有色金属

600999.SH

招商证券

2016-3-2 1.09 1.06 0.03 1.03 8.20

非银金融

601318.SH

中国平安

2016-3-4 2.99 2.00 0.99 1.01 10.32

非银金融

601099.SH

太平洋

2016-3-3 1.07 1.03 0.04 0.99 29.85

非银金融

600489.SH

中金黄金

2016-3-9 0.99 0.98 0.01 0.98 -143.29

有色金属

601788.SH

光大证券

2016-3-2 0.98 0.97 0.01 0.96 8.53

非银金融

601899.SH

紫金矿业

2016-3-3 1.06 1.00 0.06 0.94 44.21

有色金属

600489.SH

中金黄金

2016-3-3 1.30 1.11 0.18 0.93 -151.34

有色金属

601336.SH

新华保险

2016-3-2 0.96 0.93 0.03 0.90 13.05

非银金融

600104.SH

上汽集团

2016-3-2 0.90 0.88 0.02 0.86 7.24

汽车

600547.SH

山东黄金

2016-3-11 1.07 0.94 0.13 0.81 76.58

有色金属

600016.SH

民生银行

2016-3-4 2.15 1.46 0.68 0.78 7.38

银行

600030.SH

中信证券

2016-3-7 1.03 0.86 0.17 0.69 9.77

非银金融

600887.SH

伊利股份

2016-3-3 1.69 1.19 0.50 0.68 19.89

食品饮料

600415.SH

小商品城

2016-3-8 0.68 0.67 0.00 0.67 83.26

商业贸易

601318.SH

中国平安

2016-3-7 1.36 1.01 0.35 0.66 10.16

非银金融

600016.SH

民生银行

2016-3-2 0.95 0.78 0.17 0.61 6.77

银行

601318.SH

中国平安

2016-3-11 0.83 0.71 0.13 0.58 10.16

非银金融

600016.SH

民生银行

2016-3-10 0.74 0.64 0.10 0.55 7.16

银行

601098.SH

中南传媒

2016-3-1 0.55 0.54 0.01 0.54 17.15

传媒

601098.SH

中南传媒

2016-3-10 0.54 0.54 0.00 0.54 18.22

传媒

600030.SH

中信证券

2016-3-11 0.87 0.70 0.17 0.54 9.75

非银金融

600887.SH

伊利股份

2016-3-1 0.59 0.56 0.03 0.52 18.91

食品饮料

601166.SH

兴业银行

2016-3-7 0.93 0.72 0.21 0.52 5.73

银行

600415.SH

小商品城

2016-3-10 0.93 0.72 0.21 0.51 80.83

商业贸易

600900.SH

长江电力

2016-3-1 0.55 0.53 0.03 0.50 16.55

公用事业

日期 已用额度

已用额度占

比(%)

额度余额

额度余额占

比(%)

总投资额度

可用余额

(亿元)

2016-3-11 12.17 9.36 117.83 90.64 1,780.27

2016-3-10 4.72 3.63 125.28 96.37 1,788.88

2016-3-9 3.08 2.37 126.92 97.63 1,790.72

2016-3-8 2.02 1.55 127.98 98.45 1,790.36

2016-3-7 11.53 8.87 118.47 91.13 1,786.18

2016-3-4 18.00 13.85 112.00 86.15 1,793.32

2016-3-3 -3.08 -2.37 133.08 102.37 1,809.78

2016-3-2 29.92 23.02 100.08 76.98 1,800.31

2016-3-1 7.57 5.82 122.43 94.18 1,82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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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767.SZ

漳泽电力

2016-3-14 68,001.28 225,372.90 0.88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0536.SZ

华映科技

2016-3-14 52,580.60 77,667.18 243.11

追加承诺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600166.SH

福田汽车

2016-3-18 52,539.40 333,506.56 0.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0836.SZ

鑫茂科技

2016-3-14 30,516.18 118,262.89 2,582.64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512.SH

腾达建设

2016-3-14 23,386.48 97,080.55 4,723.18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153.SZ

科泰电源

2016-3-14 16,495.69 31,951.62 48.38

追加承诺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000060.SZ

中金岭南

2016-3-18 14,968.71 221,110.96 151.83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0166.SZ

申万宏源

2016-3-15 9,293.13 532,319.71 953,354.79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502.SZ

骅威股份

2016-3-17 4,195.90 22,569.41 20,422.04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643.SZ

万润股份

2016-3-14 4,175.03 31,000.91 2,986.21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333.SH

长春燃气

2016-3-18 3,360.00 52,961.98 0.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159.SZ

新研股份

2016-3-17 3,303.90 60,907.06 88,128.96

追加承诺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300083.SZ

劲胜精密

2016-3-18 2,552.11 22,754.13 12,835.34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253.SZ

卫宁健康

2016-3-15 2,469.19 42,030.86 15,999.81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222.SH

太龙药业

2016-3-18 2,195.62 51,856.51 5,532.12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3268.SH

松发股份

2016-3-18 1,914.00 4,114.00 4,686.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0612.SZ

焦作万方

2016-3-15 1,273.68 97,051.80 23,232.66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300166.SZ

东方国信

2016-3-18 944.46 35,218.54 21,272.1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038.SZ

梅泰诺

2016-3-15 546.61 11,844.26 7,198.84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0802.SZ

北京文化

2016-3-14 244.88 37,742.91 1,117.13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600893.SH

中航动力

2016-3-16 235.71 136,750.09 58,121.79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本周趋势 看平

