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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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703.SZ

浙江世宝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181,123.40 33.13 65.42

000019.SZ

深深宝

A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66,016.18 26.93 54.76

300007.SZ

汉威电子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179,632.18 26.49 34.19

300066.SZ

三川智慧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124,059.03 25.59 19.19

300310.SZ

宜通世纪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142,123.20 24.87 21.00

002256.SZ

彩虹精化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885,982.21 24.25 90.55

000532.SZ

力合股份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168,810.92 24.05 28.10

300492.SZ

山鼎设计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97,514.85 23.97 96.21

002371.SZ

七星电子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36,195.52 23.17 18.93

300140.SZ

启源装备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127,317.57 23.14 27.25

300062.SZ

中能电气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87,673.69 22.90 49.66

002785.SZ

万里石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139,982.18 22.66 106.60

600714.SH

金瑞矿业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45,699.86 22.45 14.00

300370.SZ

安控科技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52,429.87 21.08 19.31

300066.SZ

三川智慧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196,182.93 21.05 24.08

300515.SZ

三德科技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41.75 21.04 0.07

002799.SZ

环球印务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77.82 21.03 0.15

603131.SH

上海沪工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806.51 21.02 0.79

601611.SH

中国核建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2,421.00 21.02 2.85

002800.SZ

天顺股份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1,324.28 21.01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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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禁市值逾779亿元

7月限售股解禁规模为全年次低

□本报记者 徐伟平

6月份沪深股市维持震荡，但

部分股票走出独立行情， 重要股

东高位减持意愿提升，截至6月26

日， 沪深股市的净减持金额达到

227.06亿元，减持力度可谓不小。

不过步入7月份，沪深股市限售股

解禁规模仅为779.71亿元， 为年

内次低水平，解禁股票数量缩减，

7月减持压力有望下降，这可能会

对“七翻身”行情构成支撑。不过

仍需警惕部分股票的解禁。

解禁规模降至全年次低

“六月天孩子脸” ，A股是否

纳入MSCI、美联储议息决议、英

国脱欧公投等重要事件在6月发

生，指数剧烈震荡，不过个股却

出现结构性分化，这使得重要股

东的减持意愿提升， 截至6月26

日沪深股市的净减持金额达到

227.06亿元。

6月沪深股市限售股解禁市

值高达2646.03亿元，7月沪深股

市限售股解禁规模降至779.71

亿元，环比大幅下降，为全年次

低水平，仅高于10月308.73亿元

的解禁规模。

从主要板块的解禁市值来

看， 上证主板A股7月解禁市值

为459.32亿元，排在2016年月度

解禁市值的倒数第三位；深证主

板A股7月解禁市值为102.32亿

元，排在2016年月度解禁市值的

倒数第四位； 中小企业板7月解

禁市值为111.80亿元，排在2016

年月度解禁市值的倒数第二位；

创业板7月解禁市值为81.15亿

元，排在2016年月度解禁市值的

倒数第二位。

从行业来看， 建筑装饰、电

气设备和化工板块的解禁股票

数量居前，超过10亿股，分别为

26.60亿股、23.97亿股和11.09亿

股。 钢铁、非银金融、交通运输和

农林牧渔板块的解禁股票数量

超过2亿股。 与之相比，有色金属

和汽车板块的限售股解禁数量

较少， 低于 1亿股， 分别为

8109.39万股和615万股。

从个股来看，7月有59只股

票解禁，13只股票的解禁股票数

量超过1亿股，华锐风电、中国铁

建和中国中铁3只股票的解禁股

票数量超过10亿股， 分别为

23.97亿股、12.42亿股和12.36亿

股。 国海证券、*ST韶钢、新澳股

份、 象屿股份和金浦钛业6只股

票的解禁股票数量超过3亿股，

分别为7.5亿股、7.5亿股、4.46亿

股、4.3亿股和3.60亿股。 与之相

比，上海新阳、柯利达和拓维信

息3只股票的解禁股票数量较

少，低于100万股，分别为88.96

万股、75.70万股和69.77万股。

适度规避三类股票

从减持压力看， 按照相关规

定，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在公司半

年报公告前30日内，不得转让解

除限售股份，7月份产业资本减持

压力相对有限。与此同时，从限售

股解禁规模来看，相较于6月，7月

限售股解禁规模显著下降， 为年

内次低水平。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部分股票的解禁仍需警惕。

首先是主板股票。7月沪深主

板股票解禁规模显著高于中小板

和创业板。“中小创”在6月减持

压力相对较大， 产业资本密集减

持，主板股票减持压力相对较小。

不过步入7月份，中小创解禁股票

数量骤降， 主板股票解禁股票数

量骤增，部分主板股票在7月减持

压力较大，投资者需要警惕。

其次是强周期行业内涨幅

过大的股票。 从行业减持规模

看，7月有16个行业板块出现股

票， 有9个行业板块属于周期性

行业，占比达到56.25%。 其中建

筑装饰、化工、钢铁、非银金融和

交通运输5个周期行业的解禁股

票数量共计为56.98亿股，而7月

份沪深股市的解禁股票数量为

94.35亿股，这5大周期板块占总

数比值超过60%， 达到60.39%。

值得注意的是，此类周期性股票

6月涨幅相对有限， 但不排除其

在7月出现冲高会激发产业资本

的减持意愿。

最后是定向增发解禁股。 统

计显示，7月份有35家公司定向增

发机构配售股份将解禁。 其中中

国铁建和中国中铁的解禁股票数

量超过10亿股，*ST韶钢和国海

证券解禁股票数量超过7亿股。从

以往经验看， 参与定向增发的机

构，其配售股一旦获得解禁，短期

内减持冲动一般都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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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属行业

601558.SH

华锐风电

2016-7-1 239,694.00 459,060.00 144,00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电气设备

601186.SH

中国铁建

2016-7-18 124,200.00 1,150,324.55 0.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建筑装饰

601390.SH

中国中铁

2016-7-14 123,552.12 1,832,803.12 30,888.03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建筑装饰

000717.SZ *ST

韶钢

2016-7-11 75,000.00 241,952.44 0.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钢铁

000750.SZ

国海证券

2016-7-27 75,000.00 421,553.86 0.34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非银金融

600803.SH

新奥股份

2016-7-4 44,626.59 98,578.50 0.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化工

600057.SH

象屿股份

2016-7-15 43,000.00 98,332.72 18,745.22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交通运输

000545.SZ

金浦钛业

2016-7-26 35,989.30 95,597.11 3,086.2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化工

600438.SH

通威股份

2016-7-11 25,917.93 163,421.93 47,664.98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农林牧渔

000010.SZ

美丽生态

2016-7-19 18,013.99 58,806.98 23,178.49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建筑装饰

603008.SH

喜临门

2016-7-18 11,672.81 31,500.00 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轻工制造

002366.SZ

台海核电

2016-7-25 11,120.55 21,890.36 21,462.5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家用电器

002535.SZ

林州重机

2016-7-18 10,717.78 55,182.97 24,985.33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机械设备

300182.SZ

捷成股份

2016-7-29 8,595.39 70,464.66 100,275.24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计算机

002442.SZ

龙星化工

2016-7-1 7,262.94 25,081.44 22,918.56

追加承诺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化工

000547.SZ

航天发展

2016-7-25 6,636.95 90,119.52 52,843.37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通信

002427.SZ

尤夫股份

2016-7-14 6,468.04 39,814.88 0.59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化工

600390.SH *ST

金瑞

2016-7-14 6,059.89 45,125.64 0.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有色金属

300292.SZ

吴通控股

2016-7-26 5,168.87 13,714.91 18,156.35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通信

600636.SH

三爱富

2016-7-15 4,418.11 42,613.17 2,081.02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化工

000670.SZ *ST

盈方

2016-7-15 4,083.14 60,016.73 21,646.01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电子

600332.SH

白云山

2016-7-5 3,483.96 107,117.93 0.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医药生物

600141.SH

兴发集团

2016-7-15 3,229.80 49,804.18 3,194.01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化工

603838.SH

四通股份

2016-7-1 3,060.00 9,728.00 16,94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轻工制造

600056.SH

中国医药

2016-7-18 2,993.26 101,213.61 37.73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医药生物

600329.SH

中新药业

2016-7-11 2,956.44 56,576.81 310.5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医药生物

600587.SH

新华医疗

2016-7-18 2,904.95 40,346.67 296.14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医药生物

300487.SZ

蓝晓科技

2016-7-4 2,844.00 4,843.95 3,251.8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化工

002635.SZ

安洁科技

2016-7-11 2,743.67 21,176.16 17,709.15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电子

300184.SZ

力源信息

2016-7-21 2,478.15 27,411.47 10,996.18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电子

300010.SZ

立思辰

2016-7-25 2,418.25 45,154.68 31,225.08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计算机

002170.SZ

芭田股份

2016-7-22 2,407.13 65,686.08 21,991.97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化工

600998.SH

九州通

2016-7-1 2,356.41 145,397.40 19,303.54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医药生物

002201.SZ

九鼎新材

2016-7-22 2,180.50 23,947.13 1,627.29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化工

300480.SZ

光力科技

2016-7-4 2,119.21 6,699.14 11,781.86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机械设备

300057.SZ

万顺股份

2016-7-18 1,766.48 26,756.51 17,209.97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轻工制造

600501.SH

航天晨光

2016-7-1 1,760.00 40,688.36 1,440.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机械设备

600380.SH

健康元

2016-7-1 1,521.74 156,105.33 2,597.60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医药生物

002261.SZ

拓维信息

2016-7-27 1,487.76 65,897.98 45,557.57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传媒

002172.SZ

澳洋科技

2016-7-18 1,373.63 55,128.60 14,359.55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化工

002065.SZ

东华软件

2016-7-25 1,319.69 136,189.20 20,266.98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计算机

300489.SZ

中飞股份

2016-7-1 1,314.50 2,449.50 2,088.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有色金属

300256.SZ

星星科技

2016-7-28 1,144.99 30,237.72 33,733.17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电子

002660.SZ

茂硕电源

2016-7-4 935.00 19,021.72 8,712.41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电子

603799.SH

华友钴业

2016-7-29 735.00 27,127.20 26,391.8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有色金属

300358.SZ

楚天科技

2016-7-11 662.19 13,792.69 30,844.74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医药生物

603686.SH

龙马环卫

2016-7-26 625.00 10,625.00 16,045.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机械设备

