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周趋势 看多

中线趋势 看平

本周区间

3110-3150

点

本周热点 环保、军工

本周焦点 中小盘股

本周趋势 看平

中线趋势 看多

本周区间

3100-3150

点

本周热点 超跌股、改革主题

本周焦点 金融

本周趋势 看平

中线趋势 看平

本周区间

3000-3100

点

本周热点 次新股、白马股

本周焦点 漂亮

50

能否再度崛起

本周趋势 看平

中线趋势 看平

本周区间

3100-3170

点

本周热点 暂无

本周焦点 政策动态及资金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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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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6月以来获得增持股票

兜底增持股票明细

代码 名称

增持

人数

起始日 截止日

流通股

数量

（万股）

占流通股

比（%）

成交均价

（元）

较成交均

价涨跌幅

（%）

变动部分

参考市值

（万元）

002130.SZ

沃尔核材

223 2017-6-7 2017-6-14 173.41 0.19 6.43 -0.31 1125.96

000736.SZ

罗牛山

6 2017-6-9 2017-6-9 3.57 0 6.23 -0.48 22.31

002121.SZ

科陆电子

120 2017-6-6 2017-6-12 113.31 0.16 8.84 -0.68 1020.38

000735.SZ

罗牛山

6 2017-6-12 2017-6-12 2.54 0 6.25 -0.8 15.98

300246.SZ

宝莱特

10 2017-6-5 2017-6-9 3.79 0.04 27.96 -0.86 107.75

300247.SZ

乐金健康

7 2017-6-7 2017-6-8 5.88 0.01 6.86 -1.17 40.05

300043.SZ

星辉娱乐

84 2017-6-6 2017-6-9 72.3 0.09 8.53 -1.41 621.55

600086.SH

东方金钰

32 2017-6-7 2017-6-9 13.26 0.01 11.04 -1.54 150.92

000737.SZ

罗牛山

6 2017-6-8 2017-6-8 1.55 0 6.3 -1.59 9.81

000835.SZ

长城动漫

1 2017-6-7 2017-6-13 0.1 0 10.02 -1.65 1.01

300464.SZ

星徽精密

12 2017-6-9 2017-6-9 7.02 0.08 13.43 -1.85 94.63

002071.SZ

长城影视

2 2017-6-8 2017-6-13 0.28 0 10.5 -2.29 2.93

300309.SZ

吉艾科技

12 2017-6-6 2017-6-15 11.67 0.05 17.41 -2.3 212.54

300155.SZ

安居宝

21 2017-6-5 2017-6-7 26.56 0.1 9.03 -2.88 235.12

300173.SZ

智慧松德

12 2017-6-9 2017-6-9 0.57 0 13.01 -3 7.35

300174.SZ

智慧松德

12 2017-6-8 2017-6-8 1.48 0 13.15 -4.03 19.52

300466.SZ

星徽精密

12 2017-6-6 2017-6-6 0.73 0.01 13.87 -4.96 10.48

002681.SZ

奋达科技

211 2017-6-2 2017-6-6 159.89 0.27 13.05 -5.36 2058.37

300175.SZ

智慧松德

12 2017-6-7 2017-6-7 1.11 0 13.37 -5.61 14.78

002571.SZ *ST

德力

3 2017-6-9 2017-6-13 25.14 0.1 7.69 -5.62 186.97

300465.SZ

星徽精密

12 2017-6-8 2017-6-8 0.92 0.01 14.05 -6.2 12.94

002094.SZ

青岛金王

29 2017-6-6 2017-6-12 24.88 0.88 22.08 -6.93 555.23

6月以来净增持参考市值

热点轮动 震荡格局不变

□申万宏源 钱启敏

上周沪深股市冲高回落，其

中上证50等权重股拖累大盘，而

钴概念、锂电池等题材股超跌反

弹。 但在存量资金博弈格局下，

指数的箱体震荡难以改变。

首先，目前市场缺乏增量资

金，银证转账五月初至今证券交

易保证金净流出1047亿元，年初

至今净流出611亿元， 周日均余

额已经连续7周低于1.3万亿元，

处于严重枯水水位。在缺乏持续

增量资金补充的前提下，大盘难

以出现有力度的向上突破。

其次， 随着市场持续低迷，

维护市场相对稳定的政策信号

也较为明显。 另外，在大小非解

禁减持新股实施后，大小非减持

的数量和节奏已有明显减缓，对

二级市场保持稳定作用显现。

最后，从技术面看，目前上

证指数正位于120日半年线和

250日年线所形成的狭窄箱体当

中运行， 其中半年线位于3170

点附近， 而年线位于3115点一

线，再加上3100点整数关，因此

后市大盘有望保持在3100点到

3170点之间震荡运行， 波动幅

度较窄。

上周受险资重仓股震荡回

调影响，上证50曾创出年内最大

单日跌幅，绩优蓝筹板块顺势调

整、消化洗筹，而次新股、创业板

以及小金属、锂电池等题材股超

跌反弹，填补蓝筹股调整而留下

的热点空缺。 不过由于次新股、

创业板估值仍然较高，锂电池等

题材股仍以概念为主，业绩尚难

快速跟进，大连港等消息股也呈

现“一日游” 的短线特征，因此

对于超跌小票以及概念板块仍

以短线反弹看待，市场“二八”