中线趋势 看空

本周区间

2700-2860

点

本周热点 题材股

本周焦点 成交量

、

形态组合

本周趋势 看平

中线趋势 看涨

本周区间

2754-2930

点

本周热点 互联网

、

文化传媒

本周焦点 中小创

本周趋势 看平

中线趋势 看平

本周区间

2750-2950

点

本周热点 上证

50

、

年报预喜

、

重组题材

本周焦点 两会相关政策

、

维稳政策

■ 券商论道

A

股延续防御性走势

□申万宏源 钱启敏

上周沪深股市冲高回落，盘

中金融等权重股屡有拉升护盘，

上证指数力保2800点不失。从目

前看，行情仍以盘整为主，但量

能显示防御性色彩较浓。随着年

报披露进入峰值期，市场焦点将

由原先的关注政策转为关注业

绩，成长性公司将相对活跃。 投

资者在操作上仍应多看少动，持

币观望。

上周六新任证监会主席刘

士余在记者招待会上就注册制、

中证金是否退出、熔断机制等热

点问题作了说明，着重表达了改

革创新循序渐进、 实事求是；加

强监管、 保护投资者权益的态

度，对稳定投资者预期将有正面

作用。加上目前市场本身就处在

横盘整理阶段，没有出现打破现

有运行格局的新的变量，因此也

有利于盘整格局的延续。

不过从技术面看，眼下最大

的问题是成交量极度萎缩，上周

五沪深两市总成交只有3041亿

元，再创年内除熔断日以外的成

交新地量。 从历史上看，去年上

半年沪深最大日成交量2.4万亿

元， 现在只有那时的八分之一，

既说明短线市场观望情绪浓重，

参与意识淡漠，也说明了后市可

能会寻找新的突破方向。 从存量

资金看，目前银证转账只有1.6万

亿元， 是去年7月调整以来的低

位水平，“米缸里面的米不多” ，

或制约行情出现较强反弹。 从本

周看，银行股的多次护盘都发生

在尾盘阶段，也说明多头机构资

金有限、底气不足。

从盘中热点看，金融股的拉

升对市场影响力的边际效应递

减， 而创业板等题材股热点轮动

迅速，操作难度较大，也是导致两

市成交量不断萎缩的重要因素。

从操作看，由于市场缺乏趋

势性向上机会，防御、观望色彩

较浓， 因此投资者仍应控制仓

位，谨慎应对。 同时将关注点转

向成长性公司及高送转个股，以

适量、分散、侧重交易性机会的

操作为主，把握局部机会。

缩量拉锯短期方向难明

□西部证券 黄铮

上周震荡走低，周初弱反弹

未能延续，量能呈现逐级缩减态

势。 近一阶段市场疲态依旧，反

弹动力不足，指数低位震荡过程

中，消息面波动牵制投资者情绪

变化，是市场弱势格局的主要表

现。 在量能未见实质性恢复之

前，预计沪指低位整理的横向过

程仍将延长。操作策略始终坚持

防御为主，少量持股品种以低价

绩优为主。

上周国内重要经济数据出

炉，2月CPI高预期、PPI降幅收

窄，显示通胀抬头，货币政策再

宽松举措亦将延迟； 新股IPO审

核全面细化的提速推进，对市场

情绪的恢复始终形成牵制；外围

市场因欧洲央行超预期宽松波

动明显，A股市场不为所动继续

延续调整行情。结合上周市场表

现观察，缩量整理是最突出的市

场特征，热点杂乱无序的不持续

也占据盘面上风，因而盘中或有

的低位反弹以短暂节奏为主。此

外，两融余额加速回落，及两市

成交呈现的缩减态势，表明短线

资金并无抄底进驻迹象。

另一方面，市场热点已有缺

失，题材股活跃的市场格局在上

周已有退潮。 技术走势方面，沪

指中短期均线缓步下移并呈现

收敛状态， 预计随后变盘降至。

盘中反复震荡的过程中，指数振

幅随着量能缩减而递减，短线交

投并不活跃。周K线显示，沪指围

绕五周K线反复震荡， 阶段性横

盘趋势得以保持，量能未见实质

性回补之前，预计市场仍将延续

底部拉锯的盘磨状态。

进入本周的市场，在两市量

能维持低位的状态下，恐难承接

上周五尾盘券商、保险和银行股

的发力。热点的持续性和量能的

有效回补，才是指数低位反弹是

否具备可参与性的前提。 在此之

前，建议投资者仍以防御策略为

主，严格控制仓位比重耐心等待

市场短期方向的明晰。

震动格局仍将延续

□银泰证券 陈建华

上周A股继续震荡运行，沪

指围绕5、10日等短期均线反复

整理，深圳成指尽管连续小幅走

低但同样未显著偏离各条短期

均线，中小板、创业板亦跟随沪

深主板连续弱势整理。盘面看在

指数低迷的背景下各板块表现

乏味，缺乏热点以及没有明确的

投资主线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

上周市场运行的空间，同时两市

成交量大幅萎缩，资金参与意愿

持续回落。 对于后期A股，结合

各方面因素分析我们认为虽然

无太多担忧的必要，但同样没有

太多乐观的理由，在没有重大外

界因素影响的情况下，沪深两市

弱势整理格局预计仍将延续。

首先市场局部环境的改善以

及管理层偏积极的言论将对短期

A股形成支撑。 相较前期而已，近

期沪深市场所处的环境局部因素

发生了较为明显的改变且朝着积

极的方向发展。 汇率贬值预期大

幅下降、 房地产投资改善等在一

定程度上提振各方对后期实体经

济的信心， 减轻对经济持续放缓

的担忧。而从管理层的角度看，上

周末一行三会新闻发布会上证监

会主席刘士余就市场普遍关心的

问题作出回应， 对注册制起表示

要继续推进但不可以单兵突进，

并称未来较长一段时间证金公不

会退出。 刘士余主席的言论利于

稳定各方预期， 对沪深两市形成

偏正面影响。

然而除了正面因素外，当前

A股面临的利空同样明显。 CPI

的加速上涨将在一定程度上增

强市场对通胀的预期，并将对后

期国内货币宽松形成制约，从而

对资本市场形成负面影响。 央行

最新公布的数据同样将在一定

程度上对短期A股产生压力，上

周末央行公布的数据2月份人民

币新增贷款和M2增速均出现较

为明显的回落。这一落差显然是

管理层引导的结果， 就影响看，

其一方面将降低之前市场对周

期板块的预期，使得短期指数承

压，另一方面也将增强物价上行

对货币政策形成制约担忧心理，

加剧市场的观望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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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以来沪股通累计买入逾80亿元