603788.SH

宁波高发

2016-7-20 615.60 4,691.10 9,405.9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汽车

600498.SH

烽火通信

2016-7-4 614.29 98,654.12 6,015.22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通信

600285.SH

羚锐制药

2016-7-11 601.43 53,548.19 5,688.62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医药生物

600276.SH

恒瑞医药

2016-7-18 361.82 234,322.15 454.14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医药生物

300488.SZ

恒锋工具

2016-7-1 312.00 1,563.00 4,688.00

首发机构配售股份 机械设备

600521.SH

华海药业

2016-7-6 277.08 102,170.26 937.65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医药生物

600867.SH

通化东宝

2016-7-18 217.80 136,009.33 290.40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医药生物

603017.SH

中衡设计

2016-7-11 140.40 12,093.66 12,374.34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建筑装饰

300311.SZ

任子行

2016-7-22 105.58 20,172.89 24,660.24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计算机

300236.SZ

上海新阳

2016-7-4 88.96 16,254.70 3,219.42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化工

603828.SH

柯利达

2016-7-27 75.70 4,083.70 8,294.80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建筑装饰

002261.SZ

拓维信息

2016-7-19 69.77 64,410.23 47,045.32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传媒

7月限售股解禁板块分布图

7月行业限售股解禁数量分布（万股）

7月沪深股市限售解禁股票

解禁市值逾779亿元

7月限售股解禁规模为全年次低

□本报记者 徐伟平

6月份沪深股市维持震荡，但

部分股票走出独立行情， 重要股

东高位减持意愿提升，截至6月26

日， 沪深股市的净减持金额达到

227.06亿元，减持力度可谓不小。

不过步入7月份，沪深股市限售股

解禁规模仅为779.71亿元， 为年

内次低水平，解禁股票数量缩减，

7月减持压力有望下降，这可能会

对“七翻身”行情构成支撑。不过

仍需警惕部分股票的解禁。

解禁规模降至全年次低

“六月天孩子脸” ，A股是否

纳入MSCI、美联储议息决议、英

国脱欧公投等重要事件在6月发

生，指数剧烈震荡，不过个股却

出现结构性分化，这使得重要股

东的减持意愿提升， 截至6月26

日沪深股市的净减持金额达到

227.06亿元。

6月沪深股市限售股解禁市

值高达2646.03亿元，7月沪深股

市限售股解禁规模降至779.71

亿元，环比大幅下降，为全年次

低水平，仅高于10月308.73亿元

的解禁规模。

从主要板块的解禁市值来

看， 上证主板A股7月解禁市值

为459.32亿元，排在2016年月度

解禁市值的倒数第三位；深证主

板A股7月解禁市值为102.32亿

元，排在2016年月度解禁市值的

倒数第四位； 中小企业板7月解

禁市值为111.80亿元，排在2016

年月度解禁市值的倒数第二位；

创业板7月解禁市值为81.15亿

元，排在2016年月度解禁市值的

倒数第二位。

从行业来看， 建筑装饰、电

气设备和化工板块的解禁股票

数量居前，超过10亿股，分别为

26.60亿股、23.97亿股和11.09亿

股。 钢铁、非银金融、交通运输和

农林牧渔板块的解禁股票数量

超过2亿股。 与之相比，有色金属

和汽车板块的限售股解禁数量

较少， 低于 1亿股， 分别为

8109.39万股和615万股。

从个股来看，7月有59只股

票解禁，13只股票的解禁股票数

量超过1亿股，华锐风电、中国铁

建和中国中铁3只股票的解禁股

票数量超过10亿股， 分别为

23.97亿股、12.42亿股和12.36亿

股。 国海证券、*ST韶钢、新澳股

份、 象屿股份和金浦钛业6只股

票的解禁股票数量超过3亿股，

分别为7.5亿股、7.5亿股、4.46亿

股、4.3亿股和3.60亿股。 与之相

比，上海新阳、柯利达和拓维信

息3只股票的解禁股票数量较

少，低于100万股，分别为88.96

万股、75.70万股和69.77万股。

适度规避三类股票

从减持压力看， 按照相关规

定，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在公司半

年报公告前30日内，不得转让解

除限售股份，7月份产业资本减持

压力相对有限。与此同时，从限售

股解禁规模来看，相较于6月，7月

限售股解禁规模显著下降， 为年

内次低水平。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部分股票的解禁仍需警惕。

首先是主板股票。7月沪深主

板股票解禁规模显著高于中小板

和创业板。“中小创”在6月减持

压力相对较大， 产业资本密集减

持，主板股票减持压力相对较小。

不过步入7月份，中小创解禁股票

数量骤降， 主板股票解禁股票数

量骤增，部分主板股票在7月减持

压力较大，投资者需要警惕。

其次是强周期行业内涨幅

过大的股票。 从行业减持规模

看，7月有16个行业板块出现股

票， 有9个行业板块属于周期性

行业，占比达到56.25%。 其中建

筑装饰、化工、钢铁、非银金融和

交通运输5个周期行业的解禁股

票数量共计为56.98亿股，而7月

份沪深股市的解禁股票数量为

94.35亿股，这5大周期板块占总

数比值超过60%， 达到60.39%。

值得注意的是，此类周期性股票

6月涨幅相对有限， 但不排除其

在7月出现冲高会激发产业资本

的减持意愿。

最后是定向增发解禁股。 统

计显示，7月份有35家公司定向增

发机构配售股份将解禁。 其中中

国铁建和中国中铁的解禁股票数

量超过10亿股，*ST韶钢和国海

证券解禁股票数量超过7亿股。从

以往经验看， 参与定向增发的机

构，其配售股一旦获得解禁，短期

内减持冲动一般都较强。

7月限售股解禁板块分布图

解禁市值逾779亿元

7月限售股解禁规模为全年次低

□本报记者 徐伟平

6月份沪深股市维持震荡，但

部分股票走出独立行情， 重要股

东高位减持意愿提升，截至6月26

日， 沪深股市的净减持金额达到

227.06亿元，减持力度可谓不小。

不过步入7月份，沪深股市限售股

解禁规模仅为779.71亿元， 为年

内次低水平，解禁股票数量缩减，

7月减持压力有望下降，这可能会

对“七翻身”行情构成支撑。不过

仍需警惕部分股票的解禁。

解禁规模降至全年次低

“六月天孩子脸” ，A股是否

纳入MSCI、美联储议息决议、英

国脱欧公投等重要事件在6月发

生，指数剧烈震荡，不过个股却

出现结构性分化，这使得重要股

东的减持意愿提升， 截至6月26

日沪深股市的净减持金额达到

227.06亿元。

6月沪深股市限售股解禁市

值高达2646.03亿元，7月沪深股

市限售股解禁规模降至779.71

亿元，环比大幅下降，为全年次

低水平，仅高于10月308.73亿元

的解禁规模。

从主要板块的解禁市值来

看， 上证主板A股7月解禁市值

为459.32亿元，排在2016年月度

解禁市值的倒数第三位；深证主

板A股7月解禁市值为102.32亿

元，排在2016年月度解禁市值的

倒数第四位； 中小企业板7月解

禁市值为111.80亿元，排在2016

年月度解禁市值的倒数第二位；

创业板7月解禁市值为81.15亿

元，排在2016年月度解禁市值的

倒数第二位。

从行业来看， 建筑装饰、电

气设备和化工板块的解禁股票

数量居前，超过10亿股，分别为

26.60亿股、23.97亿股和11.09亿

股。 钢铁、非银金融、交通运输和

农林牧渔板块的解禁股票数量

超过2亿股。 与之相比，有色金属

和汽车板块的限售股解禁数量

较少， 低于 1亿股， 分别为

8109.39万股和615万股。

从个股来看，7月有59只股

票解禁，13只股票的解禁股票数

量超过1亿股，华锐风电、中国铁

建和中国中铁3只股票的解禁股

票数量超过10亿股， 分别为

23.97亿股、12.42亿股和12.36亿

股。 国海证券、*ST韶钢、新澳股

份、 象屿股份和金浦钛业6只股

票的解禁股票数量超过3亿股，

分别为7.5亿股、7.5亿股、4.46亿

股、4.3亿股和3.60亿股。 与之相

比，上海新阳、柯利达和拓维信

息3只股票的解禁股票数量较

少，低于100万股，分别为88.96

万股、75.70万股和69.77万股。

适度规避三类股票

从减持压力看， 按照相关规

定，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在公司半

年报公告前30日内，不得转让解

除限售股份，7月份产业资本减持

压力相对有限。与此同时，从限售

股解禁规模来看，相较于6月，7月

限售股解禁规模显著下降， 为年

内次低水平。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部分股票的解禁仍需警惕。

首先是主板股票。7月沪深主

板股票解禁规模显著高于中小板

和创业板。“中小创”在6月减持

压力相对较大， 产业资本密集减

持，主板股票减持压力相对较小。

不过步入7月份，中小创解禁股票

数量骤降， 主板股票解禁股票数

量骤增，部分主板股票在7月减持

压力较大，投资者需要警惕。

其次是强周期行业内涨幅

过大的股票。 从行业减持规模

看，7月有16个行业板块出现股

票， 有9个行业板块属于周期性

行业，占比达到56.25%。 其中建

筑装饰、化工、钢铁、非银金融和

交通运输5个周期行业的解禁股

票数量共计为56.98亿股，而7月