风格转换可能性不大。投资者对

小票的追逐仍应相对谨慎，浅尝

即止。

白马股回调或是介入良机

□中信证券 符海问

上周两市风格出现了转换，

大盘蓝筹与白马股近期稳中有

升的格局发生了改变，取而代之

的是小盘股表现相对强势。不管

从时间还是空间上看，创业板大

概率未到底，而资金由于抱团取

暖的需要，有“漂亮50” 之称的

大盘蓝筹白马股仍可能是首选。

一方面， 自2012年见底到

2015年6月份见顶，创业板2年半

牛市已极大地透支未来行情。 正

常情况下，短时透支后，回调持

续时间通常远超上行持续时间。

因此创业板自2015年6月至今近

两年的调整时间， 大概率未完

成。另一方面，从空间上看，一轮

上升行情里累积的巨大涨幅，通

常需要两次腰斩才会真正见底。

从目前创业板整体50多倍的市

盈率看，估值并不算低，特别是

新股持续发行，股票变得不稀缺

的背景下，创业板估值向下的概

率还很大。 在去杠杆和监管趋严

的情况下，以创业板为代表的小

票，仍可能是资金回避的对象。

由于市场缺乏赚钱效应，股

市吸引新增资金加入的可能性降

低，只能是场内资金在博弈。预计

资金面不断趋紧是大概率事件，

这将对股市行情造成较大的压

制。场内资金只能向具备安全、稳

定的白马股聚集。 尽管前期不少

白马股创了历史新高， 但由于其

良好的分红预期和不错的业绩表

现， 预计还会继续成为场内资金

的“抽水机” 。不排除前期滞涨的

二线蓝筹也会由于比价效应受到

资金追捧。 50ETF或100ETF也

可能是不错的选择。 总之，“抓大

放小” 仍可能是近期的主流。

短线

3100

点附近仍有反复

□西部证券 王璐

上周沪指摸高3164点后震

荡回落，最终收于3150点整理平

台下方。 美联储加息干扰有限，

不确定性因素的消退反而有助

于市场情绪的平复，不过后续市

场还面临来自银行季末考核等

流动性层面的考验，资金面波动

仍将影响本周市场运行，预计本

周市场将在3100点一带反复整

理蓄势。

上周结构型分化特征再度显

现。随着保险、银行等白马蓝筹调

整压力加剧， 资金开始转向存在

超跌补涨要求的中小创品种。 不

过领涨品种的切换速度偏快，量

能迟迟难以有效释放， 可见目前

题材股的活跃还未摆脱资金短炒

范畴，热点持续性不佳，不利于赚

钱效应的形成， 也难以吸引场外

资金。另一方面，中小创品种尚不

具备持续走强的基础， 超跌反弹

后部分高估值题材股仍存在风险

释放要求。 市场经过前期快速拉

升已积累一定获利盘， 短线获利

回吐压力加剧属情理之中， 不过

“跷跷板”格局的重现，既有场内

资金调仓换股的要求， 也反映出

资金观望情绪增强、 参与意愿有

限的现状， 这将加大指数走出区

间整理的难度。

目前沪指短期均线和3150

点平台已对指数构成反压，在缺

乏量能有效释放的背景下，指数

对其还难以实现快速突破。 不过

市场调整中量能出现萎缩，也显

示出资金惜售心理。 考虑到下方

5周均线、 年线及3100点整数关

口也对大盘存在技术支撑，短线

指数继续向下的空间有限。 操作

上，建议投资者适当关注存在补

涨要求个股的短线交易性机会，

以及底部形态较好的低估值绩

优股的逢低介入机会，而对于高

估值题材股，还需规避。

存量博弈 适度把握结构性机会

□东吴证券 邓文渊

上周受上证50指数四连阴

回撤拖累，沪指震荡调整，个股

“二八” 转换明显，前期连续下

跌的中小创超跌反弹演绎涨停

秀，资金弃“大” 就“小” 。 投资

者短线宜逢高兑现部分超涨品

种，勿盲目打板追涨，持仓比例

以6成较为灵活。

美联储加息靴子落地，央行

维持公开市场操作利率不变，在

货币政策维持中性稳健大格局

下，进一步收紧的概率偏小。小票

迎来短期风格切换下的再平衡式

补涨，市场情绪有所回暖，个股赚

钱效应并不差。 但量能放大程度

有限， 显示市场仍处存量博弈格

局，尚不能支持大小票同时活跃。

技术面上， 沪指收出冲高回落的