□本报记者 徐伟平

3月以来沪深股市大幅波

动，且成交额有所下降，资金参

与热情有限。 不过沪股通参与热

情却提升明显，3月以来，沪股通

仅有3月3日出现净卖出，其余交

易日均实现净买入，3月以来沪

股通累计净买入金额超过80亿

元。 从历史经验来看，沪股通实

现连续买入往往是阶段性筑底

完成， 短线反弹开启的重要信

号。 从目前来看，沪股通缓步布

局的节奏较为明显，这可能意味

着市场筑底并不远。

沪股通连续6日净买入

3月以来， 沪深股市一度强

势上攻，沪综指更是收出6连阳，

站上2900点， 不过随后高位回

落， 投资者参与热情有所下降，

沪市成交额显著萎缩，缩量整固

格局显著， 上周五已经萎缩至

1500亿元之下， 仅为1284.50亿

元。 从资金流向来看，活跃资金

连续出现净流出。

不过，沪深股市大幅回落反

而激发了沪股通资金的参与热

情，沪股通连续6日净流入，把时

间轴拉长，3月的9个交易日里，

仅有3月3日出现3.08亿元净流

出， 其余8个交易日均实现资金

净流入，其中3月2日、4日、7日和

11日沪股通净流入金额超过10

亿元，分别为29.92亿元、18.00亿

元、11.53亿元和12.17亿元，当日

使用金额占总额度比重分别为

23.02% 、13.85% 、8.87% 和

9.36%。 3月以来，沪股通累计买

入金额超过80亿元， 达到85.93

亿元。

从个股来看，金融股和黄金

股获得沪股通资金的分外青睐。

其中中信证券在3月1日至4日分

别出现0.21亿元、1.86亿元、2.76

亿元和0.16亿元的沪股通净买

入。 中国平安的连续8个交易日

活跃，3月2日和3月4日沪股通净

流入金额超过亿元， 分别为1.26

亿元和1.01亿元。 与金融股相

比，黄金股上周在沪股通的活跃

度同样较高， 中金黄金连续7个

交易日活跃，3月7日中金黄金的

沪股通净流入为1.40亿元。 紫金

矿业连续3个交易日活跃， 赤峰

黄金连续2个交易日活跃。

从市场表现来看，黄金股表

现抢眼， 走出强势上攻行情，赚

钱效应显著，提前布局的沪股通

资金获利颇丰。 而在市场回调之

际， 金融股表现也相对抗跌，表

现依然平稳， 从这一角度来看，

沪股通的嗅觉颇为敏锐。

沪股通暗示阶段筑底不远

沪 港 通 与 QFII、RQFII 和

QDII都是投资者和投资品种国

际化的措施，相比而言，沪港通

有自身的优势，嗅觉往往更为敏

锐， 从沪港通正式启动以来，沪

股通实现连续买入往往是阶段

性筑底完成，短线反弹开启的重

要信号。

2015年8月24日沪股通净流

入资金超过了80亿元，已用额度

达82.62亿元， 仅次于沪港通开

通首日的130亿元， 居历史次高

位；8月25日沪股通净流入资金

依然高居在80亿元之上， 达到

80.71亿元；8月26日和27日，沪

股通的使用额度有所减少，分别

为75亿元和48.99亿元。 连续4个

交易日出现净买入，净买入金额

超过200亿元，达到287.32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 这也铸就了

2850.71点的阶段低点， 随后两

个交易日里， 连续两日上涨近

300点， 提前超跌的沪股通获利

颇丰。

2015年9月15日至 9月 21

日， 沪股通再次出现连续6个交

易日净流入， 其中9月18日净流

入金额最高， 达到26.85亿元，6

个交易日累计净流入近70亿元，

随后沪综指维持小幅震荡，并在

2015年10月份和11月份迎来强

势反弹，这个反弹小周期持续了

近两个月，沪综指在2015年10月

份和11月份分别上涨10.80%和

1.86%。

业内人士指出， 沪股通资金

的操作手法基本上与QFII等国

际资金相通， 总体来说注重中长

期投资，偏重价值投资，对短线涨

跌的诉求并不强烈。 如果大盘处

于相对低位，它们会持续吸纳。

中金公司指出， 通过观察

QFII历史上持有的A股重仓股、

沪港通开通以来海外投资者重

点交易的A股发现， 沪港通持股

特征可分为四类。 一是相对偏好

消费领域、有稳定增长、有较好

品牌和公司治理、估值低估或合

理的A股公司， 呈现比较明显的

机构持股的特征；二是在沪港通

最活跃买入的股票名单上出现

比较频繁； 三是2015年披露的

QFII重仓持股情况，外资持股的

比例相对较高；四是总市值不能

太高，一般应该在1000亿元人民

币或者以下，这样触及个股持股

比例上限的概率会相对高。

2015年8月以来沪股通单日使用额变动情况

A

股延续防御性走势

□申万宏源 钱启敏

上周沪深股市冲高回落，盘

中金融等权重股屡有拉升护盘，

上证指数力保2800点不失。从目

前看，行情仍以盘整为主，但量

能显示防御性色彩较浓。随着年

报披露进入峰值期，市场焦点将

由原先的关注政策转为关注业

绩，成长性公司将相对活跃。 投

资者在操作上仍应多看少动，持

币观望。

上周六新任证监会主席刘

士余在记者招待会上就注册制、

中证金是否退出、熔断机制等热

点问题作了说明，着重表达了改

革创新循序渐进、 实事求是；加

强监管、 保护投资者权益的态

度，对稳定投资者预期将有正面

作用。加上目前市场本身就处在

横盘整理阶段，没有出现打破现

有运行格局的新的变量，因此也

有利于盘整格局的延续。

不过从技术面看，眼下最大

的问题是成交量极度萎缩，上周

五沪深两市总成交只有3041亿

元，再创年内除熔断日以外的成

交新地量。 从历史上看，去年上

半年沪深最大日成交量2.4万亿

元， 现在只有那时的八分之一，

既说明短线市场观望情绪浓重，

参与意识淡漠，也说明了后市可

能会寻找新的突破方向。 从存量

资金看，目前银证转账只有1.6万

亿元， 是去年7月调整以来的低

位水平，“米缸里面的米不多” ，

或制约行情出现较强反弹。 从本

周看，银行股的多次护盘都发生

在尾盘阶段，也说明多头机构资

金有限、底气不足。

从盘中热点看，金融股的拉

升对市场影响力的边际效应递

减， 而创业板等题材股热点轮动

迅速，操作难度较大，也是导致两

市成交量不断萎缩的重要因素。

从操作看，由于市场缺乏趋

势性向上机会，防御、观望色彩

较浓， 因此投资者仍应控制仓

位，谨慎应对。 同时将关注点转

