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周趋势 看平

中线趋势 看平

本周区间

2800-3000

点

本周热点 白酒

、

养殖

、

新能源汽车

、

航空

本周焦点 经济数据

、

债市期市表现

本周趋势 看平

中线趋势 看多

本周区间

2900-2997

点

本周热点 宏观数据

本周焦点 创业板

本周趋势 看空

中线趋势 看空

本周区间

2800-2950

点

本周热点 低估值防御性品种

本周焦点 技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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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070.SZ

众和股份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8,826.19 33.16 0.74

300509.SZ

新美星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123.22 33.12 0.19

002795.SZ

永和智控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46.32 33.12 0.07

002793.SZ

东音股份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5,009.67 33.11 3.79

300507.SZ

苏奥传感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6.45 33.11 0.03

300508.SZ

维宏股份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603.52 33.10 0.65

603726.SH

朗迪集团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964.01 33.09 1.18

603822.SH

嘉澳环保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16.51 33.08 0.04

603029.SH

天鹅股份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161.08 33.08 0.35

300481.SZ

濮阳惠成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139,389.28 26.88 100.55

600707.SH

彩虹股份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325,652.35 26.61 46.63

300466.SZ

赛摩电气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20,184.73 25.55 124.63

000799.SZ

酒鬼酒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64,508.10 25.21 16.25

603198.SH

迎驾贡酒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118,752.68 24.85 60.74

300277.SZ

海联讯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83,643.93 21.04 14.78

603528.SH

多伦科技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33.33 21.04 0.04

002795.SZ

永和智控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86.66 21.01 0.11

300476.SZ

胜宏科技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5,386.20 21.00 82.27

300509.SZ

新美星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53.33 21.00 0.32

603726.SH

朗迪集团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1,238.68 20.99 1.24

603822.SH

嘉澳环保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33.55 20.99 0.07

600847.SH

万里股份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372.98 20.99 0.06

300511.SZ

雪榕生物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43.53 20.97 0.04

300466.SZ

赛摩电气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385,873.04 17.19 175.86

600839.SH

四川长虹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71,195.49 10.08 3.93

603399.SH

新华龙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30.38 10.04 5.39

002076.SZ

雪莱特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13,871.56 10.04 4.80

300277.SZ

海联讯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34,553.07 10.03 6.55

000799.SZ

酒鬼酒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16,529.17 10.03 4.26

600707.SH

彩虹股份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49,706.24 10.02 7.90

000760.SZ

斯太尔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42,087.42 10.02 9.51

000659.SZ

珠海中富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43,437.74 10.02 6.91

002371.SZ

七星电子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42,343.27 10.02 4.97

603528.SH

多伦科技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13.34 10.02 0.02

000779.SZ

三毛派神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7,584.01 10.02 5.39

000990.SZ

诚志股份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768.97 10.02 0.15

603029.SH

天鹅股份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18.53 10.02 0.05

603528.SH

多伦科技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19.99 10.02 0.02

002431.SZ

棕榈股份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43,865.07 10.02 22.16

002341.SZ

新纶科技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77,872.54 10.02 15.82

600745.SH

中茵股份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137,785.07 10.01 10.91

300476.SZ

胜宏科技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153,598.19 10.01 59.75

300476.SZ

胜宏科技 换手率达

20% 153,598.19 10.01 59.75

000799.SZ

酒鬼酒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5,084.01 10.01 5.69

代码 名称 交易日期 成交价

折价率

(%)

成交量

(万股\份\张)

成交额

(万元)