小周阴线， 但5周均线并未失守，

如本周周K收阳将构筑多方攻击

姿态。 MSCI明晟指数将于6月21

日凌晨A股将第四次闯关MSCI

指数， 成功与否也将是本周的扰

动因素，但对市场冲击或弱化。

市场存量资金难以同时满

足大小票的同涨，更多表现为此

起彼落的轮动轮涨格局。但基于

中小创整体高估值，修复性反弹

后的空间仍应谨慎。 短期市场活

跃度的提升，给参与者提供了较

多的短线机会。 操作上，适度把

握存量博弈下的结构性机会，积

极挖掘低位补涨及产品涨价受

益标的股，中线继续关注中报窗

口期下的业绩预期股，对高位高

涨幅个股保持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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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利盘套现上证50指数四连阴

前期蓝筹股一骑绝尘，尤其是上证50成分股的中国平安、贵州茅台等个股更是一度运行在上升通道中，如此就驱动着上证50指数持续上涨，但隐含着调整的风险也在聚集。一方面是来源于半年报业绩的考验。今年上半年以来，白马股出现较大的涨幅，不少上证50成分股的龙头品种涨幅超过了三成，但由于白马股的业绩基数高、成长速度慢，所以半年报的业绩增速可能并不会有30%。既如此，股价与业绩增速有所背离，从而释放出一定的压力。更何况，目前A股市场人气不足，股价涨幅对业绩的透支更易产生较大的资金抽离压力。

另一方面，金融行业的整顿也带来了一定的压力。不仅因为提升了资金利率，由于白马股大多是高负债经营，无论是筹集流动资金，还是发债筹集经营资金，均面临着资金成本抬升的压力，还因为金融整顿直接影响着相关白马股，尤其是金融类上市公司，进而对白马股的发展战略会产生较大的变化预期，如此就对整个白马股的估值产生一定的风险折价驱动力。

近几个交易日，可以明显地看出白马股出现了冲高受阻态势。保险股、家电股、机场股、白酒股等品种均受阻回落，上证50指数也随之疲软，上周收出4连阴，使得K线形态特征不仅仅掐灭了市场参与者对上证50指数的牛市苗头预期，而且还加剧了市场参与者对蓝筹股未来股价走势的担忧。

下游需求驱动小金属指数涨4.3%

今年以来，由于我国对新能源动力汽车补贴力度有所减弱，新能源动力汽车的销售明显放缓，使得新能源动力汽车产业链个股股价出现了一定程度回落走势。但作为新能源动力汽车核心的电池原料产业股则相对强势，尤其是钴产业更是大幅涨升，成为近期A股市场的一大显著亮点，比如说寒锐钴业、华友钴业、洛阳钼业、格林美，如此就驱动着小金属指数大涨4.3%。

业内人士认为，这主要得益于市场参与者对新能源动力汽车未来快速发展的乐观预期。因为我国多煤少油，解决能源安全的核心路径之一就是拓展电能应用范围，减少对石油的依赖。而新能源动力汽车补贴力度的减弱，主要是因为目前在整顿新能源动力汽车补贴过程中的骗补行为。一旦整顿结束，新能源动力汽车的扶持力度还会提升。

与此同时，新能源动力汽车自身的技术进步也特别明显，有望大大提升新能源动力汽车的渗透率。比如特斯拉的电池技术进步，使得续航能力能够达到300公里级别以上。这说明新能源动力汽车的发展前景依然乐观，而且新能源动力汽车的核心在于电池储能的技术进步。由于钴能够有效提升电池储能效率，所以钴已经大批量使用在新能源动力电池领域。据统计，2016年全球钴消费量大约为10.38万吨，同比增加4.3%。其中，电池行业用钴占57.7%，高温合金占比15.4%，硬质合金和硬面合金占比10.8%。2016年国内钴消费结构中，电池材料占比达到78%。

但在供给端，新增矿业的采储量并不高，未来钴产量不会有大的增长。受此影响，钴价在今年以来大幅上扬。相关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5月，钴矿价格暴涨71%。预计未来仍存上涨空间。所以，华友钴业、格林美、寒锐钴业等个股的股价仍有着上升的空间。