向成长性公司及高送转个股，以

适量、分散、侧重交易性机会的

操作为主，把握局部机会。

缩量拉锯短期方向难明

□西部证券 黄铮

上周震荡走低，周初弱反弹

未能延续，量能呈现逐级缩减态

势。 近一阶段市场疲态依旧，反

弹动力不足，指数低位震荡过程

中，消息面波动牵制投资者情绪

变化，是市场弱势格局的主要表

现。 在量能未见实质性恢复之

前，预计沪指低位整理的横向过

程仍将延长。操作策略始终坚持

防御为主，少量持股品种以低价

绩优为主。

上周国内重要经济数据出

炉，2月CPI高预期、PPI降幅收

窄，显示通胀抬头，货币政策再

宽松举措亦将延迟； 新股IPO审

核全面细化的提速推进，对市场

情绪的恢复始终形成牵制；外围

市场因欧洲央行超预期宽松波

动明显，A股市场不为所动继续

延续调整行情。结合上周市场表

现观察，缩量整理是最突出的市

场特征，热点杂乱无序的不持续

也占据盘面上风，因而盘中或有

的低位反弹以短暂节奏为主。此

外，两融余额加速回落，及两市

成交呈现的缩减态势，表明短线

资金并无抄底进驻迹象。

另一方面，市场热点已有缺

失，题材股活跃的市场格局在上

周已有退潮。 技术走势方面，沪

指中短期均线缓步下移并呈现

收敛状态， 预计随后变盘降至。

盘中反复震荡的过程中，指数振

幅随着量能缩减而递减，短线交

投并不活跃。周K线显示，沪指围

绕五周K线反复震荡， 阶段性横

盘趋势得以保持，量能未见实质

性回补之前，预计市场仍将延续

底部拉锯的盘磨状态。

进入本周的市场，在两市量

能维持低位的状态下，恐难承接

上周五尾盘券商、保险和银行股

的发力。热点的持续性和量能的

有效回补，才是指数低位反弹是

否具备可参与性的前提。 在此之

前，建议投资者仍以防御策略为

主，严格控制仓位比重耐心等待

市场短期方向的明晰。

震动格局仍将延续

□银泰证券 陈建华

上周A股继续震荡运行，沪

指围绕5、10日等短期均线反复

整理，深圳成指尽管连续小幅走

低但同样未显著偏离各条短期

均线，中小板、创业板亦跟随沪

深主板连续弱势整理。盘面看在

指数低迷的背景下各板块表现

乏味，缺乏热点以及没有明确的

投资主线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

上周市场运行的空间，同时两市

成交量大幅萎缩，资金参与意愿

持续回落。 对于后期A股，结合

各方面因素分析我们认为虽然

无太多担忧的必要，但同样没有

太多乐观的理由，在没有重大外

界因素影响的情况下，沪深两市

弱势整理格局预计仍将延续。

首先市场局部环境的改善以

及管理层偏积极的言论将对短期

A股形成支撑。 相较前期而已，近

期沪深市场所处的环境局部因素

发生了较为明显的改变且朝着积

极的方向发展。 汇率贬值预期大

幅下降、 房地产投资改善等在一

定程度上提振各方对后期实体经

济的信心， 减轻对经济持续放缓

的担忧。而从管理层的角度看，上

周末一行三会新闻发布会上证监

会主席刘士余就市场普遍关心的

问题作出回应， 对注册制起表示

要继续推进但不可以单兵突进，

并称未来较长一段时间证金公不

会退出。 刘士余主席的言论利于

稳定各方预期， 对沪深两市形成

偏正面影响。

然而除了正面因素外，当前

A股面临的利空同样明显。 CPI

的加速上涨将在一定程度上增

强市场对通胀的预期，并将对后

期国内货币宽松形成制约，从而

对资本市场形成负面影响。 央行

最新公布的数据同样将在一定

程度上对短期A股产生压力，上

周末央行公布的数据2月份人民

币新增贷款和M2增速均出现较

为明显的回落。这一落差显然是

管理层引导的结果， 就影响看，

其一方面将降低之前市场对周

期板块的预期，使得短期指数承

压，另一方面也将增强物价上行

对货币政策形成制约担忧心理，

加剧市场的观望心态。

3月以来沪股通累计买入逾80亿元

□本报记者 徐伟平

3月以来沪深股市大幅波

动，且成交额有所下降，资金参

与热情有限。 不过沪股通参与热

情却提升明显，3月以来，沪股通

仅有3月3日出现净卖出，其余交

易日均实现净买入，3月以来沪

股通累计净买入金额超过80亿

元。 从历史经验来看，沪股通实

现连续买入往往是阶段性筑底

完成， 短线反弹开启的重要信

号。 从目前来看，沪股通缓步布

局的节奏较为明显，这可能意味

着市场筑底并不远。

沪股通连续6日净买入

3月以来， 沪深股市一度强

势上攻，沪综指更是收出6连阳，

站上2900点， 不过随后高位回

落， 投资者参与热情有所下降，

沪市成交额显著萎缩，缩量整固

格局显著， 上周五已经萎缩至

1500亿元之下， 仅为1284.50亿

元。 从资金流向来看，活跃资金

连续出现净流出。

不过，沪深股市大幅回落反

而激发了沪股通资金的参与热

情，沪股通连续6日净流入，把时

间轴拉长，3月的9个交易日里，

仅有3月3日出现3.08亿元净流

出， 其余8个交易日均实现资金

净流入，其中3月2日、4日、7日和

11日沪股通净流入金额超过10

亿元，分别为29.92亿元、18.00亿

元、11.53亿元和12.17亿元，当日

使用金额占总额度比重分别为

23.02% 、13.85% 、8.87% 和

9.36%。 3月以来，沪股通累计买

入金额超过80亿元， 达到85.93

亿元。

从个股来看，金融股和黄金

股获得沪股通资金的分外青睐。

其中中信证券在3月1日至4日分

别出现0.21亿元、1.86亿元、2.76

亿元和0.16亿元的沪股通净买

入。 中国平安的连续8个交易日

活跃，3月2日和3月4日沪股通净

流入金额超过亿元， 分别为1.26

亿元和1.01亿元。 与金融股相

比，黄金股上周在沪股通的活跃

度同样较高， 中金黄金连续7个

交易日活跃，3月7日中金黄金的

沪股通净流入为1.40亿元。 紫金

矿业连续3个交易日活跃， 赤峰

黄金连续2个交易日活跃。

从市场表现来看，黄金股表

现抢眼， 走出强势上攻行情，赚

钱效应显著，提前布局的沪股通

资金获利颇丰。 而在市场回调之

际， 金融股表现也相对抗跌，表

现依然平稳， 从这一角度来看，

沪股通的嗅觉颇为敏锐。

沪股通暗示阶段筑底不远

沪 港 通 与 QFII、RQFII 和

QDII都是投资者和投资品种国

际化的措施，相比而言，沪港通