000333.SZ

美的集团

2016-5-4 32.65 -3.52 2,000.00 65,300.00

601231.SH

环旭电子

2016-5-4 8.57 -9.88 3,100.00 26,567.00

002147.SZ

新光圆成

2016-5-4 17.08 -4.31 1,050.00 17,934.00

000333.SZ

美的集团

2016-5-3 32.82 2.24 500.00 16,410.00

000333.SZ

美的集团

2016-5-3 32.82 2.24 500.00 16,410.00

300315.SZ

掌趣科技

2016-5-4 11.06 -4.82 1,400.00 15,484.00

300315.SZ

掌趣科技

2016-5-3 11.27 0.00 1,300.00 14,651.00

002163.SZ

中航三鑫

2016-5-5 7.13 -5.06 2,000.00 14,260.00

300277.SZ

海联讯

2016-5-4 16.70 9.94 850.00 14,195.00

600073.SH

上海梅林

2016-5-5 11.46 -1.29 1,170.00 13,408.20

300327.SZ

中颖电子

2016-5-3 46.00 6.70 257.35 11,838.04

002436.SZ

兴森科技

2016-5-3 17.30 2.13 616.80 10,670.64

000156.SZ

华数传媒

2016-5-5 20.02 1.47 500.00 10,010.00

300100.SZ

双林股份

2016-5-4 40.00 0.86 250.00 10,000.00

300315.SZ

掌趣科技

2016-5-4 11.06 -4.82 900.00 9,954.00

600847.SH

万里股份

2016-5-4 29.78 -10.00 334.00 9,946.52

000333.SZ

美的集团

2016-5-3 32.82 2.24 300.00 9,846.00

002557.SZ

洽洽食品

2016-5-3 19.68 -2.09 460.00 9,052.80

300136.SZ

信维通信

2016-5-3 31.33 1.06 285.00 8,929.05

000333.SZ

美的集团

2016-5-3 32.82 2.24 260.00 8,533.20

002751.SZ

易尚展示

2016-5-3 69.86 -3.00 120.00 8,383.20

600420.SH

现代制药

2016-5-5 28.87 0.00 281.82 8,136.22

002676.SZ

顺威股份

2016-5-6 18.50 -6.04 439.00 8,121.50

600519.SH

贵州茅台

2016-5-4 256.21 -1.46 31.66 8,111.76

002431.SZ

棕榈股份

2016-5-6 12.83 -1.00 625.00 8,018.75

600821.SH

津劝业

2016-5-6 9.00 -3.33 864.64 7,781.76

300069.SZ

金利华电

2016-5-5 28.70 -3.76 270.00 7,749.00

002751.SZ

易尚展示

2016-5-3 69.86 -3.00 101.00 7,055.86

300357.SZ

我武生物

2016-5-3 34.75 1.02 200.00 6,950.00

002557.SZ

洽洽食品

2016-5-3 19.68 -2.09 340.00 6,691.20

000333.SZ

美的集团

2016-5-3 32.82 2.24 200.00 6,564.00

600633.SH

浙报传媒

2016-5-3 16.13 3.53 400.00 6,452.00

002431.SZ

棕榈股份

2016-5-6 12.83 -1.00 500.00 6,415.00

300136.SZ

信维通信

2016-5-3 31.33 1.06 200.00 6,266.00

600847.SH

万里股份

2016-5-4 33.20 0.33 175.42 5,823.94

002163.SZ

中航三鑫

2016-5-5 7.13 -5.06 800.00 5,704.00

300443.SZ

金雷风电

2016-5-4 69.86 -3.64 80.00 5,588.80

002751.SZ

易尚展示

2016-5-5 71.65 -3.01 75.00 5,373.75

300440.SZ

运达科技

2016-5-5 66.34 -4.01 80.00 5,307.20

300318.SZ

博晖创新

2016-5-5 19.99 -2.49 260.00 5,197.40

300302.SZ

同有科技

2016-5-4 50.87 -6.13 100.00 5,087.00

300449.SZ

汉邦高科

2016-5-3 100.22 -0.26 50.00 5,011.00

300100.SZ

双林股份

2016-5-4 40.00 0.86 125.00 5,000.00

300100.SZ

双林股份

2016-5-4 40.00 0.86 125.00 5,000.00

昔日百元股对比

不同时期百元股的数量变化

最新百元股明细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2015年6月12日收

盘价（不复权，元）

上周五收盘价

（不复权，元）

市盈率PE

（TTM，倍）

今年以来涨

跌幅（%）

所属申万一

级行业名称

300431.SZ

暴风科技

307.56 76.29 117.37 -20.39

传媒

300399.SZ

京天利

271.26 37.12 154.05 -33.80

计算机

600519.SH

贵州茅台

266.00 252.22 19.77 15.60

食品饮料

002739.SZ

万达院线

244.89 80.30 71.92 -33.08

传媒

300419.SZ

浩丰科技

240.45 52.00 154.12 3.72

计算机

300386.SZ

飞天诚信

223.89 22.88 55.93 -7.01

计算机

600446.SH

金证股份

220.41 29.62 97.58 -39.78

计算机

300436.SZ

广生堂

203.00 60.02 80.69 -28.06

医药生物

002153.SZ

石基信息

200.00 89.00 86.99 -41.06

计算机

300397.SZ

天和防务

197.60 53.00 -108.27 -34.65

机械设备

300295.SZ

三六五网

195.80 33.59 51.90 -32.28

传媒

300382.SZ

斯莱克

192.05 32.28 43.39 -31.97

机械设备

300377.SZ

赢时胜

187.77 76.53 165.48 -6.86

计算机

300450.SZ

先导智能

186.79 37.81 91.02 14.68

机械设备

300392.SZ

腾信股份

186.01 27.58 66.94 -31.08

传媒

300445.SZ

康斯特

185.98 45.11 85.00 -21.94

机械设备

300350.SZ

华鹏飞

185.00 29.36 88.12 -14.82

交通运输

300348.SZ

长亮科技

183.90 48.51 176.72 -35.99

计算机

002751.SZ

易尚展示

179.80 70.22 289.13 -34.62

轻工制造

000661.SZ

长春高新

175.35 92.27 29.49 -11.58

医药生物

300447.SZ

全信股份

174.35 73.91 77.21 -27.18

电气设备

600571.SH

信雅达

168.97 46.23 83.55 -21.75

计算机

600570.SH

恒生电子

166.17 55.64 75.60 -8.74

计算机

300443.SZ

金雷风电

165.99 71.02 46.97 -26.32

机械设备

300449.SZ

汉邦高科

163.31 95.06 178.63 -11.20

计算机

300448.SZ

浩云科技

160.65 77.95 99.73 -22.81

计算机

300333.SZ

兆日科技

160.03 23.03 185.13 -52.02

计算机

300321.SZ

同大股份

158.98 66.61 84.62 -26.97

化工

300446.SZ

乐凯新材

158.94 82.89 50.59 -28.09

电子

300380.SZ

安硕信息

158.61 44.00 281.21 -36.22

计算机

002568.SZ

百润股份

158.00 22.89 48.47 -46.38

食品饮料

300364.SZ

中文在线

157.20 94.98 356.22 -46.64

传媒

300426.SZ

唐德影视

156.37 64.98 115.07 -20.76

传媒

300418.SZ

昆仑万维

155.91 29.15 77.55 -28.73

传媒

300439.SZ

美康生物

153.95 29.70 60.45 -25.79

医药生物

603338.SH

浙江鼎力

153.10 37.66 46.58 -29.44

机械设备

300467.SZ

迅游科技

152.55 60.30 166.58 -33.58

通信

002174.SZ

游族网络

151.00 32.91 54.34 10.40

传媒

300451.SZ

创业软件

149.46 134.98 196.10 -22.96

计算机

300404.SZ

博济医药

149.09 38.78 236.26 -13.63

医药生物

300359.SZ

全通教育

147.10 70.20 176.35 -18.49

传媒

002315.SZ

焦点科技

146.30 64.68 62.40 -32.63

传媒

300452.SZ

山河药辅

144.86 93.50 92.35 -12.45

医药生物

300343.SZ

联创股份

144.00 83.47 304.97 -14.81

化工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上周五收

盘价（不

复权，

元）

市盈率

PE

(TTM，

倍)

去年年报归

属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扣除非经

常损益(同

比增长

率，%）

今年一季度

归属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

润-扣除非

经常损益

(同比增长

率，%)

4月以来

涨跌幅

（%）

今年以来

涨跌幅

（%）

所属申万

一级行业

名称

600519.SH

贵州茅台

252.22 19.77 0.62 11.90 1.85 15.60

食品饮料

300496.SZ

中科创达

236.07 217.00 7.90 -14.75 22.33 68.61

计算机

300484.SZ

蓝海华腾

180.00 107.49 43.69 170.53 242.14 566.67

电气设备

002466.SZ

天齐锂业

175.70 91.44 161.35 670.65 4.71 24.83

有色金属

300451.SZ

创业软件

134.98 196.10 13.26 -74.22 -14.18 -22.96

计算机

002558.SZ

世纪游轮

125.96 -2364.11 -2881.74 23.27 0.06 -22.29

休闲服务

002709.SZ

天赐材料

123.90 101.82 54.11 507.65 47.50 49.46

化工

300438.SZ

鹏辉能源

117.00 103.73 49.24 54.90 11.56 -6.02

电子

002712.SZ

思美传媒

114.20 113.55 26.38 15.85 14.15 -10.78

传媒

300469.SZ

信息发展

112.80 200.89 -20.85 -3.96 -3.71 -8.15

计算机

300474.SZ

景嘉微

111.78 131.57 7.78 469.14 469.14

国防军工

002407.SZ

多氟多

106.15 186.49 406.06 3030.35 37.14 39.19

化工

002777.SZ

久远银海

104.60 145.00 4.89 1.30 -3.15 533.94

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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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672.SZ