份沪深股市的解禁股票数量为

94.35亿股，这5大周期板块占总

数比值超过60%， 达到60.39%。

值得注意的是，此类周期性股票

6月涨幅相对有限， 但不排除其

在7月出现冲高会激发产业资本

的减持意愿。

最后是定向增发解禁股。 统

计显示，7月份有35家公司定向增

发机构配售股份将解禁。 其中中

国铁建和中国中铁的解禁股票数

量超过10亿股，*ST韶钢和国海

证券解禁股票数量超过7亿股。从

以往经验看， 参与定向增发的机

构，其配售股一旦获得解禁，短期

内减持冲动一般都较强。

7月沪深股市限售解禁股票

解禁市值逾779亿元

7月限售股解禁规模为全年次低

□本报记者 徐伟平

6月份沪深股市维持震荡，但

部分股票走出独立行情， 重要股

东高位减持意愿提升，截至6月26

日， 沪深股市的净减持金额达到

227.06亿元，减持力度可谓不小。

不过步入7月份，沪深股市限售股

解禁规模仅为779.71亿元， 为年

内次低水平，解禁股票数量缩减，

7月减持压力有望下降，这可能会

对“七翻身”行情构成支撑。不过

仍需警惕部分股票的解禁。

解禁规模降至全年次低

“六月天孩子脸” ，A股是否

纳入MSCI、美联储议息决议、英

国脱欧公投等重要事件在6月发

生，指数剧烈震荡，不过个股却

出现结构性分化，这使得重要股

东的减持意愿提升， 截至6月26

日沪深股市的净减持金额达到

227.06亿元。

6月沪深股市限售股解禁市

值高达2646.03亿元，7月沪深股

市限售股解禁规模降至779.71

亿元，环比大幅下降，为全年次

低水平，仅高于10月308.73亿元

的解禁规模。

从主要板块的解禁市值来

看， 上证主板A股7月解禁市值

为459.32亿元，排在2016年月度

解禁市值的倒数第三位；深证主

板A股7月解禁市值为102.32亿

元，排在2016年月度解禁市值的

倒数第四位； 中小企业板7月解

禁市值为111.80亿元，排在2016

年月度解禁市值的倒数第二位；

创业板7月解禁市值为81.15亿

元，排在2016年月度解禁市值的

倒数第二位。

从行业来看， 建筑装饰、电

气设备和化工板块的解禁股票

数量居前，超过10亿股，分别为

26.60亿股、23.97亿股和11.09亿

股。 钢铁、非银金融、交通运输和

农林牧渔板块的解禁股票数量

超过2亿股。 与之相比，有色金属

和汽车板块的限售股解禁数量

较少， 低于 1亿股， 分别为

8109.39万股和615万股。

从个股来看，7月有59只股

票解禁，13只股票的解禁股票数

量超过1亿股，华锐风电、中国铁

建和中国中铁3只股票的解禁股

票数量超过10亿股， 分别为

23.97亿股、12.42亿股和12.36亿

股。 国海证券、*ST韶钢、新澳股

份、 象屿股份和金浦钛业6只股

票的解禁股票数量超过3亿股，

分别为7.5亿股、7.5亿股、4.46亿

股、4.3亿股和3.60亿股。 与之相

比，上海新阳、柯利达和拓维信

息3只股票的解禁股票数量较

少，低于100万股，分别为88.96

万股、75.70万股和69.77万股。

适度规避三类股票

从减持压力看， 按照相关规

定，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在公司半

年报公告前30日内，不得转让解

除限售股份，7月份产业资本减持

压力相对有限。与此同时，从限售

股解禁规模来看，相较于6月，7月

限售股解禁规模显著下降， 为年

内次低水平。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部分股票的解禁仍需警惕。

首先是主板股票。7月沪深主

板股票解禁规模显著高于中小板

和创业板。“中小创”在6月减持

压力相对较大， 产业资本密集减

持，主板股票减持压力相对较小。

不过步入7月份，中小创解禁股票

数量骤降， 主板股票解禁股票数

量骤增，部分主板股票在7月减持

压力较大，投资者需要警惕。

其次是强周期行业内涨幅

过大的股票。 从行业减持规模

看，7月有16个行业板块出现股

票， 有9个行业板块属于周期性

行业，占比达到56.25%。 其中建

筑装饰、化工、钢铁、非银金融和

交通运输5个周期行业的解禁股

票数量共计为56.98亿股，而7月

份沪深股市的解禁股票数量为

94.35亿股，这5大周期板块占总

数比值超过60%， 达到60.39%。

值得注意的是，此类周期性股票

6月涨幅相对有限， 但不排除其

在7月出现冲高会激发产业资本

的减持意愿。

最后是定向增发解禁股。 统

计显示，7月份有35家公司定向增

发机构配售股份将解禁。 其中中

国铁建和中国中铁的解禁股票数

量超过10亿股，*ST韶钢和国海

证券解禁股票数量超过7亿股。从

以往经验看， 参与定向增发的机

构，其配售股一旦获得解禁，短期

内减持冲动一般都较强。

7月行业限售股解禁数量分布（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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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天鹅垂直打击A股下影线长达46.69点

上周A股市场一度强势震荡。但在上周五，英国脱欧成为现实，成为影响全球资本市场波动的黑天鹅，日经指数一度触及熔断标准，欧美股市的跌幅也较为惨烈，A股市场随之波动。其中，上证指数在上周五午市后的跌幅一度达到3%。不过，随着抄底资金的涌入，大盘有所企稳回升，在日K线图上留下一根下影线长达46.69点的倒锤型阴K线。

这显示出A股强大的韧性。这一方面得益于中国经济的韧性，另一方面则得益于护盘力量。因为存量热钱愈发认识到一个稳定的盘面，对于制造短线兴奋点的重要性，在市场急跌之际不再一味恐慌出逃。因此，在上周五，虽然指数在盘中一度跳水，但并没有恐恐慌性抛盘，也没有达到10%跌幅限制的个股。反而随之就看到当升科技等新能源动力汽车产业链个股出现在涨停板行列。这迅速聚集了市场人气，削弱了黑天鹅飞来的压力，从而驱动着A股迅速寻找到支撑，进而缓缓走高。

金融股迎来分红潮中国银行小幅贴权0.04元

随着时间的推移，上市公司迎来了2015年报的现金分红潮。其中，金融股是A股市场的现金分红大户。以沪市为例，金融业的派现力度最大，合计派现4192亿元，占沪市分红总额的62.29%。A股市场金融行业上市公司出现现金分红潮，对当前A股市场的资金面有着较为积极的影响力。

部分金融股在近期的走势就较为抗跌，主要是因为金融股的市净率、市盈率的估值低，但股息率高，所以，部分避险型资金就愿意加仓金融股。例如中国银行等近期实施现金分红方案的含权股的走势相对强硬，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抢权行情。不过，在上周五，中国银行实施现金分红方案，小幅贴权0.04元。显示出前期的抢权所带来的获利盘在上周五有所套现。

后市，金融股乃至整个A股市场的现金分红对A股市场存量资金有一定积极导向意义。一方面是现金分红总额较为可观。以沪市为例，在2015年年报中，745家沪市公司推出派现方案，占公司总数的67.97%；合计派现6729亿元。以往经验显示出，现金分红的现金流大多还会留在证券市场，成为A股市场新增资金。即便考虑红利税因素之后，仍然有5000余亿元的新增资金。另一方面，因为金融股是分红主力，意味着金融股在现金分红潮中的买盘力量是相对雄厚的，从而有利于金融股的股价走势，也有利于A股市场的走势，这其实也是近期A股屡屡有黑天鹅出现，但A股走势仍然相对强硬的原因之一。

周K线3连阴A股维稳有余而攻击力不足

虽然上周五A股市场的走势显示出短线A股具有强大的下档支撑力度。但是，就中期趋势来说，A股市场也可能难有大的作为。主要是因为中短线的A股仍然处在寻找支撑的态势中，体现在盘面，就是上证指数的周K线收出了持续3连阴的K线组合，这本身就说明了短线A股是维稳有余，但攻击力度并不足。

英国脱欧事件可能会进一步发酵。因为英国脱欧的背后，是当前全球资本市场以及全球经济已面临着发展瓶颈，由享受新经济增长产业红利而转为切分存量蛋糕，这就使得欧盟内部争论、分歧增多。作为渐次融入到全球经济体系的中国经济体，也会感受到全球经济发展的瓶颈，在A股市场创业板指已经感受到这种压力。因为尚未出现新的经济增长引擎，没有了新的产业蛋糕、新经济商业模式，那么A股市场，尤其是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创新、成长性收到哦啊影响，进而波及到长期估值坐标。

与此同时，英国脱欧后的全球经济将面临着重新定位，也会影响到包括创业板在内的整个A股所背靠的宏观经济。毕竟英国是全球重要经济体，脱欧后，不仅仅会影响到英国、欧盟之间的利益重新分割，而且还因为英国重新加入到全球经济竞争体系，对我国的经济环境必然会带来较大影响。短线影响已经显现，比如汇率变动、出境游概念股迅速启航。这显示出未来A股市场所背靠的中国经济可能会出现较大的变数，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压力的，这些均会体现在A股上市公司的业绩演变趋势中。

短线来说，在护盘力量支撑下，A股难有大的调整空间的，正如上周五行情。但A股也缺乏强有力的突破引擎。本周A股也会延续着上周的走势，即上有压力顶，下有支撑底，继续区间震荡。

智能表成市场热点物联网概念周涨8.83%

近期，市场热钱对物联网板块的关注度很高，wind物联网概念周涨8.83%，仅次于次新股位居概念涨幅榜第二位。尤其是基于物联网的智能表产业股出现了较为火爆的态势，从事于智能水表业务的三川智慧更是一周大涨52.02%。

行业分析师认为，物联网产业股的崛起，主要是因为NB-IoT技术在近期韩国釜山举办的3GPP�RAN会议获得批准通过，使其成为全市场的聚焦点。据资料显示，NB-IoT技术（Narrow�Band�Internet�of�Things，窄带蜂窝物联网）是一种可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应用的新兴技术，相对于WiFi，蓝牙、GSM�等无线通讯协议，NB-IoT技术具有覆盖广、连接多、速率低、成本低、功耗少、架构优等特点，这些特点使得其适合在传感、计量、检测等领域大规模应用。未来，NB-IoT技术有望在智能抄表、智能停车、车辆跟踪、物流监控、智慧农业等领域有大规模的应用，该技术的获批将会补充低速率、高覆盖物联网技术的空白，成为大规模低功耗、低速物联网传感器之间通信的标准方式，从而实现物联网进一步的升级和

完善。

智能表的应用不仅仅会获得新的技术支撑，而且还是物联网的载体、支柱。所以，智能表行业成长有望加速，相关上市公司积极推进智能表业务：以水表行业为例，过去几年市场非常关注智能水表行业的成长性，实际上讲的是渗透率提升的逻辑。伴随着NB-IoT芯片的推出和规模化应用的逐步开始，行业有望迎来新一轮快速成长期。当然，短线涨幅过大，可能会有所休整。所以在操作中，投资者不追涨、可低吸。