有自身的优势，嗅觉往往更为敏

锐， 从沪港通正式启动以来，沪

股通实现连续买入往往是阶段

性筑底完成，短线反弹开启的重

要信号。

2015年8月24日沪股通净流

入资金超过了80亿元，已用额度

达82.62亿元， 仅次于沪港通开

通首日的130亿元， 居历史次高

位；8月25日沪股通净流入资金

依然高居在80亿元之上， 达到

80.71亿元；8月26日和27日，沪

股通的使用额度有所减少，分别

为75亿元和48.99亿元。 连续4个

交易日出现净买入，净买入金额

超过200亿元，达到287.32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 这也铸就了

2850.71点的阶段低点， 随后两

个交易日里， 连续两日上涨近

300点， 提前超跌的沪股通获利

颇丰。

2015年9月15日至 9月 21

日， 沪股通再次出现连续6个交

易日净流入， 其中9月18日净流

入金额最高， 达到26.85亿元，6

个交易日累计净流入近70亿元，

随后沪综指维持小幅震荡，并在

2015年10月份和11月份迎来强

势反弹，这个反弹小周期持续了

近两个月，沪综指在2015年10月

份和11月份分别上涨10.80%和

1.86%。

业内人士指出， 沪股通资金

的操作手法基本上与QFII等国

际资金相通， 总体来说注重中长

期投资，偏重价值投资，对短线涨

跌的诉求并不强烈。 如果大盘处

于相对低位，它们会持续吸纳。

中金公司指出， 通过观察

QFII历史上持有的A股重仓股、

沪港通开通以来海外投资者重

点交易的A股发现， 沪港通持股

特征可分为四类。 一是相对偏好

消费领域、有稳定增长、有较好

品牌和公司治理、估值低估或合

理的A股公司， 呈现比较明显的

机构持股的特征；二是在沪港通

最活跃买入的股票名单上出现

比较频繁； 三是2015年披露的

QFII重仓持股情况，外资持股的

比例相对较高；四是总市值不能

太高，一般应该在1000亿元人民

币或者以下，这样触及个股持股

比例上限的概率会相对高。

3月以来沪股通活跃个股明细

A

股延续防御性走势

□申万宏源 钱启敏

上周沪深股市冲高回落，盘

中金融等权重股屡有拉升护盘，

上证指数力保2800点不失。从目

前看，行情仍以盘整为主，但量

能显示防御性色彩较浓。随着年

报披露进入峰值期，市场焦点将

由原先的关注政策转为关注业

绩，成长性公司将相对活跃。 投

资者在操作上仍应多看少动，持

币观望。

上周六新任证监会主席刘

士余在记者招待会上就注册制、

中证金是否退出、熔断机制等热

点问题作了说明，着重表达了改

革创新循序渐进、 实事求是；加

强监管、 保护投资者权益的态

度，对稳定投资者预期将有正面

作用。加上目前市场本身就处在

横盘整理阶段，没有出现打破现

有运行格局的新的变量，因此也

有利于盘整格局的延续。

不过从技术面看，眼下最大

的问题是成交量极度萎缩，上周

五沪深两市总成交只有3041亿

元，再创年内除熔断日以外的成

交新地量。 从历史上看，去年上

半年沪深最大日成交量2.4万亿

元， 现在只有那时的八分之一，

既说明短线市场观望情绪浓重，

参与意识淡漠，也说明了后市可

能会寻找新的突破方向。 从存量

资金看，目前银证转账只有1.6万

亿元， 是去年7月调整以来的低

位水平，“米缸里面的米不多” ，

或制约行情出现较强反弹。 从本

周看，银行股的多次护盘都发生

在尾盘阶段，也说明多头机构资

金有限、底气不足。

从盘中热点看，金融股的拉

升对市场影响力的边际效应递

减， 而创业板等题材股热点轮动

迅速，操作难度较大，也是导致两

市成交量不断萎缩的重要因素。

从操作看，由于市场缺乏趋

势性向上机会，防御、观望色彩

较浓， 因此投资者仍应控制仓

位，谨慎应对。 同时将关注点转

向成长性公司及高送转个股，以

适量、分散、侧重交易性机会的

操作为主，把握局部机会。

缩量拉锯短期方向难明

□西部证券 黄铮

上周震荡走低，周初弱反弹

未能延续，量能呈现逐级缩减态

势。 近一阶段市场疲态依旧，反

弹动力不足，指数低位震荡过程

中，消息面波动牵制投资者情绪

变化，是市场弱势格局的主要表

现。 在量能未见实质性恢复之

前，预计沪指低位整理的横向过

程仍将延长。操作策略始终坚持

防御为主，少量持股品种以低价

绩优为主。

上周国内重要经济数据出

炉，2月CPI高预期、PPI降幅收

窄，显示通胀抬头，货币政策再

宽松举措亦将延迟； 新股IPO审

核全面细化的提速推进，对市场

情绪的恢复始终形成牵制；外围

市场因欧洲央行超预期宽松波

动明显，A股市场不为所动继续

延续调整行情。结合上周市场表

现观察，缩量整理是最突出的市

场特征，热点杂乱无序的不持续

也占据盘面上风，因而盘中或有

的低位反弹以短暂节奏为主。此

外，两融余额加速回落，及两市

成交呈现的缩减态势，表明短线

资金并无抄底进驻迹象。

另一方面，市场热点已有缺

失，题材股活跃的市场格局在上

周已有退潮。 技术走势方面，沪

指中短期均线缓步下移并呈现

收敛状态， 预计随后变盘降至。

盘中反复震荡的过程中，指数振

幅随着量能缩减而递减，短线交

投并不活跃。周K线显示，沪指围

绕五周K线反复震荡， 阶段性横

盘趋势得以保持，量能未见实质

性回补之前，预计市场仍将延续

底部拉锯的盘磨状态。

进入本周的市场，在两市量

能维持低位的状态下，恐难承接

上周五尾盘券商、保险和银行股

的发力。热点的持续性和量能的

有效回补，才是指数低位反弹是

否具备可参与性的前提。 在此之

前，建议投资者仍以防御策略为

主，严格控制仓位比重耐心等待

市场短期方向的明晰。

震动格局仍将延续

□银泰证券 陈建华

上周A股继续震荡运行，沪

指围绕5、10日等短期均线反复

整理，深圳成指尽管连续小幅走

低但同样未显著偏离各条短期

均线，中小板、创业板亦跟随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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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低迷的背景下各板块表现