估值优势显现创业板ETF增长6.44亿份

上周创业板指出现了震荡中重心回稳的趋势，站上1800点，一周上涨0.78%。虽然涨幅不大，但由于成交量有所放大，显示出渐有资金加仓的态势。这也得到了相关数据的佐证，从4月份以来，易方达创业板ETF场内流通份额从4月初27.93亿份大幅上升至目前的34.37亿份，增长6.44亿份，位列所有场内ETF份额增幅榜首位。此外，上周二，易方达创业板ETF在大宗交易市场成交1732.69万元，成交价为1.53元，成交量为1131万份，占当日二级市场竞价交易全天成交额的4.62%，这就说明了有资金在加速入场，加大创业板的投资力度。

这主要是因为，一是估值坐标的落差在近期愈发明显。经过了前期的持续调整，创业板指的市盈率从100倍持续降至目前的40倍，相当于2013年底、2014年初水平。但经过了前期的持续上涨之后，白马股、上证50成份股的平均市盈率则持续上升，贵州茅台等龙头品种的估值达到了30倍市盈率。由于贵州茅台的市值巨大，成长基数也大，所以再度持续快速成长的概率并不大，因此30倍市盈率略显偏贵。在此背景下，资金从白马股转向创业板也在预期之中。

二是全球资本市场的发展方向也昭示着只有科技股才是股市发展的源头。虽然近几个交易日，苹果、脸谱、谷歌等全球科技股龙头出现了调整，但纵观去年以来的走势，此类科技股是美股步入牛市的引擎。与此同时，在海外上市交易的中国科技股也是持续涨升，阿里、京东、腾讯、陌陌等均如此。由此可见，只有科技股才是引领当代股市上涨的持续推动力。所以，越来越多的长线资金开始愿意配置在A股上市交易的、渐趋便宜的科技股。体现在盘面中，就是部分军工股、移动互联网金融、电子、新能源动力汽车等产业链个股有着明显资金净买入的态势，创业板指的走势自然强硬起来。

净投放2500亿元A股或震荡企稳

当前市场参与者最为担心的可能就是2013年6月中下旬的钱荒会不会重现，毕竟当前机构资金较为紧张，更有降杠杆的金融整顿新因素。

但股票市场有个规律，那就是市场一致预期的事件往往并不会真的出现。或者说，预期的利空，就不是利空。因为这些因素均已反映到价格走势中。更何况，相关部门也不会坐视钱荒重新光临，必然会提前注入流动性，引导市场的预期。而这也得到了相关信息的佐证。比如周五，央行进行300亿7天、1600亿14天及1000亿28天逆回购操作，当日有400亿逆回购到期，净投放2500亿元。由于利率仍然没有变化，所以此举仍然是“加量不加价”，这就引导着市场资金利率趋于平稳。所以，近几个交易日的上海同业拆借利率、国债逆回购利率并没有大起大落，趋于平稳。既如此，钱荒不会来临，预期中的风险永远不会成为真的、现实中的

风险。

操作中，建议投资者可以适量加大仓位。有三类个股可跟踪，一是产品价格上涨概念股，包括钴产业链，也包括永安药业、安纳达等为代表的化工产品股。二是新兴产业股，包括新能源动力汽车产业链个股，也包括集成电器国产化趋势、互联网金融等产业股。三是代表着中国制造业优势的相关产业链个股，尤其是汽车制造业等品种。（金百临资讯秦洪执业证书编号A1210612020001）