黑天鹅扰动 A股日K线下影线达

46.69

点

上周A股市场一度强势震

荡。 但在上周五，英国脱欧成为

现实，成为影响全球资本市场波

动的黑天鹅，日经指数一度触及

熔断标准，欧美股市的跌幅也较

为惨烈，A股市场随之波动。 其

中，上证指数在上周五午市后的

跌幅一度达到3%。 不过，随着抄

底资金的涌入，大盘有所企稳回

升， 在日K线图上留下一根下影

线长达46.69点的倒锤型阴K线。

这显示出A股强大的韧性。这

一方面得益于中国经济的韧性，另

一方面则得益于护盘力量。因为存

量热钱愈发认识到一个稳定的盘

面， 对于制造短线兴奋点的重要

性，在市场急跌之际不再一味恐慌

出逃。因此，在上周五，虽然指数在

盘中一度跳水，但并没有恐慌性抛

盘，也没有达到10%跌幅限制的个

股。反而随之就看到当升科技等新

能源动力汽车产业链个股出现在

涨停板行列。这迅速聚集了市场人

气， 削弱了黑天鹅飞来的压力，从

而驱动着A股迅速寻找到支撑，进

而缓缓走高。

金融股迎来分红潮 中国银行小幅贴权

0.04

元

随着时间的推移，上市公司

迎来了2015年报的现金分红潮。

其中，金融股是A股市场的现金

分红大户。 以沪市为例，金融业

的派现力度最大，合计派现4192

亿 元 ， 占 沪 市 分 红 总 额 的

62.29%。 A股市场金融行业上市

公司出现现金分红潮，对当前A

股市场的资金面有着较为积极

的影响力。

部分金融股在近期的走势

就较为抗跌，主要是因为金融股

的市净率、 市盈率的估值低，但

股息率高，所以，部分避险型资

金就愿意加仓金融股。 例如中国

银行等近期实施现金分红方案

的含权股的走势相对强硬，出现

了一定程度的抢权行情。 不过，

在上周五，中国银行实施现金分

红方案，小幅贴权0.04元。 显示

出前期的抢权所带来的获利盘

在上周五有所套现。

后市， 金融股乃至整个A股

市场的现金分红对A股市场存量

资金有一定积极导向意义。 一方

面是现金分红总额较为可观。 以

沪市为例，在2015年年报中，745

家沪市公司推出派现方案， 占公

司总数的67.97%；合计派现6729

亿元。以往经验显示出，现金分红

的现金流大多还会留在证券市

场，成为A股市场新增资金。 即便

考虑红利税因素之后， 仍然有

5000余亿元的新增资金。 另一方

面，因为金融股是分红主力，意味

着金融股在现金分红潮中的买盘

力量是相对雄厚的， 从而有利于

金融股的股价走势， 也有利于A

股市场的走势， 这其实也是近期

A股屡屡有黑天鹅出现，但A股走

势仍然相对强硬的原因之一。

周K线

3

连阴 A股攻击力不足

虽然上周五A股市场的走势

显示出短线A股具有强大的下档

支撑力度。 但是，就中期趋势来

说，A股市场也可能难有大的作

为。 主要是因为中短线的A股仍

然处在寻找支撑的态势中，体现

在盘面， 就是上证指数的周K线

收出了持续3连阴的K线组合，这

本身就说明了短线A股是维稳有

余，但攻击力度并不足。

英国脱欧事件可能会进一步

发酵。 因为英国脱欧的背后，是当

前全球资本市场以及全球经济已

面临着发展瓶颈，由享受新经济增

长产业红利而转为切分存量蛋糕，

这就使得欧盟内部争论、 分歧增

多。作为渐次融入到全球经济体系

的中国经济体，也会感受到全球经

济发展的瓶颈，在A股市场创业板

指已经感受到这种压力。因为尚未

出现新的经济增长引擎，没有了新

的产业蛋糕、 新经济商业模式，那

么A股市场，尤其是创业板上市公

司的创新、成长性受到影响，进而

波及到长期估值坐标。

与此同时，英国脱欧后的全球

经济将面临着重新定位， 也会影响

到包括创业板在内的整个A股所背

靠的宏观经济。 毕竟英国是全球重

要经济体，脱欧后，不仅仅会影响到

英国、欧盟之间的利益重新分割，而

且还因为英国重新加入到全球经济

竞争体系， 对我国的经济环境必然

会带来较大影响。 短线影响已经显

现，比如汇率变动、出境游概念股迅

速启航。 这显示出未来A股市场所

背靠的中国经济可能会出现较大的

变数，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压

力的， 这些均会体现在A股上市公

司的业绩演变趋势中。

短线来说，在护盘力量支撑

下，A股难有大的调整空间，正如

上周五行情。 但A股也缺乏强有

力的突破引擎。 本周A股也会延

续着上周的走势， 即上有压力

顶，下有支撑底，继续区间震荡。

“智能表”成热点 物联网概念周涨

8.83%

近期，市场热钱对物联网板

块的关注度很高，wind物联网

概念周涨8.83%， 仅次于次新股

位居概念涨幅榜第二位。 尤其是

基于物联网的智能表产业股出

现了较为火爆的态势，从事于智

能水表业务的三川智慧更是一

周大涨52.02%。

行业分析师认为， 物联网产

业股的崛起，主要是因为NB-IoT

技术在近期韩国釜山举办的

3GPP� RAN会议获得批准通过，

使其成为全市场的聚焦点。 据资

料显示，NB-IoT技术（Narrow�

Band� Internet� of� Things，窄带

蜂窝物联网） 是一种可在全球范

围内广泛应用的新兴技术， 相对

于WiFi， 蓝牙、GSM等无线通讯

协议，NB-IoT技术具有覆盖广、

连接多、速率低、成本低、功耗少、

架构优等特点， 这些特点使得其

适合在传感、计量、检测等领域大

规模应用。 未来，NB-IoT技术有

望在智能抄表、智能停车、车辆跟

踪、物流监控、智慧农业等领域有

大规模的应用， 该技术的获批将

会补充低速率、 高覆盖物联网技

术的空白，成为大规模低功耗、低

速物联网传感器之间通信的标准

方式， 从而实现物联网进一步的

升级和完善。

智能表的应用不仅仅会获

得新的技术支撑，而且还是物联

网的载体、支柱。 所以，智能表行

业成长有望加速，相关上市公司

积极推进智能表业务：以水表行

业为例，过去几年市场非常关注

智能水表行业的成长性，实际上

讲的是渗透率提升的逻辑。 伴随

着NB-IoT芯片的推出和规模化

应用的逐步开始，行业有望迎来

新一轮快速成长期。 当然，短线

涨幅过大，可能会有所休整。 所

以在操作中， 投资者不追涨、可

低吸。 （金百临咨询 秦洪 执业

证书编号

A12102080900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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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周 限 售 股 解 禁 情 况 一 览