上峰水泥

2016-5-9 59,814.81 81,361.87 0.12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737.SH

中粮屯河

2016-5-9 52,921.27 185,187.62 20,000.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207.SH

安彩高科

2016-5-13 25,000.00 69,000.00 0.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666.SH

奥瑞德

2016-5-9 18,572.82 47,587.45 29,120.44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0576.SZ

广东甘化

2016-5-9 12,000.00 36,983.87 7,302.26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477.SZ

雏鹰农牧

2016-5-13 10,599.72 64,094.41 40,410.92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0516.SZ

国际医学

2016-5-11 7,500.00 77,392.50 1,449.47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315.SZ

掌趣科技

2016-5-9 5,088.44 182,031.45 95,356.93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263.SZ

大东南

2016-5-10 4,812.50 91,855.50 2,062.5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464.SZ

金利科技

2016-5-12 4,222.11 14,559.00 0.00

追加承诺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300414.SZ

中光防雷

2016-5-13 4,209.00 8,423.00 8,43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0661.SZ

长春高新

2016-5-9 3,877.20 17,005.29 5.93

配股一般股份

600163.SH

中闽能源

2016-5-9 3,220.40 75,362.39 24,584.13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217.SH

秦岭水泥

2016-5-9 3,118.27 69,198.27 64,960.48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198.SH

大唐电信

2016-5-12 3,077.42 83,942.25 4,268.6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177.SZ

中海达

2016-5-9 2,786.36 30,561.48 13,130.89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652.SH

游久游戏

2016-5-9 2,711.92 64,379.36 18,890.99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3355.SH

莱克电气

2016-5-13 2,569.00 6,669.00 33,431.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3599.SH

广信股份

2016-5-13 2,118.00 6,824.00 1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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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元俱乐部“大换血” 次新股成新贵

□本报记者 王威

相较于2015年6月12日百元

股鼎盛时期的96只，截至上周五

收盘时，百元股仅余13只，且名

单出现“大换血” 。 老牌百元股

中，仅贵州茅台、创业软件、鹏辉

能源依旧“盘踞” ，多只次新股

跃居百元股的行列。 其中，中科

创达更是以上市以来914.48%的

涨幅直逼贵州茅台 “一哥” 的

“宝座” 。 其实在百元股的新旧

更迭中，估值高企及业绩不及预

期的股票陆续“陨落” ，后市百

元股的分化与更迭难以避免，究

竟谁能“笑到最后” 则需要从多

方面进行评估。

新股忙争先 老股渐腾位

截至上周五收盘， 在全部

2847只A股当中， 有13只股票的

股价定格于100元之上。 刨除4月

11日停牌至今的思美传媒以外，

还有12只股票的股价超过100元。

“百元股” 中不少都是刚登

陆A股不久的“新面孔” 。 在这

12只“百元股” 当中，蓝海华腾

和景嘉微均为今年3月份刚刚上

市的新股，中科创达和久远银海

则为2015年12月上市， 鹏辉能

源、创业软件、信息发展和天赐

材料也相对较 “新” ， 分别于

2015年的4月、5月、6月和2014

年的1月登陆A股。 只有贵州茅

台、天齐锂业、世纪游轮、多氟多

的“股龄”相对较老。

显然，“百元俱乐部” 有不

少“新会员” ，其中有题材获热

炒而接连走高的天齐锂业、多氟

多等，也有诸如世纪游轮因重大

资产重组而获得资金广泛关注

的，更多的则是因“新” 而快速

上涨的股票。

在新成员大放光彩的同时，

当年的百元股又 “今昔何在” ？

从数据来看，老牌的众多百元股

则要么跌落“神坛” 要么表现平

淡，卫冕的贵州茅台、创业软件

和鹏辉能源今年以来分别上涨

15.60% 、 下跌 22.96%和下跌

6.02%。 而如果以2015年6月12

日为基期，则当时的96只百元股

当中， 有超过7成的股票的股价

被“腰斩” ，而除权和股价的快

速回落共同造成了这些百元股

的“失意” 。 飞天诚信和京天利

的股价分别由基期时223.89元、

220.41元和271.26元， 至上周五

收盘分别为22.88元、29.62元和

37.12元。

在全部的“百元股” 当中，

股价“一哥” 的宝座也最受市场

关注。 今年以来，贵州茅台持续

蝉联A股最贵股票，股价“一哥”

的称号一度成为了贵州茅台的

代名词。 仅在2月被金雷风电短

暂取代， 随后股价连续跌停，企

稳后于4月12日除权， 上周五收

报71.02元，远离百元股的行列。

此外，中科创达2015年12月

10日上市之后就连续收出21个

涨停板，4月22日起再度启动一

轮上攻过程，上周四盘中一度摸

高245.20元，周五收报236.07元，

直逼贵州茅台的“一哥” 宝座。

贵州茅台今年以来则持续稳健

回升，上周五则收于252.22元。

谁是“千里马”

从去年攻擂的昔日 “一

哥” ，如朗玛信息、全通教育、暴

风科技、迅游科技、浩丰科技等，

如今却纷纷 “泯然众人矣” ，曾

经辉煌的百元股内部也出现了

分化，究竟谁才是“笑到最后”