获利盘套现 上证50指数

4

连阴

前期蓝筹股一骑绝尘，尤其

是上证50成分股的中国平安、贵

州茅台等个股更是一度运行在

上升通道中，如此就驱动着上证

50指数持续上涨，但隐含着调整

的风险也在聚集。 一方面是来源

于半年报业绩的考验。 今年上半

年以来， 白马股出现较大的涨

幅，不少上证50成分股的龙头品

种涨幅超过了三成，但由于白马

股的业绩基数高、 成长速度慢，

所以半年报的业绩增速可能并

不会有30%。 既然如此，股价与

业绩增速有所背离，从而释放出

一定的压力。 更何况，目前A股

市场人气不足，股价涨幅对业绩

的透支更易产生较大的资金抽

离压力。

另一方面， 金融行业的整

顿也带来了一定的压力。 不仅

因为提升了资金利率， 由于白

马股大多是高负债经营， 无论

是筹集流动资金， 还是发债筹

集经营资金， 均面临着资金成

本抬升的压力， 还因为金融整

顿直接影响着相关白马股，尤

其是金融类上市公司， 进而对

白马股的发展战略会产生较大

的变化预期， 如此就对整个白

马股的估值产生一定的风险折

价驱动力。

近几个交易日，可以明显地

看出白马股出现了冲高受阻态

势。 保险股、家电股、机场股、白

酒股等品种均受阻回落，上证50

指数也随之疲软， 上周收出4连

阴， 使得K线形态特征不仅仅掐

灭了市场参与者对上证50指数

的牛市苗头预期，而且还加剧了

市场参与者对蓝筹股未来股价

走势的担忧。

下游需求驱动 小金属指数涨

4.3%

今年以来，由于我国对新能

源动力汽车补贴力度有所减弱，

新能源动力汽车的销售明显放

缓，使得新能源动力汽车产业链

个股股价出现了一定程度回落

走势。 但作为新能源动力汽车核

心的电池原料产业股则相对强

势， 尤其是钴产业更是大幅涨

升，成为近期A股市场的一大显

著亮点，比如说寒锐钴业、华友

钴业、洛阳钼业、格林美，如此就

驱动着小金属指数大涨4.3%。

业内人士认为，这主要得益

于市场参与者对新能源动力汽

车未来快速发展的乐观预期。 因

为我国多煤少油，解决能源安全

的核心路径之一就是拓展电能

应用范围， 减少对石油的依赖。

而新能源动力汽车补贴力度的

减弱，主要是因为目前在整顿新

能源动力汽车补贴过程中的骗

补行为。 一旦整顿结束，新能源

动力汽车的扶持力度还会提升。

与此同时，新能源动力汽车

自身的技术进步也特别明显，有

望大大提升新能源动力汽车的

渗透率。比如特斯拉的电池技术

进步， 使得续航能力能够达到

300公里级别以上。 这说明新能

源动力汽车的发展前景依然乐

观，而且新能源动力汽车的核心

在于电池储能的技术进步。由于

钴能够有效提升电池储能效率，

所以钴已经大批量使用在新能

源动力电池领域。 据统计，2016

年全球钴消费量大约为10.38万

吨，同比增加4.3%。 其中，电池

行业用钴占57.7%， 高温合金占

比15.4%，硬质合金和硬面合金

占比10.8%。 2016年国内钴消费

结构中， 电池材料占比达到

78%。

但在供给端，新增矿业的采

储量并不高，未来钴产量不会有

大的增长。 受此影响，钴价在今

年以来大幅上扬。 相关数据显

示，今年1月至5月，钴矿价格暴

涨71%。 预计未来仍存上涨空

间。 所以，华友钴业、格林美、寒

锐钴业等个股的股价仍有着上

升的空间。

估值优势显现 创业板ETF增长

6.44

亿份

上周创业板指出现了震荡中

重心回稳的趋势， 站上1800点，

一周上涨0.78%。 虽然涨幅不大，

但由于成交量有所放大， 显示出

渐有资金加仓的态势。 这也得到