解禁市值逾779亿元

7月限售股解禁规模为全年次低

□本报记者 徐伟平

6月份沪深股市维持震荡，但

部分股票走出独立行情， 重要股

东高位减持意愿提升，截至6月26

日， 沪深股市的净减持金额达到

227.06亿元，减持力度可谓不小。

不过步入7月份，沪深股市限售股

解禁规模仅为779.71亿元， 为年

内次低水平，解禁股票数量缩减，

7月减持压力有望下降，这可能会

对“七翻身”行情构成支撑。不过

仍需警惕部分股票的解禁。

解禁规模降至全年次低

“六月天孩子脸” ，A股是否

纳入MSCI、美联储议息决议、英

国脱欧公投等重要事件在6月发

生，指数剧烈震荡，不过个股却

出现结构性分化，这使得重要股

东的减持意愿提升， 截至6月26

日沪深股市的净减持金额达到

227.06亿元。

6月沪深股市限售股解禁市

值高达2646.03亿元，7月沪深股

市限售股解禁规模降至779.71

亿元，环比大幅下降，为全年次

低水平，仅高于10月308.73亿元

的解禁规模。

从主要板块的解禁市值来

看， 上证主板A股7月解禁市值

为459.32亿元，排在2016年月度

解禁市值的倒数第三位；深证主

板A股7月解禁市值为102.32亿

元，排在2016年月度解禁市值的

倒数第四位； 中小企业板7月解

禁市值为111.80亿元，排在2016

年月度解禁市值的倒数第二位；

创业板7月解禁市值为81.15亿

元，排在2016年月度解禁市值的

倒数第二位。

从行业来看， 建筑装饰、电

气设备和化工板块的解禁股票

数量居前，超过10亿股，分别为

26.60亿股、23.97亿股和11.09亿

股。 钢铁、非银金融、交通运输和

农林牧渔板块的解禁股票数量

超过2亿股。 与之相比，有色金属

和汽车板块的限售股解禁数量

较少， 低于 1亿股， 分别为

8109.39万股和615万股。

从个股来看，7月有59只股

票解禁，13只股票的解禁股票数

量超过1亿股，华锐风电、中国铁

建和中国中铁3只股票的解禁股

票数量超过10亿股， 分别为

23.97亿股、12.42亿股和12.36亿

股。 国海证券、*ST韶钢、新澳股

份、 象屿股份和金浦钛业6只股

票的解禁股票数量超过3亿股，

分别为7.5亿股、7.5亿股、4.46亿

股、4.3亿股和3.60亿股。 与之相

比，上海新阳、柯利达和拓维信

息3只股票的解禁股票数量较

少，低于100万股，分别为88.96

万股、75.70万股和69.77万股。

适度规避三类股票

从减持压力看， 按照相关规

定，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在公司半

年报公告前30日内，不得转让解

除限售股份，7月份产业资本减持

压力相对有限。与此同时，从限售

股解禁规模来看，相较于6月，7月

限售股解禁规模显著下降， 为年

内次低水平。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部分股票的解禁仍需警惕。

首先是主板股票。7月沪深主

板股票解禁规模显著高于中小板

和创业板。“中小创”在6月减持

压力相对较大， 产业资本密集减

持，主板股票减持压力相对较小。

不过步入7月份，中小创解禁股票

数量骤降， 主板股票解禁股票数

量骤增，部分主板股票在7月减持

压力较大，投资者需要警惕。

其次是强周期行业内涨幅

过大的股票。 从行业减持规模

看，7月有16个行业板块出现股

票， 有9个行业板块属于周期性

行业，占比达到56.25%。 其中建

筑装饰、化工、钢铁、非银金融和

交通运输5个周期行业的解禁股

票数量共计为56.98亿股，而7月

份沪深股市的解禁股票数量为

94.35亿股，这5大周期板块占总

数比值超过60%， 达到60.39%。

值得注意的是，此类周期性股票

6月涨幅相对有限， 但不排除其

在7月出现冲高会激发产业资本

的减持意愿。

最后是定向增发解禁股。 统

计显示，7月份有35家公司定向增

发机构配售股份将解禁。 其中中

国铁建和中国中铁的解禁股票数

量超过10亿股，*ST韶钢和国海

证券解禁股票数量超过7亿股。从

以往经验看， 参与定向增发的机

构，其配售股一旦获得解禁，短期

内减持冲动一般都较强。

黑天鹅扰动 A股日K线下影线达

46.69

点

上周A股市场一度强势震

荡。 但在上周五，英国脱欧成为

现实，成为影响全球资本市场波

动的黑天鹅，日经指数一度触及

熔断标准，欧美股市的跌幅也较

为惨烈，A股市场随之波动。 其

中，上证指数在上周五午市后的

跌幅一度达到3%。 不过，随着抄

底资金的涌入，大盘有所企稳回

升， 在日K线图上留下一根下影

线长达46.69点的倒锤型阴K线。

这显示出A股强大的韧性。这

一方面得益于中国经济的韧性，另

一方面则得益于护盘力量。因为存

量热钱愈发认识到一个稳定的盘

面， 对于制造短线兴奋点的重要

性，在市场急跌之际不再一味恐慌

出逃。因此，在上周五，虽然指数在

盘中一度跳水，但并没有恐慌性抛

盘，也没有达到10%跌幅限制的个

股。反而随之就看到当升科技等新

能源动力汽车产业链个股出现在

涨停板行列。这迅速聚集了市场人

气， 削弱了黑天鹅飞来的压力，从

而驱动着A股迅速寻找到支撑，进

而缓缓走高。

金融股迎来分红潮 中国银行小幅贴权

0.04

元

随着时间的推移，上市公司

迎来了2015年报的现金分红潮。

其中，金融股是A股市场的现金

分红大户。 以沪市为例，金融业

的派现力度最大，合计派现4192

亿 元 ， 占 沪 市 分 红 总 额 的

62.29%。 A股市场金融行业上市

公司出现现金分红潮，对当前A

股市场的资金面有着较为积极

的影响力。

部分金融股在近期的走势

就较为抗跌，主要是因为金融股

的市净率、 市盈率的估值低，但

股息率高，所以，部分避险型资

金就愿意加仓金融股。 例如中国

银行等近期实施现金分红方案

的含权股的走势相对强硬，出现

了一定程度的抢权行情。 不过，

在上周五，中国银行实施现金分

红方案，小幅贴权0.04元。 显示

出前期的抢权所带来的获利盘

在上周五有所套现。

后市， 金融股乃至整个A股

市场的现金分红对A股市场存量

资金有一定积极导向意义。 一方

面是现金分红总额较为可观。 以

沪市为例，在2015年年报中，745

家沪市公司推出派现方案， 占公

司总数的67.97%；合计派现6729

亿元。以往经验显示出，现金分红

的现金流大多还会留在证券市

场，成为A股市场新增资金。 即便

考虑红利税因素之后， 仍然有

5000余亿元的新增资金。 另一方

面，因为金融股是分红主力，意味

着金融股在现金分红潮中的买盘

力量是相对雄厚的， 从而有利于

金融股的股价走势， 也有利于A

股市场的走势， 这其实也是近期

A股屡屡有黑天鹅出现，但A股走

势仍然相对强硬的原因之一。

周K线

3

连阴 A股攻击力不足

虽然上周五A股市场的走势

显示出短线A股具有强大的下档

支撑力度。 但是，就中期趋势来

说，A股市场也可能难有大的作

为。 主要是因为中短线的A股仍

然处在寻找支撑的态势中，体现

在盘面， 就是上证指数的周K线

收出了持续3连阴的K线组合，这

本身就说明了短线A股是维稳有

余，但攻击力度并不足。

英国脱欧事件可能会进一步

发酵。 因为英国脱欧的背后，是当

前全球资本市场以及全球经济已

面临着发展瓶颈，由享受新经济增

长产业红利而转为切分存量蛋糕，

这就使得欧盟内部争论、 分歧增

多。作为渐次融入到全球经济体系

的中国经济体，也会感受到全球经

济发展的瓶颈，在A股市场创业板

指已经感受到这种压力。因为尚未

出现新的经济增长引擎，没有了新

的产业蛋糕、 新经济商业模式，那

么A股市场，尤其是创业板上市公

司的创新、成长性受到影响，进而

波及到长期估值坐标。

与此同时，英国脱欧后的全球

经济将面临着重新定位， 也会影响

到包括创业板在内的整个A股所背

靠的宏观经济。 毕竟英国是全球重

要经济体，脱欧后，不仅仅会影响到

英国、欧盟之间的利益重新分割，而

且还因为英国重新加入到全球经济

竞争体系， 对我国的经济环境必然

会带来较大影响。 短线影响已经显

现，比如汇率变动、出境游概念股迅

速启航。 这显示出未来A股市场所

背靠的中国经济可能会出现较大的

变数，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压

力的， 这些均会体现在A股上市公

司的业绩演变趋势中。

短线来说，在护盘力量支撑

下，A股难有大的调整空间，正如

上周五行情。 但A股也缺乏强有

力的突破引擎。 本周A股也会延

续着上周的走势， 即上有压力

顶，下有支撑底，继续区间震荡。

“智能表”成热点 物联网概念周涨

8.83%

近期，市场热钱对物联网板

块的关注度很高，wind物联网

概念周涨8.83%， 仅次于次新股

位居概念涨幅榜第二位。 尤其是

基于物联网的智能表产业股出

现了较为火爆的态势，从事于智

能水表业务的三川智慧更是一

周大涨52.02%。

行业分析师认为， 物联网产

业股的崛起，主要是因为NB-IoT

技术在近期韩国釜山举办的

3GPP� RAN会议获得批准通过，

使其成为全市场的聚焦点。 据资

料显示，NB-IoT技术（Narrow�

Band� Internet� of� Things，窄带

蜂窝物联网） 是一种可在全球范

围内广泛应用的新兴技术， 相对

于WiFi， 蓝牙、GSM等无线通讯

协议，NB-IoT技术具有覆盖广、

连接多、速率低、成本低、功耗少、

架构优等特点， 这些特点使得其

适合在传感、计量、检测等领域大

规模应用。 未来，NB-IoT技术有

望在智能抄表、智能停车、车辆跟

踪、物流监控、智慧农业等领域有

大规模的应用， 该技术的获批将

会补充低速率、 高覆盖物联网技

术的空白，成为大规模低功耗、低

速物联网传感器之间通信的标准

方式， 从而实现物联网进一步的

升级和完善。

智能表的应用不仅仅会获

得新的技术支撑，而且还是物联

网的载体、支柱。 所以，智能表行

业成长有望加速，相关上市公司

积极推进智能表业务：以水表行

业为例，过去几年市场非常关注

智能水表行业的成长性，实际上

讲的是渗透率提升的逻辑。 伴随

着NB-IoT芯片的推出和规模化

应用的逐步开始，行业有望迎来

新一轮快速成长期。 当然，短线

涨幅过大，可能会有所休整。 所

以在操作中， 投资者不追涨、可

低吸。 （金百临咨询 秦洪 执业

证书编号

A1210208090028

）

“脱欧”影响深远

A

股谨慎慢行

□申万宏源 钱启敏

上周英国“脱欧” 公投最终

以“脱欧派” 胜出，引发全球金

融市场大震荡， 欧美股市大跌、

英镑汇率狂贬， 美元日元大涨，

黄金突破1300美元/盎司。 从目

前看，英国“脱欧” 对全球政治

经济和金融市场影响深远，后续

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对A股

的间接影响值得关注。随着全球

资本避险情绪上升、风险偏好下

降，A股资金面将经受考验，未

来市场仍需谨慎慢行。

首先，上周四英国“脱欧”公

投， 周五公布结果全球股市旋即

做出剧烈反应， 股市汇市债市大

宗等均有大幅波动， 英镑汇率创

1985年以来最低水平，由于仅有

一天交易， 后续各大市场还需要

持续消化和反应。同时，英国国内

出现较强反弹呼声， 部分欧盟成

员国也出现公投的声音， 一体化

进程出现停顿甚至倒退， 巨大的

不确定性使得国际资本风险偏好

快速下降，抛售股票、英镑，增持

美元、日元、黄金以及德日瑞士等

强势国债成为主要的避险手段，

因此可以预见短期内国际股市仍

将动荡不止。 A股市场虽然直接

冲击不大，但通过间接传导、“蝴

蝶效应” ， 尤其是对机构投资者

心理预期，仍会产生持续影响。投

资风格将趋于保守。

其次，从资金面看，在5月中

旬到6月中旬五个交易周内，只

有最后一周银证转账出现资金

净流入，此前四周净流出1249亿

元，存量资金博弈的格局没有改

变。此外，本周是6月末银行存款

的考核时点，虽然央行改变了原

有的考核办法，并通过逆回购等

释放流动性，但资金面总体不会

太宽裕。

此外， 从管理层动态看，加

强监管、打击违规，一二线协调，

发行交易级市场并举，对A股市

场正本清源、 长远发展意义重

大，但良药苦口，市场活跃度或

有所下降。

震荡趋弱 防守为上

□西部证券 黄铮

上周市场震荡收低，外围事

件始终困扰A股，沪指周线再度

收阴。近期市场持续缺乏利多支

持，热点不持续导致投资者情绪

趋于谨慎，加之临近年中节点考

核，预计沪指2800点底部支撑有

效，本周指数震荡收敛的疲沓行

情仍有望延续，短线操作需提升

防御策略，静待市场回稳。

上周市场始终困扰于消息

面， 英国公投进程左右市场情

绪。 但这并非A股市场盘弱的唯

一原因。 结合盘面表现，上周市

场热点凌乱，领涨无规律性。 指

数整体弹升空间并不明显，这也

是因为上涨板块多以二、三线品

种为主，如上周五脱欧利空触动

的黄金股反弹，其他题材类品种

均在盘中昙花一现。 此外，主流

板块的表现不持续，以券商为代

表的非金融股在上半周指数破

位阶段起到维稳作用。 与此同

时， 资源类板块上周五的上涨，

更多来自避险情绪升温，企稳反

弹的时机尚不明确。 市场整体欠

缺可持续的看点，是指数停滞不

前的主要原因。

本周，英国脱欧事件对于欧

洲经济体的扰动或许刚刚开始，

外围市场的下挫，对投资者情绪

始终形成干扰，也对本周A股进

一步形成波动。虽然从上周五市

场变化看，创业板综指午盘前后

出现明显的探底回升，但并未有

效刺激市场情绪的跟随，两市多

数板块个股仍以普遍调整报收。

结合技术走势观察， 沪指日K线

明显遭受短期均线压制，伴随上

周五回探股指重心有所下移，量

能小幅放大说明做空力量暂居