的“千里马” ，也成为了投资者

关注的重点。

业绩方面，据Wind数据，刚

刚公布的一季报，扣除非经常损

益后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同比增长率，多氟多、天齐锂业

和天赐材料最高，分别同比增长

3030.35%、670.65%和507.65%；

而对比去年年报来看，除了上述

三个业绩增长显著外，世纪游轮

由负增长转正，贵州茅台和蓝海

华腾也出现了业绩向好的情况。

从估值角度来看，剔除负值

和停牌股后，这12只股票平均市

盈率（TTM）为136.48倍，最高

的中科创达为217.00倍，信息发

展也在200倍以上， 贵州茅台和

天齐锂业相对较低， 只有19.77

倍和91.44倍， 其余股票多集中

在100-197倍之间。

4月份以来， 上述12只股票

的平均涨幅为63.81%，且内部分

化明显。 景嘉微和蓝海华腾分别

大涨469.14%和242.14%， 贵州

茅台、天齐锂业和世纪游轮的涨

幅 分 别 仅 为 1.85% 、4.71% 和

0.06%。

不同时期百元股的数量变化

百元俱乐部“大换血” 次新股成新贵

□本报记者 王威

相较于2015年6月12日百元

股鼎盛时期的96只，截至上周五

收盘时，百元股仅余13只，且名

单出现“大换血” 。 老牌百元股

中，仅贵州茅台、创业软件、鹏辉

能源依旧“盘踞” ，多只次新股

跃居百元股的行列。 其中，中科

创达更是以上市以来914.48%的

涨幅直逼贵州茅台 “一哥” 的

“宝座” 。 其实在百元股的新旧

更迭中，估值高企及业绩不及预

期的股票陆续“陨落” ，后市百

元股的分化与更迭难以避免，究

竟谁能“笑到最后” 则需要从多

方面进行评估。

新股忙争先 老股渐腾位

截至上周五收盘， 在全部

2847只A股当中， 有13只股票的

股价定格于100元之上。 刨除4月

11日停牌至今的思美传媒以外，

还有12只股票的股价超过100元。

“百元股” 中不少都是刚登

陆A股不久的“新面孔” 。 在这

12只“百元股” 当中，蓝海华腾

和景嘉微均为今年3月份刚刚上

市的新股，中科创达和久远银海

则为2015年12月上市， 鹏辉能

源、创业软件、信息发展和天赐

材料也相对较 “新” ， 分别于

2015年的4月、5月、6月和2014

年的1月登陆A股。 只有贵州茅

台、天齐锂业、世纪游轮、多氟多

的“股龄”相对较老。

显然，“百元俱乐部” 有不

少“新会员” ，其中有题材获热

炒而接连走高的天齐锂业、多氟

多等，也有诸如世纪游轮因重大

资产重组而获得资金广泛关注

的，更多的则是因“新” 而快速

上涨的股票。

在新成员大放光彩的同时，

当年的百元股又 “今昔何在” ？

从数据来看，老牌的众多百元股

则要么跌落“神坛” 要么表现平

淡，卫冕的贵州茅台、创业软件

和鹏辉能源今年以来分别上涨

15.60% 、 下跌 22.96%和下跌

6.02%。 而如果以2015年6月12

日为基期，则当时的96只百元股

当中， 有超过7成的股票的股价

被“腰斩” ，而除权和股价的快

速回落共同造成了这些百元股

的“失意” 。 飞天诚信和京天利

的股价分别由基期时223.89元、

220.41元和271.26元， 至上周五

收盘分别为22.88元、29.62元和

37.12元。

在全部的“百元股” 当中，

股价“一哥” 的宝座也最受市场

关注。 今年以来，贵州茅台持续

蝉联A股最贵股票，股价“一哥”

的称号一度成为了贵州茅台的

代名词。 仅在2月被金雷风电短

暂取代， 随后股价连续跌停，企

稳后于4月12日除权， 上周五收

报71.02元，远离百元股的行列。

此外，中科创达2015年12月

10日上市之后就连续收出21个

涨停板，4月22日起再度启动一

轮上攻过程，上周四盘中一度摸

高245.20元，周五收报236.07元，

直逼贵州茅台的“一哥” 宝座。

贵州茅台今年以来则持续稳健

回升，上周五则收于252.22元。

谁是“千里马”

从去年攻擂的昔日 “一

哥” ，如朗玛信息、全通教育、暴

风科技、迅游科技、浩丰科技等，

如今却纷纷 “泯然众人矣” ，曾

经辉煌的百元股内部也出现了

分化，究竟谁才是“笑到最后”