了相关数据的佐证， 从4月份以

来， 易方达创业板ETF场内流通

份额从4月初27.93亿份大幅上升

至目前的34.37亿份，增长6.44亿

份， 位列所有场内ETF份额增幅

榜首位。 此外，上周二，易方达创

业板ETF在大宗交易市场成交

1732.69万元， 成交价为1.53元，

成交量为1131万份，占当日二级

市场竞价交易全天成交额的

4.62%， 这就说明了有资金在加

速入场，加大创业板的投资力度。

这主要是因为，一是估值坐

标的落差在近期愈发明显。 经过

了前期的持续调整，创业板指的

市盈率从100倍持续降至目前的

40倍，相当于2013年底、2014年

初水平。 但经过了前期的持续上

涨之后，白马股、上证50成分股

的平均市盈率则持续上升，贵州

茅台等龙头品种的估值达到了

30倍市盈率。由于贵州茅台的市

值巨大，成长基数也大，所以再

度持续快速成长的概率并不大，

因此30倍市盈率略显偏贵。在此

背景下，资金从白马股转向创业

板也在预期之中。

二是全球资本市场的发展

方向也昭示着只有科技股才是

股市发展的源头。 虽然近几个交

易日，苹果、脸谱、谷歌等全球科

技股龙头出现了调整，但纵观去

年以来的走势，此类科技股是美

股步入牛市的引擎。 与此同时，

在海外上市交易的中国科技股

也是持续涨升， 阿里、 京东、腾

讯、陌陌等均如此。 由此可见，只

有科技股才是引领当代股市上

涨的持续推动力。 所以，越来越

多的长线资金开始愿意配置在A

股上市交易的、渐趋便宜的科技

股。 体现在盘面中，就是部分军

工股、移动互联网金融、电子、新

能源动力汽车等产业链个股有

着明显资金净买入的态势，创业

板指的走势自然强硬起来。

净投放

2500

亿元 A股或震荡企稳

当前市场参与者最为担心

的可能就是2013年6月中下旬的

钱荒会不会重现，毕竟当前机构

资金较为紧张，更有降杠杆的金

融整顿新因素。

但股票市场有个规律，那

就是市场一致预期的事件往

往并不会真的出现。 或者说，

预期的利空，就不是利空。 因

为这些因素均已反映到价格

走势中。 更何况，相关部门也

不会坐视钱荒重新光临，必然

会提前注入流动性，引导市场

的预期。 而这也得到了相关信

息的佐证。 比如周五，央行进

行 300亿 7天 、1600亿 14天及

1000亿28天逆回购操作，当日

有400亿逆回购到期， 净投放

2500亿元。 由于利率仍然没有

变化，所以此举仍然是“加量

不加价” ， 这就引导着市场资

金利率趋于平稳。 所以，近几

个交易日的上海同业拆借利

率、国债逆回购利率并没有大

起大落，趋于平稳。 既如此，钱

荒不会来临，预期中的风险永

远不会成为真的、现实中的风

险。

操作中，建议投资者可以适

量加大仓位。 有三类个股可跟

踪， 一是产品价格上涨概念股，

包括钴产业链， 也包括永安药

业、安纳达等为代表的化工产品

股。 二是新兴产业股，包括新能

源动力汽车产业链个股，也包括

集成电器国产化趋势、互联网金

融等产业股。 三是代表着中国制

造业优势的相关产业链个股，尤

其是汽车制造业等品种。 （金百

临资讯 秦洪 执业证书编号

A1210612020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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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产业资本净增持逾40亿元