上风。 沪指周K线呈现三连阴格

局，五周、十周均线粘合度较为

紧密，缠绕指数进一步趋平说明

反弹无力的疲沓现状。 从中长期

均线观察，收敛走低的格局会给

后期市场反弹形成空间压制，在

量能未能出现实质性恢复之前，

指数的低位反弹都将以短期波

动为主。 外围影响不消除，市场

企稳回升就需要耐心等待，震荡

趋弱格局之下，操作策略的防御

性要求应有提升。

耐心等待局势明朗

□银泰证券 陈建华

上周A股整体呈震荡格局。

在国内外诸多不确定性事件的

影响下沪深市场走势料将相对

复杂， 投资者更多的应保持耐

心，等待局势明朗。

首先， 作为全球性的重大政

治事件，英国退欧带来的影响将持

续发酵，其对后期国际资本市场形

成进一步冲击将是大概率事件，在

此基础上各国央行不排除出台政

策稳定市场的可能。 事实上，英国

脱欧结果确认后的几小时内，英

国、欧洲、美国、日本央行均表态将

密切关注市场并提供稳定所需要

的支持，世界银行、IMF等国际也

在第一时间进行了类似表态。后期

英国脱欧事件的持续发酵以及各

国央行为稳定市场可能出台的应

对措施将是影响未来一段时间A

股运行的重要因素，由于存在诸多

不确定性，其对沪深两市运行的影

响料也将相对复杂，A股波动幅度

因此料将进一步增大。

其次，近期管理层对资本市

场“壳” 资源炒作、跨界并购重

组、虚假业绩承诺等监管明显增

强。此类监管的加强有利于资本

市场长期健康发展。 当前市场并

未有效反映监管升级的利空，一

方面各方对此已有一定预期，另

一方面管理层监管政策加强相

对低调， 这减轻了对市场的冲

击。 但仍不宜忽视当前政策对A

股运行的影响，相关个股将直接

面临估值回归的压力，而这样的

个股在目前的市场上并不少见。

此外，就A股自身的运行情

况看，前期强势股的乏力也预示

着市场振幅将进一步增大。 五月

中旬以来尽管指数涨幅有限，但

在资金风险偏好回升的情况下

沪深迎来了较好的投资窗口，期

间以新能源汽车、次新股为代表

的局部板块涨幅明显。然而当前

随着国内外不确定性因素的增

加， 前期强势板块疲态初显，从

以往经验看，强势板块的调整往

往将导致市场振幅加剧。

本周趋势 看空

中线趋势 看平

本周区间

2780-2900

点

本周热点 小市值题材股

本周焦点 全球市场表现

本周趋势 看平

中线趋势 看平

本周区间

2800-2945

点

本周热点 创业板

本周焦点 成交量

本周趋势 看平

中线趋势 看平

本周区间

2800-3000

点

本周热点 非银金融

、

消费白马股

本周焦点 英国脱欧影响的持续发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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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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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1211.SH

国泰君安

2016-6-27 324,900.92 477,400.92 285,099.08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0606.SH

绿地控股

2016-6-30 270,504.82 322,336.83 894,478.61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1558.SH

华锐风电

2016-7-1 239,694.00 459,060.00 144,00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0297.SH

广汇汽车

2016-6-29 44,598.60 183,982.86 366,057.21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0625.SZ

长安汽车

2016-6-30 37,335.83 376,088.11 1.89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600613.SH

神奇制药

2016-6-27 30,208.98 47,932.00 0.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3589.SH

口子窖

2016-6-29 23,352.44 29,352.44 30,647.56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3117.SH

万林股份

2016-6-29 17,510.50 23,510.50 17,539.5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0562.SH

国睿科技

2016-6-27 15,998.94 46,271.08 0.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770.SZ

科迪乳业

2016-6-30 15,246.40 28,926.40 25,753.6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386.SZ

飞天诚信

2016-6-27 12,221.50 27,794.88 14,009.52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3116.SH

红蜻蜓

2016-6-30 12,190.57 18,070.57 22,809.43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0582.SZ

北部湾港

2016-6-30 12,189.62 26,395.52 69,009.06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772.SZ

众兴菌业

2016-6-27 8,754.70 16,395.79 15,568.95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442.SZ

龙星化工

2016-7-1 7,262.94 25,081.44 22,918.56

追加承诺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002769.SZ

普路通

2016-6-29 6,490.51 10,190.51 4,881.38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482.SZ

万孚生物

2016-6-30 6,210.60 10,610.60 6,989.4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486.SZ

东杰智能

2016-6-30 5,486.39 8,958.39 5,179.69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3979.SH

金诚信

2016-6-30 5,247.20 14,747.20 22,752.8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0502.SH

安徽水利

2016-6-27 5,096.62 90,424.72 0.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3223.SH

恒通股份

2016-6-30 4,900.00 7,900.00 4,10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1668.SH

中国建筑

2016-6-27 4,892.67 2,994,948.65 5,051.35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600775.SH

南京熊猫

2016-6-28 3,921.57 67,183.85 0.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481.SZ

濮阳惠成

2016-6-30 3,780.00 7,780.00 8,22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413.SZ

雷科防务

2016-6-27 3,379.60 70,826.19 27,567.69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771.SZ

真视通

2016-6-29 3,259.43 5,259.43 2,805.22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775.SZ

文科园林

2016-6-29 3,106.00 6,106.00 5,894.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3838.SH

四通股份

2016-7-1 3,060.00 9,728.00 16,94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632.SZ

道明光学

2016-6-27 2,962.96 55,341.55 3,830.56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768.SZ

国恩股份

2016-6-30 2,700.00 8,700.00 15,30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485.SZ

赛升药业

2016-6-27 2,448.00 8,447.96 15,552.04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0998.SH

九州通

2016-7-1 2,356.41 145,397.40 19,303.54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002776.SZ

柏堡龙

2016-6-27 2,222.00 7,466.00 13,51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464.SZ

星徽精密

2016-6-28 1,961.00 4,028.00 4,393.5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0501.SH

航天晨光

2016-7-1 1,760.00 40,688.36 1,440.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262.SZ

恩华药业

2016-6-30 1,744.97 53,206.81 9,864.88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483.SZ

沃施股份

2016-6-30 1,686.30 3,236.30 2,913.7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0380.SH

健康元

2016-7-1 1,521.74 156,105.33 2,597.60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300489.SZ

中飞股份

2016-7-1 1,314.50 2,449.50 2,088.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1877.SH

正泰电器

2016-6-27 453.96 131,944.60 0.00

股权激励一般股份

603085.SH

天成自控

2016-6-30 375.00 2,875.00 7,125.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488.SZ

恒锋工具

2016-7-1 312.00 1,563.00 4,688.00

首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521.SH

华海药业

2016-6-29 272.17 102,165.35 942.57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300250.SZ

初灵信息

2016-6-30 59.97 10,798.53 12,196.65

追加承诺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300348.SZ

长亮科技

2016-6-27 46.81 12,419.78 16,804.22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600891.SH

秋林集团

2016-6-27 23.70 32,413.49 29,345.09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上周出现交易异动的部分股票