的“千里马” ，也成为了投资者

关注的重点。

业绩方面，据Wind数据，刚

刚公布的一季报，扣除非经常损

益后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同比增长率，多氟多、天齐锂业

和天赐材料最高，分别同比增长

3030.35%、670.65%和507.65%；

而对比去年年报来看，除了上述

三个业绩增长显著外，世纪游轮

由负增长转正，贵州茅台和蓝海

华腾也出现了业绩向好的情况。

从估值角度来看，剔除负值

和停牌股后，这12只股票平均市

盈率（TTM）为136.48倍，最高

的中科创达为217.00倍，信息发

展也在200倍以上， 贵州茅台和

天齐锂业相对较低， 只有19.77

倍和91.44倍， 其余股票多集中

在100-197倍之间。

4月份以来， 上述12只股票

的平均涨幅为63.81%，且内部分

化明显。 景嘉微和蓝海华腾分别

大涨469.14%和242.14%， 贵州

茅台、天齐锂业和世纪游轮的涨

幅 分 别 仅 为 1.85% 、4.71% 和

0.06%。

昔日百元股对比

百元俱乐部“大换血” 次新股成新贵

□本报记者 王威

相较于2015年6月12日百元

股鼎盛时期的96只，截至上周五

收盘时，百元股仅余13只，且名

单出现“大换血” 。 老牌百元股

中，仅贵州茅台、创业软件、鹏辉

能源依旧“盘踞” ，多只次新股

跃居百元股的行列。 其中，中科

创达更是以上市以来914.48%的

涨幅直逼贵州茅台 “一哥” 的

“宝座” 。 其实在百元股的新旧

更迭中，估值高企及业绩不及预

期的股票陆续“陨落” ，后市百

元股的分化与更迭难以避免，究

竟谁能“笑到最后” 则需要从多

方面进行评估。

新股忙争先 老股渐腾位

截至上周五收盘， 在全部

2847只A股当中， 有13只股票的

股价定格于100元之上。 刨除4月

11日停牌至今的思美传媒以外，

还有12只股票的股价超过100元。

“百元股” 中不少都是刚登

陆A股不久的“新面孔” 。 在这

12只“百元股” 当中，蓝海华腾

和景嘉微均为今年3月份刚刚上

市的新股，中科创达和久远银海

则为2015年12月上市， 鹏辉能

源、创业软件、信息发展和天赐

材料也相对较 “新” ， 分别于

2015年的4月、5月、6月和2014

年的1月登陆A股。 只有贵州茅

台、天齐锂业、世纪游轮、多氟多

的“股龄”相对较老。

显然，“百元俱乐部” 有不

少“新会员” ，其中有题材获热

炒而接连走高的天齐锂业、多氟

多等，也有诸如世纪游轮因重大

资产重组而获得资金广泛关注

的，更多的则是因“新” 而快速

上涨的股票。

在新成员大放光彩的同时，

当年的百元股又 “今昔何在” ？

从数据来看，老牌的众多百元股

则要么跌落“神坛” 要么表现平

淡，卫冕的贵州茅台、创业软件

和鹏辉能源今年以来分别上涨

15.60% 、 下跌 22.96%和下跌

6.02%。 而如果以2015年6月12

日为基期，则当时的96只百元股

当中， 有超过7成的股票的股价

被“腰斩” ，而除权和股价的快

速回落共同造成了这些百元股

的“失意” 。 飞天诚信和京天利

的股价分别由基期时223.89元、

220.41元和271.26元， 至上周五

收盘分别为22.88元、29.62元和

37.12元。

在全部的“百元股” 当中，

股价“一哥” 的宝座也最受市场

关注。 今年以来，贵州茅台持续

蝉联A股最贵股票，股价“一哥”

的称号一度成为了贵州茅台的

代名词。 仅在2月被金雷风电短

暂取代， 随后股价连续跌停，企

稳后于4月12日除权， 上周五收

报71.02元，远离百元股的行列。

此外，中科创达2015年12月

10日上市之后就连续收出21个

涨停板，4月22日起再度启动一

轮上攻过程，上周四盘中一度摸

高245.20元，周五收报236.07元，

直逼贵州茅台的“一哥” 宝座。

贵州茅台今年以来则持续稳健

回升，上周五则收于252.22元。

谁是“千里马”

从去年攻擂的昔日 “一

哥” ，如朗玛信息、全通教育、暴

风科技、迅游科技、浩丰科技等，

如今却纷纷 “泯然众人矣” ，曾

经辉煌的百元股内部也出现了

分化，究竟谁才是“笑到最后”

的“千里马” ，也成为了投资者

关注的重点。

业绩方面，据Wind数据，刚

刚公布的一季报，扣除非经常损

益后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同比增长率，多氟多、天齐锂业

和天赐材料最高，分别同比增长

3030.35%、670.65%和507.65%；

而对比去年年报来看，除了上述

三个业绩增长显著外，世纪游轮

由负增长转正，贵州茅台和蓝海

华腾也出现了业绩向好的情况。

从估值角度来看，剔除负值

和停牌股后，这12只股票平均市

盈率（TTM）为136.48倍，最高

的中科创达为217.00倍，信息发

展也在200倍以上， 贵州茅台和

天齐锂业相对较低， 只有19.77

倍和91.44倍， 其余股票多集中

在100-197倍之间。

4月份以来， 上述12只股票

的平均涨幅为63.81%，且内部分

化明显。 景嘉微和蓝海华腾分别

大涨469.14%和242.14%， 贵州

茅台、天齐锂业和世纪游轮的涨

幅 分 别 仅 为 1.85% 、4.71% 和

0.06%。

最新百元股明细

百元俱乐部“大换血” 次新股成新贵

□本报记者 王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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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鼎盛时期的96只，截至上周五

收盘时，百元股仅余13只，且名

单出现“大换血” 。 老牌百元股

中，仅贵州茅台、创业软件、鹏辉

能源依旧“盘踞” ，多只次新股

跃居百元股的行列。 其中，中科

创达更是以上市以来914.48%的

涨幅直逼贵州茅台 “一哥” 的

“宝座” 。 其实在百元股的新旧

更迭中，估值高企及业绩不及预

期的股票陆续“陨落” ，后市百

元股的分化与更迭难以避免，究

竟谁能“笑到最后” 则需要从多

方面进行评估。

新股忙争先 老股渐腾位

截至上周五收盘， 在全部

2847只A股当中， 有13只股票的

股价定格于100元之上。 刨除4月

11日停牌至今的思美传媒以外，

还有12只股票的股价超过100元。

“百元股” 中不少都是刚登

陆A股不久的“新面孔” 。 在这

12只“百元股” 当中，蓝海华腾

和景嘉微均为今年3月份刚刚上

市的新股，中科创达和久远银海

则为2015年12月上市， 鹏辉能

源、创业软件、信息发展和天赐

材料也相对较 “新” ， 分别于

2015年的4月、5月、6月和2014

年的1月登陆A股。 只有贵州茅

台、天齐锂业、世纪游轮、多氟多

的“股龄”相对较老。

显然，“百元俱乐部” 有不

少“新会员” ，其中有题材获热

炒而接连走高的天齐锂业、多氟

多等，也有诸如世纪游轮因重大

资产重组而获得资金广泛关注

的，更多的则是因“新” 而快速

上涨的股票。

在新成员大放光彩的同时，

当年的百元股又 “今昔何在” ？

从数据来看，老牌的众多百元股

则要么跌落“神坛” 要么表现平

淡，卫冕的贵州茅台、创业软件

和鹏辉能源今年以来分别上涨

15.60% 、 下跌 22.96%和下跌

6.02%。 而如果以2015年6月12

日为基期，则当时的96只百元股

当中， 有超过7成的股票的股价

被“腰斩” ，而除权和股价的快

速回落共同造成了这些百元股

的“失意” 。 飞天诚信和京天利

的股价分别由基期时223.89元、

220.41元和271.26元， 至上周五

收盘分别为22.88元、29.62元和

37.12元。

在全部的“百元股” 当中，

股价“一哥” 的宝座也最受市场

关注。 今年以来，贵州茅台持续

蝉联A股最贵股票，股价“一哥”

的称号一度成为了贵州茅台的

代名词。 仅在2月被金雷风电短

暂取代， 随后股价连续跌停，企

稳后于4月12日除权， 上周五收

报71.02元，远离百元股的行列。

此外，中科创达2015年12月

10日上市之后就连续收出21个

涨停板，4月22日起再度启动一

轮上攻过程，上周四盘中一度摸

高245.20元，周五收报236.07元，

直逼贵州茅台的“一哥” 宝座。

贵州茅台今年以来则持续稳健

回升，上周五则收于252.22元。

谁是“千里马”

从去年攻擂的昔日 “一

哥” ，如朗玛信息、全通教育、暴

风科技、迅游科技、浩丰科技等，

如今却纷纷 “泯然众人矣” ，曾

经辉煌的百元股内部也出现了

分化，究竟谁才是“笑到最后”