乏味，缺乏热点以及没有明确的

投资主线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

上周市场运行的空间，同时两市

成交量大幅萎缩，资金参与意愿

持续回落。 对于后期A股，结合

各方面因素分析我们认为虽然

无太多担忧的必要，但同样没有

太多乐观的理由，在没有重大外

界因素影响的情况下，沪深两市

弱势整理格局预计仍将延续。

首先市场局部环境的改善以

及管理层偏积极的言论将对短期

A股形成支撑。 相较前期而已，近

期沪深市场所处的环境局部因素

发生了较为明显的改变且朝着积

极的方向发展。 汇率贬值预期大

幅下降、 房地产投资改善等在一

定程度上提振各方对后期实体经

济的信心， 减轻对经济持续放缓

的担忧。而从管理层的角度看，上

周末一行三会新闻发布会上证监

会主席刘士余就市场普遍关心的

问题作出回应， 对注册制起表示

要继续推进但不可以单兵突进，

并称未来较长一段时间证金公不

会退出。 刘士余主席的言论利于

稳定各方预期， 对沪深两市形成

偏正面影响。

然而除了正面因素外，当前

A股面临的利空同样明显。 CPI

的加速上涨将在一定程度上增

强市场对通胀的预期，并将对后

期国内货币宽松形成制约，从而

对资本市场形成负面影响。 央行

最新公布的数据同样将在一定

程度上对短期A股产生压力，上

周末央行公布的数据2月份人民

币新增贷款和M2增速均出现较

为明显的回落。这一落差显然是

管理层引导的结果， 就影响看，

其一方面将降低之前市场对周

期板块的预期，使得短期指数承

压，另一方面也将增强物价上行

对货币政策形成制约担忧心理，

加剧市场的观望心态。

3月以来沪股通累计买入逾80亿元

□本报记者 徐伟平

3月以来沪深股市大幅波

动，且成交额有所下降，资金参

与热情有限。 不过沪股通参与热

情却提升明显，3月以来，沪股通

仅有3月3日出现净卖出，其余交

易日均实现净买入，3月以来沪

股通累计净买入金额超过80亿

元。 从历史经验来看，沪股通实

现连续买入往往是阶段性筑底

完成， 短线反弹开启的重要信

号。 从目前来看，沪股通缓步布

局的节奏较为明显，这可能意味

着市场筑底并不远。

沪股通连续6日净买入

3月以来， 沪深股市一度强

势上攻，沪综指更是收出6连阳，

站上2900点， 不过随后高位回

落， 投资者参与热情有所下降，

沪市成交额显著萎缩，缩量整固

格局显著， 上周五已经萎缩至

1500亿元之下， 仅为1284.50亿

元。 从资金流向来看，活跃资金

连续出现净流出。

不过，沪深股市大幅回落反

而激发了沪股通资金的参与热

情，沪股通连续6日净流入，把时

间轴拉长，3月的9个交易日里，

仅有3月3日出现3.08亿元净流

出， 其余8个交易日均实现资金

净流入，其中3月2日、4日、7日和

11日沪股通净流入金额超过10

亿元，分别为29.92亿元、18.00亿

元、11.53亿元和12.17亿元，当日

使用金额占总额度比重分别为

23.02% 、13.85% 、8.87% 和

9.36%。 3月以来，沪股通累计买

入金额超过80亿元， 达到85.93

亿元。

从个股来看，金融股和黄金

股获得沪股通资金的分外青睐。

其中中信证券在3月1日至4日分

别出现0.21亿元、1.86亿元、2.76

亿元和0.16亿元的沪股通净买

入。 中国平安的连续8个交易日

活跃，3月2日和3月4日沪股通净

流入金额超过亿元， 分别为1.26

亿元和1.01亿元。 与金融股相

比，黄金股上周在沪股通的活跃

度同样较高， 中金黄金连续7个

交易日活跃，3月7日中金黄金的

沪股通净流入为1.40亿元。 紫金

矿业连续3个交易日活跃， 赤峰

黄金连续2个交易日活跃。

从市场表现来看，黄金股表

现抢眼， 走出强势上攻行情，赚

钱效应显著，提前布局的沪股通

资金获利颇丰。 而在市场回调之

际， 金融股表现也相对抗跌，表

现依然平稳， 从这一角度来看，

沪股通的嗅觉颇为敏锐。

沪股通暗示阶段筑底不远

沪 港 通 与 QFII、RQFII 和

QDII都是投资者和投资品种国

际化的措施，相比而言，沪港通

有自身的优势，嗅觉往往更为敏

锐， 从沪港通正式启动以来，沪

股通实现连续买入往往是阶段

性筑底完成，短线反弹开启的重

要信号。

2015年8月24日沪股通净流

入资金超过了80亿元，已用额度

达82.62亿元， 仅次于沪港通开

通首日的130亿元， 居历史次高

位；8月25日沪股通净流入资金

依然高居在80亿元之上， 达到

80.71亿元；8月26日和27日，沪

股通的使用额度有所减少，分别

为75亿元和48.99亿元。 连续4个

交易日出现净买入，净买入金额

超过200亿元，达到287.32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 这也铸就了

2850.71点的阶段低点， 随后两

个交易日里， 连续两日上涨近

300点， 提前超跌的沪股通获利

颇丰。

2015年9月15日至 9月 21

日， 沪股通再次出现连续6个交

易日净流入， 其中9月18日净流

入金额最高， 达到26.85亿元，6

个交易日累计净流入近70亿元，

随后沪综指维持小幅震荡，并在

2015年10月份和11月份迎来强

势反弹，这个反弹小周期持续了

近两个月，沪综指在2015年10月

份和11月份分别上涨10.80%和

1.86%。

业内人士指出， 沪股通资金

的操作手法基本上与QFII等国

际资金相通， 总体来说注重中长

期投资，偏重价值投资，对短线涨

跌的诉求并不强烈。 如果大盘处

于相对低位，它们会持续吸纳。

中金公司指出， 通过观察

QFII历史上持有的A股重仓股、

沪港通开通以来海外投资者重

点交易的A股发现， 沪港通持股

特征可分为四类。 一是相对偏好

消费领域、有稳定增长、有较好

品牌和公司治理、估值低估或合

理的A股公司， 呈现比较明显的

机构持股的特征；二是在沪港通

最活跃买入的股票名单上出现

比较频繁； 三是2015年披露的

QFII重仓持股情况，外资持股的

比例相对较高；四是总市值不能

太高，一般应该在1000亿元人民

币或者以下，这样触及个股持股

比例上限的概率会相对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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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以来沪股通使用情况