解禁市值逾779亿元

7月限售股解禁规模为全年次低

□本报记者 徐伟平

6月份沪深股市维持震荡，但

部分股票走出独立行情， 重要股

东高位减持意愿提升，截至6月26

日， 沪深股市的净减持金额达到

227.06亿元，减持力度可谓不小。

不过步入7月份，沪深股市限售股

解禁规模仅为779.71亿元， 为年

内次低水平，解禁股票数量缩减，

7月减持压力有望下降，这可能会

对“七翻身”行情构成支撑。不过

仍需警惕部分股票的解禁。

解禁规模降至全年次低

“六月天孩子脸” ，A股是否

纳入MSCI、美联储议息决议、英

国脱欧公投等重要事件在6月发

生，指数剧烈震荡，不过个股却

出现结构性分化，这使得重要股

东的减持意愿提升， 截至6月26

日沪深股市的净减持金额达到

227.06亿元。

6月沪深股市限售股解禁市

值高达2646.03亿元，7月沪深股

市限售股解禁规模降至779.71

亿元，环比大幅下降，为全年次

低水平，仅高于10月308.73亿元

的解禁规模。

从主要板块的解禁市值来

看， 上证主板A股7月解禁市值

为459.32亿元，排在2016年月度

解禁市值的倒数第三位；深证主

板A股7月解禁市值为102.32亿

元，排在2016年月度解禁市值的

倒数第四位； 中小企业板7月解

禁市值为111.80亿元，排在2016

年月度解禁市值的倒数第二位；

创业板7月解禁市值为81.15亿

元，排在2016年月度解禁市值的

倒数第二位。

从行业来看， 建筑装饰、电

气设备和化工板块的解禁股票

数量居前，超过10亿股，分别为

26.60亿股、23.97亿股和11.09亿

股。 钢铁、非银金融、交通运输和

农林牧渔板块的解禁股票数量

超过2亿股。 与之相比，有色金属

和汽车板块的限售股解禁数量

较少， 低于 1亿股， 分别为

8109.39万股和615万股。

从个股来看，7月有59只股

票解禁，13只股票的解禁股票数

量超过1亿股，华锐风电、中国铁

建和中国中铁3只股票的解禁股

票数量超过10亿股， 分别为

23.97亿股、12.42亿股和12.36亿

股。 国海证券、*ST韶钢、新澳股

份、 象屿股份和金浦钛业6只股

票的解禁股票数量超过3亿股，

分别为7.5亿股、7.5亿股、4.46亿

股、4.3亿股和3.60亿股。 与之相

比，上海新阳、柯利达和拓维信

息3只股票的解禁股票数量较

少，低于100万股，分别为88.96

万股、75.70万股和69.77万股。

适度规避三类股票

从减持压力看， 按照相关规

定，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在公司半

年报公告前30日内，不得转让解

除限售股份，7月份产业资本减持

压力相对有限。与此同时，从限售

股解禁规模来看，相较于6月，7月

限售股解禁规模显著下降， 为年

内次低水平。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部分股票的解禁仍需警惕。

首先是主板股票。7月沪深主

板股票解禁规模显著高于中小板

和创业板。“中小创”在6月减持

压力相对较大， 产业资本密集减

持，主板股票减持压力相对较小。

不过步入7月份，中小创解禁股票

数量骤降， 主板股票解禁股票数

量骤增，部分主板股票在7月减持

压力较大，投资者需要警惕。

其次是强周期行业内涨幅

过大的股票。 从行业减持规模

看，7月有16个行业板块出现股

票， 有9个行业板块属于周期性

行业，占比达到56.25%。 其中建

筑装饰、化工、钢铁、非银金融和

交通运输5个周期行业的解禁股

票数量共计为56.98亿股，而7月

份沪深股市的解禁股票数量为

94.35亿股，这5大周期板块占总

数比值超过60%， 达到60.39%。

值得注意的是，此类周期性股票

6月涨幅相对有限， 但不排除其

在7月出现冲高会激发产业资本

的减持意愿。

最后是定向增发解禁股。 统

计显示，7月份有35家公司定向增

发机构配售股份将解禁。 其中中

国铁建和中国中铁的解禁股票数

量超过10亿股，*ST韶钢和国海

证券解禁股票数量超过7亿股。从

以往经验看， 参与定向增发的机

构，其配售股一旦获得解禁，短期

内减持冲动一般都较强。

黑天鹅扰动 A股日K线下影线达

46.69

点

上周A股市场一度强势震

荡。 但在上周五，英国脱欧成为

现实，成为影响全球资本市场波

动的黑天鹅，日经指数一度触及

熔断标准，欧美股市的跌幅也较

为惨烈，A股市场随之波动。 其

中，上证指数在上周五午市后的

跌幅一度达到3%。 不过，随着抄

底资金的涌入，大盘有所企稳回

升， 在日K线图上留下一根下影

线长达46.69点的倒锤型阴K线。

这显示出A股强大的韧性。这

一方面得益于中国经济的韧性，另

一方面则得益于护盘力量。因为存

量热钱愈发认识到一个稳定的盘

面， 对于制造短线兴奋点的重要

性，在市场急跌之际不再一味恐慌

出逃。因此，在上周五，虽然指数在

盘中一度跳水，但并没有恐慌性抛

盘，也没有达到10%跌幅限制的个

股。反而随之就看到当升科技等新

能源动力汽车产业链个股出现在

涨停板行列。这迅速聚集了市场人

气， 削弱了黑天鹅飞来的压力，从

而驱动着A股迅速寻找到支撑，进

而缓缓走高。

金融股迎来分红潮 中国银行小幅贴权

0.04

元

随着时间的推移，上市公司

迎来了2015年报的现金分红潮。

其中，金融股是A股市场的现金

分红大户。 以沪市为例，金融业

的派现力度最大，合计派现4192

亿 元 ， 占 沪 市 分 红 总 额 的

62.29%。 A股市场金融行业上市

公司出现现金分红潮，对当前A

股市场的资金面有着较为积极

的影响力。

部分金融股在近期的走势

就较为抗跌，主要是因为金融股

的市净率、 市盈率的估值低，但

股息率高，所以，部分避险型资

金就愿意加仓金融股。 例如中国

银行等近期实施现金分红方案

的含权股的走势相对强硬，出现

了一定程度的抢权行情。 不过，

在上周五，中国银行实施现金分

红方案，小幅贴权0.04元。 显示

出前期的抢权所带来的获利盘

在上周五有所套现。

后市， 金融股乃至整个A股

市场的现金分红对A股市场存量

资金有一定积极导向意义。 一方

面是现金分红总额较为可观。 以

沪市为例，在2015年年报中，745

家沪市公司推出派现方案， 占公

司总数的67.97%；合计派现6729

亿元。以往经验显示出，现金分红

的现金流大多还会留在证券市

场，成为A股市场新增资金。 即便

考虑红利税因素之后， 仍然有

5000余亿元的新增资金。 另一方

面，因为金融股是分红主力，意味

着金融股在现金分红潮中的买盘

力量是相对雄厚的， 从而有利于

金融股的股价走势， 也有利于A

股市场的走势， 这其实也是近期

A股屡屡有黑天鹅出现，但A股走

势仍然相对强硬的原因之一。

周K线

3

连阴 A股攻击力不足

虽然上周五A股市场的走势

显示出短线A股具有强大的下档

支撑力度。 但是，就中期趋势来

说，A股市场也可能难有大的作

为。 主要是因为中短线的A股仍

然处在寻找支撑的态势中，体现

在盘面， 就是上证指数的周K线

收出了持续3连阴的K线组合，这

本身就说明了短线A股是维稳有

余，但攻击力度并不足。

英国脱欧事件可能会进一步

发酵。 因为英国脱欧的背后，是当

前全球资本市场以及全球经济已

面临着发展瓶颈，由享受新经济增

长产业红利而转为切分存量蛋糕，

这就使得欧盟内部争论、 分歧增

多。作为渐次融入到全球经济体系

的中国经济体，也会感受到全球经

济发展的瓶颈，在A股市场创业板

指已经感受到这种压力。因为尚未

出现新的经济增长引擎，没有了新

的产业蛋糕、 新经济商业模式，那

么A股市场，尤其是创业板上市公

司的创新、成长性受到影响，进而

波及到长期估值坐标。

与此同时，英国脱欧后的全球

经济将面临着重新定位， 也会影响

到包括创业板在内的整个A股所背

靠的宏观经济。 毕竟英国是全球重

要经济体，脱欧后，不仅仅会影响到

英国、欧盟之间的利益重新分割，而

且还因为英国重新加入到全球经济

竞争体系， 对我国的经济环境必然

会带来较大影响。 短线影响已经显

现，比如汇率变动、出境游概念股迅

速启航。 这显示出未来A股市场所

背靠的中国经济可能会出现较大的

变数，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压

力的， 这些均会体现在A股上市公

司的业绩演变趋势中。

短线来说，在护盘力量支撑

下，A股难有大的调整空间，正如

上周五行情。 但A股也缺乏强有

力的突破引擎。 本周A股也会延

续着上周的走势， 即上有压力

顶，下有支撑底，继续区间震荡。

“智能表”成热点 物联网概念周涨

8.83%

近期，市场热钱对物联网板

块的关注度很高，wind物联网

概念周涨8.83%， 仅次于次新股

位居概念涨幅榜第二位。 尤其是

基于物联网的智能表产业股出

现了较为火爆的态势，从事于智

能水表业务的三川智慧更是一

周大涨52.02%。

行业分析师认为， 物联网产

业股的崛起，主要是因为NB-IoT

技术在近期韩国釜山举办的

3GPP� RAN会议获得批准通过，

使其成为全市场的聚焦点。 据资

料显示，NB-IoT技术（Narrow�

Band� Internet� of� Things，窄带

蜂窝物联网） 是一种可在全球范

围内广泛应用的新兴技术， 相对

于WiFi， 蓝牙、GSM等无线通讯

协议，NB-IoT技术具有覆盖广、

连接多、速率低、成本低、功耗少、

架构优等特点， 这些特点使得其

适合在传感、计量、检测等领域大

规模应用。 未来，NB-IoT技术有

望在智能抄表、智能停车、车辆跟

踪、物流监控、智慧农业等领域有

大规模的应用， 该技术的获批将

会补充低速率、 高覆盖物联网技

术的空白，成为大规模低功耗、低

速物联网传感器之间通信的标准

方式， 从而实现物联网进一步的

升级和完善。

智能表的应用不仅仅会获

得新的技术支撑，而且还是物联

网的载体、支柱。 所以，智能表行

业成长有望加速，相关上市公司

积极推进智能表业务：以水表行

业为例，过去几年市场非常关注

智能水表行业的成长性，实际上

讲的是渗透率提升的逻辑。 伴随

着NB-IoT芯片的推出和规模化

应用的逐步开始，行业有望迎来

新一轮快速成长期。 当然，短线

涨幅过大，可能会有所休整。 所

以在操作中， 投资者不追涨、可

低吸。 （金百临咨询 秦洪 执业

证书编号

A1210208090028

）

“脱欧”影响深远

A

股谨慎慢行

□申万宏源 钱启敏

上周英国“脱欧” 公投最终

以“脱欧派” 胜出，引发全球金

融市场大震荡， 欧美股市大跌、

英镑汇率狂贬， 美元日元大涨，

黄金突破1300美元/盎司。 从目

前看，英国“脱欧” 对全球政治

经济和金融市场影响深远，后续

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对A股

的间接影响值得关注。随着全球

资本避险情绪上升、风险偏好下

降，A股资金面将经受考验，未

来市场仍需谨慎慢行。

首先，上周四英国“脱欧”公

投， 周五公布结果全球股市旋即

做出剧烈反应， 股市汇市债市大

宗等均有大幅波动， 英镑汇率创

1985年以来最低水平，由于仅有

一天交易， 后续各大市场还需要

持续消化和反应。同时，英国国内

出现较强反弹呼声， 部分欧盟成

员国也出现公投的声音， 一体化

进程出现停顿甚至倒退， 巨大的

不确定性使得国际资本风险偏好

快速下降，抛售股票、英镑，增持

美元、日元、黄金以及德日瑞士等

强势国债成为主要的避险手段，

因此可以预见短期内国际股市仍

将动荡不止。 A股市场虽然直接

冲击不大，但通过间接传导、“蝴

蝶效应” ， 尤其是对机构投资者

心理预期，仍会产生持续影响。投

资风格将趋于保守。

其次，从资金面看，在5月中

旬到6月中旬五个交易周内，只

有最后一周银证转账出现资金

净流入，此前四周净流出1249亿

元，存量资金博弈的格局没有改

变。此外，本周是6月末银行存款

的考核时点，虽然央行改变了原

有的考核办法，并通过逆回购等

释放流动性，但资金面总体不会

太宽裕。

此外， 从管理层动态看，加

强监管、打击违规，一二线协调，

发行交易级市场并举，对A股市

场正本清源、 长远发展意义重

大，但良药苦口，市场活跃度或

有所下降。

震荡趋弱 防守为上

□西部证券 黄铮

上周市场震荡收低，外围事