6526万元“兜底增持”平均亏近3%

□本报记者 王威

5月底的“减持新规” 使得

“花式减持” 的风头得到了明显

抑制。 6月以来，出现重要股东持

股变动的290只股票中，有204只

股票获得增持，整体净增持金额

达到了40.36亿元， 是5月的3倍

有余。 不过中小创依然是减持的

“重灾区” ，而且6月最受关注的

“兜底式增持” 遭遇了响应者寥

寥和热度快速降温的双重尴尬，

不 仅 变 动 参 考 市 值 合 计 仅

6526.58万元， 增持成交均价相

较于最新收盘价平均跌幅更是

高达2.80%。

6月净增持逾40亿元

5月27日， 证监会发布了

《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

份的若干规定》。 这份“减持新

规” 相比于此前，主要变化在扩

大适用范围、 明确受限减持行

为、强化减持信息披露、加强违

规减持法律责任等。 而也正是在

该减持新规出台后，此前的“花

式减持”的风头得到有效遏制。

据Wind资讯数据，截至6月

16日， 沪深两市共有290只股票

出现重要股东持股变动。 其中，

增持股票共有204只， 合计增持

股份数量为8.72亿股， 增持参考

市值为81.45亿元； 遭遇减持的

股票共有76只，合计减持股份数

量为4.19亿股，减持参考市值为

41.08亿元。 此外，还有11只股票

增减持持平。

由此，6月以来产业资本净

增持了4.53亿股，参考增持金额

为40.36亿元，是5月整月10.96亿

元的净增持规模的3倍有余。

从市场分布来看，上证主板

共有51股获得增持，增持参考市

值为41.96亿元；17只股票获得

减持， 减持参考市值为14.63亿

元；整体净增持27.33亿元。 深证

主板共有23股票获得增持，增持

参考市值为10.72亿元；有9只股

票出现减持， 减持参考市值为

3.85亿元， 另有2只股票增减持

持平；整体合计净增持6.87亿元。

中小企业板则有83只股票

获得增持， 增持参考市值为

21.63亿元；28只股票遭到减持，

减持参考市值为14.90亿元，另

有7只股票增减持持平； 整体合

计净增持6.72亿元。 而创业板则

有46只股票获得增持，增持参考

市值为7.13亿元；22只股票遭到

减持，减持参考市值为7.70亿元，

另有2只股票增减持持平， 整体

合计减持5667.98万元。

由此可见，中小创依然是减

持的“重灾区” ，不过金额已经

较5月明显收窄。 不仅如此，虽然

沪深两市主板双双维持了净增

持的情况， 但分化却较5月明显

加大， 沪市主板依然颇受青睐，

而深市主板的增持规模大幅回

落。 分析人士认为，结合市场风

格偏转的情况来看，产业资本逆

风格操作的特征较为明显。

而在6月以来出现增持的

204只股票之中， 中南建设最获

“看好” ， 净买入股份数量达到

了1.07亿股，雅戈尔紧随其后获

得8242.73万股净买入，新黄浦、

津劝业、阳光城和新研股份的净

买入股份数量也都在3000万股

以上， 这6只股票除了新研股份

以外全部来自于主板。 陕西煤业

则成为了6月最 “不受欢迎” 的

股票，以1.40亿股的净卖出股份

数量居于首位， 而通裕重工、东

方园林和仁和药业的净卖出股

份数量也都超过了3000万股。

兜底增持全线浮亏

除了“减持新规” 下，“花式

减持” 得到有效遏制，产业资本

维持了净增持的势头，向市场传

递信心以外，6月最受关注的莫

过于兜底增持概念股了。

自从6月2日午间奋达科技

和凯美特气拉开本轮“兜底式增

持” 序幕，其后股价的涨停潮吸

引了不少公司跟风加入，仅6月6

日一天便有10家上市公司发布

了“兜底式增持” 的倡议。 据不

完全统计，目前两市已有包括科

陆电子、星徽精密、安居宝、宝莱

特、长城动漫等30余家上市公司

董事长或实控人以兜底的方式

倡议员工增持自家公司的股票。

然而“兜底式” 增持却遭遇

了响应者寥寥和热度快速降温

的双重尴尬。据东方财富Choice

数据， 两市共有16只股票6月的

增持响应获得员工响应，响应人

数最多的是沃尔核材和奋达科

技，增持员工人数达223人和211

人。 另有科陆电子和星辉娱乐的

增持员工人数较多。 增持流通股

数量则是从1000股到173.41万

股，不过占流通股比值都在0.9%

以 下 ， 变 动 参 考 市 值 合 计

6526.58万元。

不过“兜底式增持” 的“成

绩单” 却不甚理想，增持成交均

价相较于最新收盘价均录得不

同程度的下跌，整体平均跌幅高

达2.80%。 其中，青岛金王和星徽

精密“损失” 最为惨重，增持成

交均价较上周五收盘价跌幅都

超过了6%，*ST德力、智慧松德、

奋达科技的跌幅也都在5%以上。

市场人士指出，“兜底式增

持” 之所以全部出现明显浮亏，

除了当前存量博弈格局下，热点

切换较快的因素以外,从历史上

“兜底式增持” 潮来看，参与的

投资者赚钱效应并不明显，短期

快速上涨更使得缺乏基本面改

善的股票快速投资未来。 再加上

监管趋严的背景，炒作热情出现

了快速“退烧” 。

6月以来净增持参考市值

热点轮动 震荡格局不变

□申万宏源 钱启敏

上周沪深股市冲高回落，其

中上证50等权重股拖累大盘，而

钴概念、锂电池等题材股超跌反

弹。 但在存量资金博弈格局下，

指数的箱体震荡难以改变。

首先，目前市场缺乏增量资

金，银证转账五月初至今证券交

易保证金净流出1047亿元，年初

至今净流出611亿元， 周日均余

额已经连续7周低于1.3万亿元，

处于严重枯水水位。在缺乏持续

增量资金补充的前提下，大盘难

以出现有力度的向上突破。

其次， 随着市场持续低迷，

维护市场相对稳定的政策信号

也较为明显。 另外，在大小非解

禁减持新股实施后，大小非减持

的数量和节奏已有明显减缓，对

二级市场保持稳定作用显现。

最后，从技术面看，目前上

证指数正位于120日半年线和

250日年线所形成的狭窄箱体当

中运行， 其中半年线位于3170

点附近， 而年线位于3115点一

线，再加上3100点整数关，因此

后市大盘有望保持在3100点到

3170点之间震荡运行， 波动幅

度较窄。

上周受险资重仓股震荡回

调影响，上证50曾创出年内最大

单日跌幅，绩优蓝筹板块顺势调

整、消化洗筹，而次新股、创业板

以及小金属、锂电池等题材股超

跌反弹，填补蓝筹股调整而留下

的热点空缺。 不过由于次新股、

创业板估值仍然较高，锂电池等

题材股仍以概念为主，业绩尚难

快速跟进，大连港等消息股也呈

现“一日游” 的短线特征，因此

对于超跌小票以及概念板块仍

以短线反弹看待，市场“二八”