A

股延续防御性走势

□申万宏源 钱启敏

上周沪深股市冲高回落，盘

中金融等权重股屡有拉升护盘，

上证指数力保2800点不失。从目

前看，行情仍以盘整为主，但量

能显示防御性色彩较浓。随着年

报披露进入峰值期，市场焦点将

由原先的关注政策转为关注业

绩，成长性公司将相对活跃。 投

资者在操作上仍应多看少动，持

币观望。

上周六新任证监会主席刘

士余在记者招待会上就注册制、

中证金是否退出、熔断机制等热

点问题作了说明，着重表达了改

革创新循序渐进、 实事求是；加

强监管、 保护投资者权益的态

度，对稳定投资者预期将有正面

作用。加上目前市场本身就处在

横盘整理阶段，没有出现打破现

有运行格局的新的变量，因此也

有利于盘整格局的延续。

不过从技术面看，眼下最大

的问题是成交量极度萎缩，上周

五沪深两市总成交只有3041亿

元，再创年内除熔断日以外的成

交新地量。 从历史上看，去年上

半年沪深最大日成交量2.4万亿

元， 现在只有那时的八分之一，

既说明短线市场观望情绪浓重，

参与意识淡漠，也说明了后市可

能会寻找新的突破方向。 从存量

资金看，目前银证转账只有1.6万

亿元， 是去年7月调整以来的低

位水平，“米缸里面的米不多” ，

或制约行情出现较强反弹。 从本

周看，银行股的多次护盘都发生

在尾盘阶段，也说明多头机构资

金有限、底气不足。

从盘中热点看，金融股的拉

升对市场影响力的边际效应递

减， 而创业板等题材股热点轮动

迅速，操作难度较大，也是导致两

市成交量不断萎缩的重要因素。

从操作看，由于市场缺乏趋

势性向上机会，防御、观望色彩

较浓， 因此投资者仍应控制仓

位，谨慎应对。 同时将关注点转

向成长性公司及高送转个股，以

适量、分散、侧重交易性机会的

操作为主，把握局部机会。

缩量拉锯短期方向难明

□西部证券 黄铮

上周震荡走低，周初弱反弹

未能延续，量能呈现逐级缩减态

势。 近一阶段市场疲态依旧，反

弹动力不足，指数低位震荡过程

中，消息面波动牵制投资者情绪

变化，是市场弱势格局的主要表

现。 在量能未见实质性恢复之

前，预计沪指低位整理的横向过

程仍将延长。操作策略始终坚持

防御为主，少量持股品种以低价

绩优为主。

上周国内重要经济数据出

炉，2月CPI高预期、PPI降幅收

窄，显示通胀抬头，货币政策再

宽松举措亦将延迟； 新股IPO审

核全面细化的提速推进，对市场

情绪的恢复始终形成牵制；外围

市场因欧洲央行超预期宽松波

动明显，A股市场不为所动继续

延续调整行情。结合上周市场表

现观察，缩量整理是最突出的市

场特征，热点杂乱无序的不持续

也占据盘面上风，因而盘中或有

的低位反弹以短暂节奏为主。此

外，两融余额加速回落，及两市

成交呈现的缩减态势，表明短线

资金并无抄底进驻迹象。

另一方面，市场热点已有缺

失，题材股活跃的市场格局在上

周已有退潮。 技术走势方面，沪

指中短期均线缓步下移并呈现

收敛状态， 预计随后变盘降至。

盘中反复震荡的过程中，指数振

幅随着量能缩减而递减，短线交

投并不活跃。周K线显示，沪指围

绕五周K线反复震荡， 阶段性横

盘趋势得以保持，量能未见实质

性回补之前，预计市场仍将延续

底部拉锯的盘磨状态。

进入本周的市场，在两市量

能维持低位的状态下，恐难承接

上周五尾盘券商、保险和银行股

的发力。热点的持续性和量能的

有效回补，才是指数低位反弹是

否具备可参与性的前提。 在此之

前，建议投资者仍以防御策略为

主，严格控制仓位比重耐心等待

市场短期方向的明晰。

震动格局仍将延续

□银泰证券 陈建华

上周A股继续震荡运行，沪

指围绕5、10日等短期均线反复

整理，深圳成指尽管连续小幅走

低但同样未显著偏离各条短期

均线，中小板、创业板亦跟随沪

深主板连续弱势整理。盘面看在

指数低迷的背景下各板块表现

乏味，缺乏热点以及没有明确的

投资主线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

上周市场运行的空间，同时两市

成交量大幅萎缩，资金参与意愿

持续回落。 对于后期A股，结合

各方面因素分析我们认为虽然

无太多担忧的必要，但同样没有

太多乐观的理由，在没有重大外

界因素影响的情况下，沪深两市

弱势整理格局预计仍将延续。

首先市场局部环境的改善以

及管理层偏积极的言论将对短期

A股形成支撑。 相较前期而已，近

期沪深市场所处的环境局部因素

发生了较为明显的改变且朝着积

极的方向发展。 汇率贬值预期大

幅下降、 房地产投资改善等在一

定程度上提振各方对后期实体经

济的信心， 减轻对经济持续放缓

的担忧。而从管理层的角度看，上

周末一行三会新闻发布会上证监

会主席刘士余就市场普遍关心的

问题作出回应， 对注册制起表示

要继续推进但不可以单兵突进，

并称未来较长一段时间证金公不

会退出。 刘士余主席的言论利于

稳定各方预期， 对沪深两市形成

偏正面影响。

然而除了正面因素外，当前

A股面临的利空同样明显。 CPI

的加速上涨将在一定程度上增

强市场对通胀的预期，并将对后

期国内货币宽松形成制约，从而

对资本市场形成负面影响。 央行

最新公布的数据同样将在一定

程度上对短期A股产生压力，上

周末央行公布的数据2月份人民

币新增贷款和M2增速均出现较

为明显的回落。这一落差显然是

管理层引导的结果， 就影响看，

其一方面将降低之前市场对周

期板块的预期，使得短期指数承

压，另一方面也将增强物价上行

对货币政策形成制约担忧心理，

加剧市场的观望心态。

3月以来沪股通累计买入逾80亿元

□本报记者 徐伟平

3月以来沪深股市大幅波

动，且成交额有所下降，资金参

与热情有限。 不过沪股通参与热

情却提升明显，3月以来，沪股通

仅有3月3日出现净卖出，其余交

易日均实现净买入，3月以来沪

股通累计净买入金额超过80亿

元。 从历史经验来看，沪股通实

现连续买入往往是阶段性筑底

完成， 短线反弹开启的重要信

号。 从目前来看，沪股通缓步布

局的节奏较为明显，这可能意味

着市场筑底并不远。

沪股通连续6日净买入

3月以来， 沪深股市一度强

势上攻，沪综指更是收出6连阳，

站上2900点， 不过随后高位回

落， 投资者参与热情有所下降，

沪市成交额显著萎缩，缩量整固

格局显著， 上周五已经萎缩至

1500亿元之下， 仅为1284.50亿

元。 从资金流向来看，活跃资金

连续出现净流出。

不过，沪深股市大幅回落反

而激发了沪股通资金的参与热

情，沪股通连续6日净流入，把时

间轴拉长，3月的9个交易日里，

仅有3月3日出现3.08亿元净流

出， 其余8个交易日均实现资金

净流入，其中3月2日、4日、7日和

11日沪股通净流入金额超过10

亿元，分别为29.92亿元、18.00亿

元、11.53亿元和12.17亿元，当日

使用金额占总额度比重分别为

23.02% 、13.85% 、8.87% 和

9.36%。 3月以来，沪股通累计买

入金额超过80亿元， 达到85.93

亿元。

从个股来看，金融股和黄金

股获得沪股通资金的分外青睐。

其中中信证券在3月1日至4日分

别出现0.21亿元、1.86亿元、2.76

亿元和0.16亿元的沪股通净买

入。 中国平安的连续8个交易日

活跃，3月2日和3月4日沪股通净

流入金额超过亿元， 分别为1.26

亿元和1.01亿元。 与金融股相

比，黄金股上周在沪股通的活跃

度同样较高， 中金黄金连续7个

交易日活跃，3月7日中金黄金的

沪股通净流入为1.40亿元。 紫金

矿业连续3个交易日活跃， 赤峰

黄金连续2个交易日活跃。

从市场表现来看，黄金股表

现抢眼， 走出强势上攻行情，赚

钱效应显著，提前布局的沪股通

资金获利颇丰。 而在市场回调之

际， 金融股表现也相对抗跌，表

现依然平稳， 从这一角度来看，

沪股通的嗅觉颇为敏锐。

沪股通暗示阶段筑底不远

沪 港 通 与 QFII、RQFII 和

QDII都是投资者和投资品种国

际化的措施，相比而言，沪港通

有自身的优势，嗅觉往往更为敏

锐， 从沪港通正式启动以来，沪

股通实现连续买入往往是阶段

性筑底完成，短线反弹开启的重

要信号。

2015年8月24日沪股通净流

入资金超过了80亿元，已用额度

达82.62亿元， 仅次于沪港通开

通首日的130亿元， 居历史次高

位；8月25日沪股通净流入资金

依然高居在80亿元之上， 达到

80.71亿元；8月26日和27日，沪

股通的使用额度有所减少，分别

为75亿元和48.99亿元。 连续4个

交易日出现净买入，净买入金额