件始终困扰A股，沪指周线再度

收阴。近期市场持续缺乏利多支

持，热点不持续导致投资者情绪

趋于谨慎，加之临近年中节点考

核，预计沪指2800点底部支撑有

效，本周指数震荡收敛的疲沓行

情仍有望延续，短线操作需提升

防御策略，静待市场回稳。

上周市场始终困扰于消息

面， 英国公投进程左右市场情

绪。 但这并非A股市场盘弱的唯

一原因。 结合盘面表现，上周市

场热点凌乱，领涨无规律性。 指

数整体弹升空间并不明显，这也

是因为上涨板块多以二、三线品

种为主，如上周五脱欧利空触动

的黄金股反弹，其他题材类品种

均在盘中昙花一现。 此外，主流

板块的表现不持续，以券商为代

表的非金融股在上半周指数破

位阶段起到维稳作用。 与此同

时， 资源类板块上周五的上涨，

更多来自避险情绪升温，企稳反

弹的时机尚不明确。 市场整体欠

缺可持续的看点，是指数停滞不

前的主要原因。

本周，英国脱欧事件对于欧

洲经济体的扰动或许刚刚开始，

外围市场的下挫，对投资者情绪

始终形成干扰，也对本周A股进

一步形成波动。虽然从上周五市

场变化看，创业板综指午盘前后

出现明显的探底回升，但并未有

效刺激市场情绪的跟随，两市多

数板块个股仍以普遍调整报收。

结合技术走势观察， 沪指日K线

明显遭受短期均线压制，伴随上

周五回探股指重心有所下移，量

能小幅放大说明做空力量暂居

上风。 沪指周K线呈现三连阴格

局，五周、十周均线粘合度较为

紧密，缠绕指数进一步趋平说明

反弹无力的疲沓现状。 从中长期

均线观察，收敛走低的格局会给

后期市场反弹形成空间压制，在

量能未能出现实质性恢复之前，

指数的低位反弹都将以短期波

动为主。 外围影响不消除，市场

企稳回升就需要耐心等待，震荡

趋弱格局之下，操作策略的防御

性要求应有提升。

耐心等待局势明朗

□银泰证券 陈建华

上周A股整体呈震荡格局。

在国内外诸多不确定性事件的

影响下沪深市场走势料将相对

复杂， 投资者更多的应保持耐

心，等待局势明朗。

首先， 作为全球性的重大政

治事件，英国退欧带来的影响将持

续发酵，其对后期国际资本市场形

成进一步冲击将是大概率事件，在

此基础上各国央行不排除出台政

策稳定市场的可能。 事实上，英国

脱欧结果确认后的几小时内，英

国、欧洲、美国、日本央行均表态将

密切关注市场并提供稳定所需要

的支持，世界银行、IMF等国际也

在第一时间进行了类似表态。后期

英国脱欧事件的持续发酵以及各

国央行为稳定市场可能出台的应

对措施将是影响未来一段时间A

股运行的重要因素，由于存在诸多

不确定性，其对沪深两市运行的影

响料也将相对复杂，A股波动幅度

因此料将进一步增大。

其次，近期管理层对资本市

场“壳” 资源炒作、跨界并购重

组、虚假业绩承诺等监管明显增

强。此类监管的加强有利于资本

市场长期健康发展。 当前市场并

未有效反映监管升级的利空，一

方面各方对此已有一定预期，另

一方面管理层监管政策加强相

对低调， 这减轻了对市场的冲

击。 但仍不宜忽视当前政策对A

股运行的影响，相关个股将直接

面临估值回归的压力，而这样的

个股在目前的市场上并不少见。

此外，就A股自身的运行情

况看，前期强势股的乏力也预示

着市场振幅将进一步增大。 五月

中旬以来尽管指数涨幅有限，但

在资金风险偏好回升的情况下

沪深迎来了较好的投资窗口，期

间以新能源汽车、次新股为代表

的局部板块涨幅明显。然而当前

随着国内外不确定性因素的增

加， 前期强势板块疲态初显，从

以往经验看，强势板块的调整往

往将导致市场振幅加剧。

上周出现交易异动的部分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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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145.SZ

中核钛白

2016-6-20 6.42 -2.73 6.37 5,389.86 34,602.88

002464.SZ

金利科技

2016-6-21 56.00 -7.67 59.60 480.00 26,880.00

300104.SZ

乐视网

2016-6-20 45.17 -5.01 48.69 520.00 23,488.40

000801.SZ

四川九洲

2016-6-22 12.10 7.17 11.38 1,914.00 23,159.40

300278.SZ

华昌达

2016-6-22 14.46 -9.23 16.18 1,330.00 19,231.80

600297.SH

广汇汽车

2016-6-21 9.30 0.11 9.79 2,000.00 18,600.00

300083.SZ

劲胜精密

2016-6-24 8.08 -7.02 8.33 2,290.00 18,503.20

600666.SH

奥瑞德

2016-6-23 31.03 -9.98 34.91 595.00 18,462.85

002069.SZ *ST

獐岛

2016-6-23 8.32 -5.02 8.87 2,165.00 18,012.80

002631.SZ

德尔未来

2016-6-21 25.84 -4.08 26.50 660.00 17,054.40

300083.SZ

劲胜精密

2016-6-23 8.43 3.82 8.69 1,800.00 15,174.00

002517.SZ

恺英网络

2016-6-23 41.00 -0.27 41.75 364.00 14,924.00

600666.SH

奥瑞德

2016-6-23 31.03 -9.98 34.91 480.50 14,909.92

600297.SH

广汇汽车

2016-6-21 9.30 0.11 9.79 1,600.00 14,880.00

300007.SZ

汉威电子

2016-6-22 26.08 6.54 26.93 500.00 13,040.00

002049.SZ

紫光国芯

2016-6-21 41.92 -5.59 43.67 300.00 12,576.00

002605.SZ

姚记扑克

2016-6-22 15.60 0.84 15.60 800.23 12,483.51

601009.SH

南京银行

2016-6-23 8.55 -9.04 9.36 1,430.40 12,229.92

000957.SZ

中通客车

2016-6-23 40.56 4.81 41.60 300.00 12,168.00

603555.SH

贵人鸟

2016-6-24 22.50 -9.38 24.22 514.00 11,565.00

002069.SZ *ST

獐岛

2016-6-23 8.32 -5.02 8.87 1,390.00 11,564.80

002412.SZ

汉森制药

2016-6-23 16.34 -6.20 17.40 700.00 11,438.00

300467.SZ

迅游科技

2016-6-24 55.19 -3.65 56.90 200.00 11,038.00

600532.SH

宏达矿业

2016-6-24 14.28 -9.91 15.44 770.00 10,995.60

300278.SZ

华昌达

2016-6-23 14.58 -9.89 16.01 700.00 10,206.00

002657.SZ

中科金财

2016-6-22 50.65 -0.08 52.22 200.00 10,130.00

600104.SH

上汽集团

2016-6-24 19.70 -2.62 20.05 500.00 9,850.00

300403.SZ

地尔汉宇

2016-6-21 52.16 -9.60 55.85 182.00 9,493.12

300083.SZ

劲胜精密

2016-6-22 7.88 -2.72 8.12 1,200.00 9,456.00

002223.SZ

鱼跃医疗

2016-6-20 29.73 -4.31 30.97 315.00 9,364.95

000008.SZ

神州高铁

2016-6-20 11.00 -8.10 11.40 850.00 9,350.00

000008.SZ

神州高铁

2016-6-20 11.00 -8.10 11.40 850.00 9,350.00

600297.SH

广汇汽车

2016-6-21 9.30 0.11 9.79 1,000.00 9,300.00

002619.SZ

巨龙管业

2016-6-22 13.40 -4.63 14.11 674.02 9,031.86

300294.SZ

博雅生物

2016-6-20 50.27 -10.01 55.27 179.66 9,031.48

300467.SZ

迅游科技

2016-6-22 56.26 -0.57 58.00 160.00 9,001.60

002508.SZ

老板电器

2016-6-21 33.39 -7.99 36.35 268.78 8,974.56

000750.SZ

国海证券

2016-6-24 6.41 -9.97 7.30 1,400.00 8,974.00

300403.SZ

地尔汉宇

2016-6-21 52.16 -9.60 55.85 172.00 8,971.52

002223.SZ

鱼跃医疗

2016-6-20 29.73 -4.31 30.97 300.00 8,919.00

600887.SH

伊利股份

2016-6-21 14.70 -9.98 16.31 604.00 8,878.80

603799.SH

华友钴业

2016-6-20 40.09 -4.82 41.33 220.00 8,819.80

000008.SZ

神州高铁

2016-6-20 11.00 -8.10 11.40 800.00 8,800.00

300328.SZ

宜安科技

2016-6-24 16.02 -10.00 17.18 545.00 8,730.90

002431.SZ

棕榈股份

2016-6-20 11.49 -2.05 11.78 750.00 8,617.50

002002.SZ

鸿达兴业

2016-6-23 16.15 -9.52 17.76 533.33 8,613.30

600297.SH

广汇汽车

2016-6-21 9.30 0.11 9.79 900.00 8,370.00

002506.SZ

协鑫集成

2016-6-21 6.26 -9.93 6.77 1,300.00 8,138.00

300078.SZ

思创医惠

2016-6-24 30.36 -9.99 34.14 263.67 8,005.08

300083.SZ

劲胜精密

2016-6-20 7.95 -3.52 8.20 1,000.00 7,950.00

300328.SZ

宜安科技

2016-6-24 16.02 -10.00 17.18 490.00 7,849.80

300476.SZ

胜宏科技

2016-6-20 25.84 -0.77 26.50 300.18 7,756.65

002657.SZ

中科金财

2016-6-20 49.72 -4.02 51.26 150.00 7,458.00

600297.SH

广汇汽车

2016-6-21 9.30 0.11 9.79 800.00 7,440.00

002223.SZ

鱼跃医疗

2016-6-20 29.73 -4.31 30.97 249.00 7,402.77

000700.SZ

模塑科技

2016-6-20 20.86 -1.51 21.50 350.00 7,301.00

002106.SZ

莱宝高科

2016-6-20 11.97 2.13 12.22 600.00 7,182.00

002106.SZ

莱宝高科

2016-6-22 11.80 1.03 12.00 600.00 7,080.00

600666.SH

奥瑞德

2016-6-23 31.03 -9.98 34.91 225.00 6,981.75

600666.SH

奥瑞德

2016-6-23 31.03 -9.98 34.91 225.00 6,981.75

本周限售股解禁表格上周大宗交易和交易异动表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