的“千里马” ，也成为了投资者

关注的重点。

业绩方面，据Wind数据，刚

刚公布的一季报，扣除非经常损

益后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同比增长率，多氟多、天齐锂业

和天赐材料最高，分别同比增长

3030.35%、670.65%和507.65%；

而对比去年年报来看，除了上述

三个业绩增长显著外，世纪游轮

由负增长转正，贵州茅台和蓝海

华腾也出现了业绩向好的情况。

从估值角度来看，剔除负值

和停牌股后，这12只股票平均市

盈率（TTM）为136.48倍，最高

的中科创达为217.00倍，信息发

展也在200倍以上， 贵州茅台和

天齐锂业相对较低， 只有19.77

倍和91.44倍， 其余股票多集中

在100-197倍之间。

4月份以来， 上述12只股票

的平均涨幅为63.81%，且内部分

化明显。 景嘉微和蓝海华腾分别

大涨469.14%和242.14%， 贵州

茅台、天齐锂业和世纪游轮的涨

幅 分 别 仅 为 1.85% 、4.71% 和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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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意料外因素上证指数周跌0.85%

一直窄幅震荡的A股在上周五突然风格大变，出现了大幅下跌的态势。庆幸的是，作为五月第一个交易日的上周二大幅上涨，所以，虽然上周五大幅下跌，但全周跌幅也只有0.85%。但是，成交量也迅速放大，上周五的沪市量能达到2340.8亿元，趋于放量下跌。

这可能与市场的舆论风向有着较大的关联。前段时间的A股市场强势格局，主要得益于两点，一是证金、汇金的努力护盘所带来的资金博弈平衡。二是舆论方面风平浪静，使得多空双方在3000点附近达到了停火协议，双方均没有大的动作出现。

但是，周末起风了。关于中概股借壳事宜、涉及到互联网金融以及影视等轻资产收购事宜的相关猜测，成为证券论坛的核心话题。虽然传闻难以一下子得到验证，但是这可能会让市场参与者对互联网金融、影视业务概念股乃至整个A股市场的估值坐标重新审视。所以，借壳概念股，甚至包括一些中概股借壳的品种出现了领跌的态势，打破了A股的平衡。

与此同时，由于前期市场筹码锁定性能较佳，因此，指数会呈现出窄幅震荡的格局。但一旦平衡打破，筹码松动，就会带来放量杀跌的态势。所以，上周A股市场强势震荡时缩量；但是上周五急跌时放量。看来，筹码的确有所松动，惯性能量或将影响着短线的走势。

262.39元贵州茅台勇创股价高点

上周A股市场虽然重心下移，但白酒股整体走势仍然强于大盘，龙头品种的贵州茅台更是一度创下262.39元的高点。如果考虑到复权因素的话，贵州茅台其实已创下了历史新高。

这主要得益于贵州茅台的一季度报表驱动力量。报表显示，贵州茅台一季报实现营业收入99.89亿元，同比增长16.91%；实现净利润48.89亿元，同比增长12.01%，这意味着贵州茅台在业绩停滞了两年之后，有望再度重企两位数的高成长之路。而且，贵州茅台2015年年末预收账款达到82.6亿元，创出历史新高，所以，新资金鱼贯而入，驱动着贵州茅台的估值坐标持续上移，成为A股价值投资的新典范。

值得指出的是，不仅仅是贵州茅台，整个白酒股的业绩均出现了业绩回升的趋势。2016年第一季度的食品饮料各子行业中，白酒营收增长16%，净利润增长17%，其中，贵州茅台、五粮液等为代表的第一梯队营收增长22%、净利润增长18%，山西汾酒等为代表的第二梯队营收增长10%、净利润增长14%，酒鬼酒等为代表的第三梯队营收增长9%、净利润增长32%。这说明白酒是全行业的复苏，看来，白酒股真的进入到业绩持续回升的新产业景气周期。

与此同时，二、三线的区域性白酒股的成长动能更为充沛一些，因为它们可以凭借着当前更为完善的物流网络平台和电子商务平台优势，迅速从区域性白酒股走向全国性的白酒股，青青稞酒、金徽酒等品种值得期待。

风口转变细胞治疗概念急挫7.78%

上周，细胞治疗概念股为核心的生物技术产业股的调整幅度较大。比如新开源跌停板，而拥有细胞治疗业务的安科生物也同步急挫7.78%，而创业板指在上周五的跌幅也不过只有4.27%。

这可能是因为细胞治疗产业的风向出现了变化。肿瘤治疗与细胞免疫技术研究是不同的业务环节。但是，在目前监管制度、居民文化水平以及对健康盲目追求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研究与治疗似乎又密切关联，难以有效割离。所以，相关各方为了进一步保护患者权益，将细胞免疫治疗技术与肿瘤治疗割开来。卫计委5月4日召开视频会议，会议明确细胞免疫治疗仍然属于临床研究阶段，应按照相关程序操作；禁止医院变相承包科室；严格医疗类广告审查。据参会人士透露，要求细胞免疫治疗须停止应用于临床治疗，而仅限于临床研究。

这就意味着引起强烈反响的CIK技术以及尚处在技术开发前沿的CAR—T技术，均将脱离医疗实践。这对于生物技术类上市公司来说，有着极大的冲击力度。所以，安科生物、香雪制药、北陆药业等个股的股价在强大抛压下出现了领跌创业板乃至上证指数的走势特征。而且，利淡因素尚未完全释放，仍然有着进一步探底的可能性。

但从一个中长期的角度来看，细胞免疫治疗仍然是人类攻克肿瘤的核心路径。所以，短线股价的波动，对于中长线投资者来说，相当于挖了一个黄金坑。但具体坑的最低位置在哪，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判断结果。

距离13.25点A股2900点支撑尚可

虽然短线做空的惯性能量犹存，会影响到本周一的A股开盘点位。但是，由于上周五的收盘点位距离2900点仅仅只有13.25点。由于2900点的整数关口，也是市场多头重要的心理支撑关口。所以，短线A股的进一步下跌空间并不大。

随着证金、汇金等国家队的加盟，目前A股也就出现了拥有数万亿元的整齐划一的资金队伍，在资金博弈中迅速取得决定性的引导地位。上证指数在近期乃至未来一段较长时间内，震荡幅度将持续收敛。每一次的长阴K线的目的并不是打开向下的想象空间，而是为未来一段时间提供高抛低吸的空间而已。