超过200亿元，达到287.32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 这也铸就了

2850.71点的阶段低点， 随后两

个交易日里， 连续两日上涨近

300点， 提前超跌的沪股通获利

颇丰。

2015年9月15日至 9月 21

日， 沪股通再次出现连续6个交

易日净流入， 其中9月18日净流

入金额最高， 达到26.85亿元，6

个交易日累计净流入近70亿元，

随后沪综指维持小幅震荡，并在

2015年10月份和11月份迎来强

势反弹，这个反弹小周期持续了

近两个月，沪综指在2015年10月

份和11月份分别上涨10.80%和

1.86%。

业内人士指出， 沪股通资金

的操作手法基本上与QFII等国

际资金相通， 总体来说注重中长

期投资，偏重价值投资，对短线涨

跌的诉求并不强烈。 如果大盘处

于相对低位，它们会持续吸纳。

中金公司指出， 通过观察

QFII历史上持有的A股重仓股、

沪港通开通以来海外投资者重

点交易的A股发现， 沪港通持股

特征可分为四类。 一是相对偏好

消费领域、有稳定增长、有较好

品牌和公司治理、估值低估或合

理的A股公司， 呈现比较明显的

机构持股的特征；二是在沪港通

最活跃买入的股票名单上出现

比较频繁； 三是2015年披露的

QFII重仓持股情况，外资持股的

比例相对较高；四是总市值不能

太高，一般应该在1000亿元人民

币或者以下，这样触及个股持股

比例上限的概率会相对高。

缩量下破

2850

点 沪综指周跌

2.22%

受益于周期类品种的强势

上攻， 沪综指以一波6连阳站上

2900点，不过好景不长，沪综指

止步不前， 上周更是小幅回落，

周跌2.22%， 收报于2810.31点，

跌破2850点支撑。 值得注意的

是，沪市成交额显著萎缩，缩量

整固格局显著，上周五已经萎缩

至1500亿元之下， 仅为1284.50

亿元。

从沪市个股表现来看，上周

沪市正常交易的 1050只股票

中， 仅有309只股票实现上涨，

秋林集团、健盛集团和大橡塑3

只股票周涨幅居前， 超过15%，

分 别 为 19.59% 、17.87% 和

16.06%。 19只股票周涨幅超过

10%，61只股票周涨幅超过5%，

120只股票周涨幅超过3%。 上

周下跌的735只股票中，广誉远

周跌幅最大 ， 超过 20% ， 为

21.04%。 新通联、培陵电力、金

瑞矿业和上水文化周跌幅超过

15% ，33 只股 票周跌幅超过

10%。 204只股票周跌幅超过

5%，363只股票周跌幅超过3%。

从目前的市场环境来看，

大宗商品价格的变化已经到了

需要基本面验证的阶段，从2月

出口数据来看， 全球需求依然

疲软， 周期品价格上涨很难得

到基本面中长期支撑， 反弹空

间有限，而以“中小创” 为代表

的成长军团未能有效接过热点

大旗， 因为目前创业板指相对

于主板的估值溢价率所处的水

平依然相对高于去年9月初的

水平， 而与2014年四季度风格

大切换时的水平更还高之甚

远。 当前仍不足以做出创业板

指目前所处位置已是中长线布

局之良机的判断。 资金缺乏有

效抓手，参与热情出现下降，沪

市成交额不断萎缩， 上周五降

至1284.50亿元，缩量盘整预计

将延续。 （徐伟平）

冲高回落 创业板指数周涨

1.46%

创业板指数上周冲高回落，

上涨1.46%， 量能较前一周明显

萎缩。

创业板指数上周一高开高

走，尾盘涨幅收窄，上涨2.43%；

上周二探底回升， 强势逆转，上

涨2.50%；上周三震荡整理，下跌

1.57%；上周四延续调整格局，下

跌1.72%； 上周五低开后弱势震

荡，收报1934.87点，下跌0.11%，

成交额刷新1月8日以来阶段新

低。 由此，创业板指数上周累计

上涨1.46%， 周K线收出阴十字

星，触及120周均线；上周共成交

1200.37亿元， 环比前一周的

1546.80亿元显著回落。

个股方面， 上周共有302只

股票实现上涨，其中，新易盛、信

息发展、高伟达和三联虹普的周

涨幅居前， 分别上涨61.07%、

32.46%、29.91%和20.09%，科大

智能、上海新阳、华策影视涨逾

19%，新开元、宜通世纪、凯发电

气、田中精机和京天利的涨幅超

过16%；137只下跌个股中，旋极

信息、天壕环境、天银机电和花

园生物周跌幅居前， 分别为

18.98% 、15.01% 、14.38% 和

13.58%，星星科技、超图软件和

开元仪器的周跌幅超过10%。

上周前半周，市场风格明显

转向，以创业板为载体的成长股

再度获得资金青睐，大幅跑赢主

板。 不过，创业板指数2000点上

方压力较强，加上连续反弹后存

在调整需求，因此后半周震荡回

落，成交额持续萎缩也反映做多

意愿减弱，谨慎情绪上升。 上周

五市场严重缩量，短线或面临方

向选择， 操作上建议多看少动，

静待趋势明朗。（李波）

获利回吐 采掘行业周跌

5.12%

上周，市场风格再度发生切换，

从前一周的单边蓝筹行情，到“中小

创”题材股上周表现活跃，上周后半

周市场则再次出现调整回落过程。

而市场调整的主要“阵地”就是前

一周强势的周期板块， 其中申万采

掘指数上周下跌5.12%，在28个申万

一级行业指数中跌幅居首， 将3月1

日以来的涨幅几乎尽数回吐。

具体来看，上周一，采掘指数

高开高走，上涨1.85%，收复了60

日均线；周二指数再度大幅高开，

盘中一度快速冲高，跃过了120日

均线， 创下1月11日以来的新高，

随后陷入震荡， 最终小涨0.25%，

表现明显落后于新兴产业板块；

但周三市场再度出现明显调整过

程，申万采掘指数大幅跳空低开，

直接跌破60日、5日和10日均线位

置，随后指数震荡走低，全日跌幅

达4.65%；周四及周五，采掘板块

延续调整过程，分别下跌2.54%和

0.01%，返回20日均线以下，成交

额出现大幅萎缩， 并将3月1日以

来的反弹成果近乎全部吞没。 至

此， 上周申万采掘指数的跌幅达

到了5.12%， 略高于房地产指数

5.10%的周跌幅，成为上周仅有的

两个周跌幅超过5%的板块。

本周采掘板块的快速、 大幅

调整与前一周上涨过快、过急，以

及市场风格发生明显切换而导致

的回吐意愿大幅升温密切相关。

此外， 对于行业本身的前景缺乏

信心也是制约采掘板块走势的重

要因素。 不过供给侧改革相关政

策的春风将吹暖行业“寒冰” ，料

将对上市煤企构成支撑。 海通证

券建议投资者关注2016年煤炭

投资三大逻辑：供需缺口改善、供

给侧改革和国企改革， 而且目前

三个逻辑仍在被不断强调和兑

现。 从区域角度首选关停整合比

重最大的西南地区公司， 次选东

部区域。从企业管理角度，优选有

国企改革步子的公司。（王威）

前景广阔 超级电容周涨

4.47%

上周所有Wind概念板块

中， 超级电容指数5日涨幅为

4.47%，表现远好于其他板块。同

时，智能穿戴、人工智能、网络彩

票和大数据板块的涨幅也均超

过了2%。

正常交易的8只成分股中，

铜峰电子上周涨幅最高，5日上

涨14.53%，法拉电子涨幅居第二

名，5日上涨13.61%。 此外新宙

邦、新筑股份上周也分别累计上

涨6.3%和2.43%。

超低电容概念股的上涨部分

是受到动力电池及新材料研发两

方面消息刺激。 一方面，继上月涨

价以来， 电池级碳酸锂日前再传

涨价声音。 有消息称，电池级碳酸

锂报价每吨上涨1000元。 而分析

人士指出， 碳酸锂历史上涨多跌

少，现价暴涨持续。在1998至2009

年间， 碳酸锂年平均价格增长至

原先的三倍以上， 尤其在2003至

2007年间迅猛增长170%。碳酸锂

价格大涨主因新能源汽车需求拉

动和上游资源瓶颈。

此外还有新材料新技术的

潜在支撑。 据悉，近日美国爱荷

华州立大学工程师研发了一种

柔性、 可伸缩的超材料外层

(Meta-skin)， 这种超材料由多

排镶嵌在硅胶片上的镓铟锡合

金环形谐振器组成。 谐振器具有

稳定， 抗干扰性能良好的特点，

广泛应用于各种电子产品、医疗

设备、军工科技等领域。

分析人士指出，谐振器行业

作为电子信息产业的基础一直

以来就是我国重点扶植和发展

的基础产业之一。 我国电子信息

产业将持续受益于新技术和新

材料，保持高速发展。（张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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