上周五的下跌，主要是由于风向的改变打破了短暂的平衡，但也给本周的A股注入了新的弹性，这就意味着护盘资金的高抛低吸有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在操作中，建议投资者仍宜保持着原先的仓位比例。同时，在盘面利用盘中的震荡，和护盘资金一样，高抛低吸。尤其是跟踪一些产业景气较为乐观的品种，比如新能源动力汽车产业链个股、白酒产业股、OLED产业股等龙头品种，大多形成了清晰的上升通道，大涨小回，甚至部分品种已创出了历史新高。这就说明了市场的机会仍然存在，所以，对此类个股仍可跟踪。其中，白酒产业股、OLED产业股、家电产业股、体育产业股的动向值得期待。（秦洪证书编号A1210612020001）

出现意料外因素 上证指数周跌

0.85%

一直窄幅震荡的A股在上周

五突然风格大变，出现了大幅下跌

的态势。 庆幸的是，作为五月第一

个交易日的上周二大幅上涨，所

以，虽然上周五大幅下跌，但全周

跌幅也只有0.85%。但是，成交量也

迅速放大，上周五的沪市量能达到

2340.8亿元，趋于放量下跌。

这可能与市场的舆论风向

有着较大的关联。 前段时间的A

股市场强势格局，主要得益于两

点，一是证金、汇金的努力护盘

所带来的资金博弈平衡。 二是舆

论方面风平浪静，使得多空双方

在3000点附近达到了停火协议，

双方均没有大的动作出现。

但是，周末起风了。 关于中概

股借壳事宜、涉及到互联网金融以

及影视等轻资产收购事宜的相关

猜测， 成为证券论坛的核心话题。

虽然传闻难以一下子得到验证，但

是这可能会让市场参与者对互联

网金融、影视业务概念股乃至整个

A股市场的估值坐标重新审视。所

以，借壳概念股，甚至包括一些中

概股借壳的品种出现了领跌的态

势，打破了A股的平衡。

与此同时，由于前期市场筹

码锁定性能较佳，因此，指数会

呈现出窄幅震荡的格局。 但一旦

平衡打破，筹码松动，就会带来

放量杀跌的态势。所以，上周A股

市场强势震荡时缩量；但是上周

五急跌时放量。 看来，筹码的确

有所松动，惯性能量或将影响着

短线的走势。

262.39

元 贵州茅台勇创股价高点

上周A股市场虽然重心下

移，但白酒股整体走势仍然强于

大盘，龙头品种的贵州茅台更是

一度创下262.39元的高点。 如果

考虑到复权因素的话，贵州茅台

其实已创下了历史新高。

这主要得益于贵州茅台的

一季度报表驱动力量。 报表显

示，贵州茅台一季报实现营业收

入99.89亿元，同比增长16.91%；

实现净利润48.89亿元， 同比增

长12.01%，这意味着贵州茅台在

业绩停滞了两年之后，有望再度

重企两位数的高成长之路。 而

且，贵州茅台2015年年末预收账

款达到82.6亿元，创出历史新高，

所以，新资金鱼贯而入，驱动着

贵州茅台的估值坐标持续上移，

成为A股价值投资的新典范。

值得指出的是，不仅仅是贵

州茅台，整个白酒股的业绩均出

现了业绩回升的趋势。2016年第

一季度的食品饮料各子行业中，

白酒营收增长16%，净利润增长

17%，其中，贵州茅台、五粮液等

为代表的第一梯队营收增长

22%、净利润增长18%，山西汾

酒等为代表的第二梯队营收增

长10%、净利润增长14%，酒鬼

酒等为代表的第三梯队营收增

长9%、净利润增长32%。 这说明

白酒是全行业的复苏， 看来，白

酒股真的进入到业绩持续回升

的新产业景气周期。

与此同时，二、三线的区域性

白酒股的成长动能更为充沛一

些， 因为它们可以凭借着当前更

为完善的物流网络平台和电子商

务平台优势， 迅速从区域性白酒

股走向全国性的白酒股， 青青稞

酒、金徽酒等品种值得期待。

风口转变 细胞治疗概念急挫

7.78%

上周， 细胞治疗概念股为核

心的生物技术产业股的调整幅度

较大。比如新开源跌停板，而拥有

细胞治疗业务的安科生物也同步

急挫7.78%， 而创业板指在上周

五的跌幅也不过只有4.27%。

这可能是因为细胞治疗产业

的风向出现了变化。 肿瘤治疗与

细胞免疫技术研究是不同的业务

环节。 但是，在目前监管制度、居

民文化水平以及对健康盲目追求

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 研究与治

疗似乎又密切关联， 难以有效割

离。所以，相关各方为了进一步保

护患者权益， 将细胞免疫治疗技

术与肿瘤治疗割开来。卫计委5月

4日召开视频会议，会议明确细胞

免疫治疗仍然属于临床研究阶

段，应按照相关程序操作；禁止医

院变相承包科室； 严格医疗类广

告审查。据参会人士透露，要求细

胞免疫治疗须停止应用于临床治

疗，而仅限于临床研究。

这就意味着引起强烈反响

的CIK技术以及尚处在技术开发

前沿的CAR—T技术，均将脱离

医疗实践。 这对于生物技术类上

市公司来说，有着极大的冲击力

度。 所以，安科生物、香雪制药、

北陆药业等个股的股价在强大

抛压下出现了领跌创业板乃至

上证指数的走势特征。 而且，利

淡因素尚未完全释放，仍然有着

进一步探底的可能性。

但从一个中长期的角度来

看， 细胞免疫治疗仍然是人类攻

克肿瘤的核心路径。所以，短线股

价的波动， 对于中长线投资者来

说，相当于挖了一个黄金坑。但具

体坑的最低位置在哪， 则是仁者

见仁，智者见智的判断结果。

距离

13.25

点 A股

2900

点支撑尚可

虽然短线做空的惯性能量

犹存，会影响到本周一的A股开

盘点位。 但是，由于上周五的收

盘点位距离 2900点仅仅只有

13.25点。 由于2900点的整数关

口，也是市场多头重要的心理支

撑关口。 所以，短线A股的进一

步下跌空间并不大。

随着证金、 汇金等国家队

的加盟， 目前A股也就出现了

拥有数万亿元的整齐划一的资

金队伍， 在资金博弈中迅速取

得决定性的引导地位。 上证指

数在近期乃至未来一段较长时

间内，震荡幅度将持续收敛。 每

一次的长阴K线的目的并不是

打开向下的想象空间， 而是为

未来一段时间提供高抛低吸的

空间而已。

上周五的下跌， 主要是由

于风向的改变打破了短暂的平

衡， 但也给本周的A股注入了

新的弹性， 这就意味着护盘资

金的高抛低吸有了更为广阔的

空间。 在操作中，建议投资者仍

宜保持着原先的仓位比例。 同

时，在盘面利用盘中的震荡，和

护盘资金一样，高抛低吸。 尤其

是跟踪一些产业景气较为乐观

的品种， 比如新能源动力汽车

产业链个股、 白酒产业股、

OLED产业股等龙头品种，大多

形成了清晰的上升通道， 大涨

小回， 甚至部分品种已创出了

历史新高。 这就说明了市场的

机会仍然存在，所以，对此类个

股仍可跟踪。 其中， 白酒产业

股、OLED产业股、家电产业股、

体育产业股的动向值得期待。

（秦 洪 证 书 编 号

A1210612020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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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市调整概率较大

□申万宏源 钱启敏

上周沪深股市冲高回落，周

初的上涨给市场带来了 “红五

月” 的希望，无奈量能迟迟无法

跟进，而周五快速回调似乎又宣

告3000点渐行渐远。 从目前看，

随着技术形态的走弱，后市转入

阶段性调整的可能性较大，2800

点将有考验。

虽然上周五的调整和中概

率回归被推迟的消息有关，管理

层也在盘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进

行了说明，但从本质看，还是反

映出近期市场缺乏内生性上涨

动力，“等靠要” 心态严重，甚至

部分筹码在等待利好后拉高出

货，因此一有风吹草动，就有场

内盘“抢跑” 离场，引发羊群效

应。 从“抢跑” 的主力看，主要是

被盲目炒高的“壳资源” 板块，

但整体市场的反应表明了当前

市场的脆弱心态。

从资金面看，在本轮反弹一

直没有明显的增量资金介入。春

季行情局限于存量资金博弈，没

有增量资金入场，因此行情要持

续放量和向上突破往往勉为其

难，甚至是缘木求鱼。

从技术面看，随着四月中下

旬和上周五的两根中阴线的出

现， 形态上已经构筑新一轮下降

通道。 同时由于近期市场反复在

3000点一线牛皮整理，因此下行

破位后3000点上方的压力将进

一步增强，并强化久攻不下、不进

则退的市场预期。从时间看，历年

春季行情最有利的时间窗口是四

五月份，现在这一窗口正在过去，

场内资金抓紧立场的冲动会不断

增强，对后市行情形成新的压力。

此外，作为近期市场最为活

跃的壳资源板块，受海外市场中

概股表现联动影响，预计本周初

还有调整， 其他热点也相对散

乱，市场可操作性不佳，将加大

投资者谨慎预期和观望心态，行

情也将转入弱势回撤、震荡探底

的阶段。 因此，投资者在操作上

建议持币为主、谨慎观望。

沪指将回探

2900

点支撑力度

□西部证券 黄铮

上周市场窄幅整理，沪指周

线再度缩量收阴，两市成交顺势

下滑。 笔者认为，近期市场不作

为， 在于结构热点的不佳表现，

量能度过维持阶段再现萎缩，是

市场交投不活跃的直观表现。 尽

管周五量能呈现小幅放大，但整

体形态并未损害。 预计本周初沪

指将回探2900点下轨支撑的有

效性， 关注本周经济数据公布。

操作策略方面，尚不可在指数弱

势之际盲目建仓，耐心等待更为

稳妥。

虽然从量能进一步缩减的

程度看，尚不具备全面转强的提

升阶段，但是，盘中热点的分布

相比上一轮反攻，还是多了一份

内核心力。 当前市场保持热点不

失， 但指数涨幅空间较为有限。

与此同时，上周五中小创综指半

年线附近再度遇阻回落，有数据

显示近期超20公司发减持公告，

创业板以掌趣科技为代表遭股

东大幅减持，促成成长股调整呈

现小幅放量迹象，说明短线资金

对于小市值品种参与，还在于快

进快出的切换节奏。 因而，对短

期市场而言，突破上轨压制更需

后期反弹契机的出现。

本周，4月宏观经济数据即

将披露，加之央行对流动性投放

的谨慎态度，及人民币中间价下

调、债市信用风险释放、基金赎

回压力回升等，各类干扰A股市

场的不确定因素较为集中。 指数

上涨乏力最终选择中阴报收，来

完成对前期获利浮筹的清洗，对

于化解扰动因素对指数的不利

影响也较为有益，周五调整以前

期资源股调整为主，其他板块回

档适度，市场并未脱离前期弱平

衡格局下的区域整理。指数运行

区间相对收敛，快速调整助推整

理末端方向确认，鉴于沪指并未

脱离2638点以来的中期反弹轨

迹， 股指重心下移风险的化解，

有望在试探中期均线技术支撑

后完成。

弱势格局仍将延续

□银泰证券 陈建华

五月份第一周A股先扬后

抑。结合各方面因素分析我们认

为对后期两市仍需保持必要的

谨慎心理，伴随影响市场不确定

性因素的增多，短期沪深指数弱

势格局料仍将延续。

首先，随着更多宏观数据的

披露， 回升乏力的实体经济对A

股市场的支撑力度边际逐步减

弱。 3月份后沪深两市的企稳回

升在一定程度上受国内实体经

济改善提振， 随着行情的演进，

这一利好已基本体现在前期的

盘面中。 国内经济反弹的力度相

对有限，对于A股而言，在经济回

升力度偏弱甚至面临再度放缓

的情况下，其对资本市场支撑力

度减弱是一种必然，沪深两市因

此重回弱势也将是大概率事件。

其次，在当前国内资本市场

联动明显的情况下，以上无论汇

市、 债市还是商品期货市场，其

存在的不确定性均将对A股产

生一定的影响，在格局未明朗之

前，股市料将因此持续承压。

此外，证监会对“暂缓中概

股回归” 的回应也将对短期市场

形成一定影响。 周五A股的大跌

在很大程度上受“暂缓中概股回

归” 传闻冲击，其直接导致壳资

源个股集体大跌，对沪深两市形

成明显拖累。 对于该传闻证监会

回应称“境内外市场明显价差、

壳资源炒作， 应当予以高度关

注” ，并表示“目前正对这类企

业通过IPO、并购重组回归A股，

可能引起的影响， 进行分析研

究” 。 证监会的回应在很大程度

上确认了传闻的真实性，A股市

场上壳资源个股短期料将面临

进一步调整的压力，短期两市也

将因此继续承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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