风格转换可能性不大。投资者对

小票的追逐仍应相对谨慎，浅尝

即止。

白马股回调或是介入良机

□中信证券 符海问

上周两市风格出现了转换，

大盘蓝筹与白马股近期稳中有

升的格局发生了改变，取而代之

的是小盘股表现相对强势。不管

从时间还是空间上看，创业板大

概率未到底，而资金由于抱团取

暖的需要，有“漂亮50” 之称的

大盘蓝筹白马股仍可能是首选。

一方面， 自2012年见底到

2015年6月份见顶，创业板2年半

牛市已极大地透支未来行情。 正

常情况下，短时透支后，回调持

续时间通常远超上行持续时间。

因此创业板自2015年6月至今近

两年的调整时间， 大概率未完

成。另一方面，从空间上看，一轮

上升行情里累积的巨大涨幅，通

常需要两次腰斩才会真正见底。

从目前创业板整体50多倍的市

盈率看，估值并不算低，特别是

新股持续发行，股票变得不稀缺

的背景下，创业板估值向下的概

率还很大。 在去杠杆和监管趋严

的情况下，以创业板为代表的小

票，仍可能是资金回避的对象。

由于市场缺乏赚钱效应，股

市吸引新增资金加入的可能性降

低，只能是场内资金在博弈。预计

资金面不断趋紧是大概率事件，

这将对股市行情造成较大的压

制。场内资金只能向具备安全、稳

定的白马股聚集。 尽管前期不少

白马股创了历史新高， 但由于其

良好的分红预期和不错的业绩表

现， 预计还会继续成为场内资金

的“抽水机” 。不排除前期滞涨的

二线蓝筹也会由于比价效应受到

资金追捧。 50ETF或100ETF也

可能是不错的选择。 总之，“抓大

放小” 仍可能是近期的主流。

短线

3100

点附近仍有反复

□西部证券 王璐

上周沪指摸高3164点后震

荡回落，最终收于3150点整理平

台下方。 美联储加息干扰有限，

不确定性因素的消退反而有助

于市场情绪的平复，不过后续市

场还面临来自银行季末考核等

流动性层面的考验，资金面波动

仍将影响本周市场运行，预计本

周市场将在3100点一带反复整

理蓄势。

上周结构型分化特征再度显

现。随着保险、银行等白马蓝筹调

整压力加剧， 资金开始转向存在

超跌补涨要求的中小创品种。 不

过领涨品种的切换速度偏快，量

能迟迟难以有效释放， 可见目前

题材股的活跃还未摆脱资金短炒

范畴，热点持续性不佳，不利于赚

钱效应的形成， 也难以吸引场外

资金。另一方面，中小创品种尚不

具备持续走强的基础， 超跌反弹

后部分高估值题材股仍存在风险

释放要求。 市场经过前期快速拉

升已积累一定获利盘， 短线获利

回吐压力加剧属情理之中， 不过

“跷跷板”格局的重现，既有场内

资金调仓换股的要求， 也反映出

资金观望情绪增强、 参与意愿有

限的现状， 这将加大指数走出区

间整理的难度。

目前沪指短期均线和3150

点平台已对指数构成反压，在缺

乏量能有效释放的背景下，指数

对其还难以实现快速突破。 不过

市场调整中量能出现萎缩，也显

示出资金惜售心理。 考虑到下方

5周均线、 年线及3100点整数关

口也对大盘存在技术支撑，短线

指数继续向下的空间有限。 操作

上，建议投资者适当关注存在补

涨要求个股的短线交易性机会，

以及底部形态较好的低估值绩

优股的逢低介入机会，而对于高

估值题材股，还需规避。

存量博弈 适度把握结构性机会

□东吴证券 邓文渊

上周受上证50指数四连阴

回撤拖累，沪指震荡调整，个股

“二八” 转换明显，前期连续下

跌的中小创超跌反弹演绎涨停

秀，资金弃“大” 就“小” 。 投资

者短线宜逢高兑现部分超涨品

种，勿盲目打板追涨，持仓比例

以6成较为灵活。

美联储加息靴子落地，央行

维持公开市场操作利率不变，在

货币政策维持中性稳健大格局

下，进一步收紧的概率偏小。小票

迎来短期风格切换下的再平衡式

补涨，市场情绪有所回暖，个股赚

钱效应并不差。 但量能放大程度

有限， 显示市场仍处存量博弈格

局，尚不能支持大小票同时活跃。

技术面上， 沪指收出冲高回落的

小周阴线， 但5周均线并未失守，

如本周周K收阳将构筑多方攻击

姿态。 MSCI明晟指数将于6月21

日凌晨A股将第四次闯关MSCI

指数， 成功与否也将是本周的扰

动因素，但对市场冲击或弱化。

市场存量资金难以同时满

足大小票的同涨，更多表现为此

起彼落的轮动轮涨格局。但基于

中小创整体高估值，修复性反弹

后的空间仍应谨慎。 短期市场活

跃度的提升，给参与者提供了较

多的短线机会。 操作上，适度把

握存量博弈下的结构性机会，积

极挖掘低位补涨及产品涨价受

益标的股，中线继续关注中报窗

口期下的业绩预期股，对高位高

涨幅个股保持谨慎。

获利盘套现 上证50指数

4

连阴

前期蓝筹股一骑绝尘，尤其

是上证50成分股的中国平安、贵

州茅台等个股更是一度运行在

上升通道中，如此就驱动着上证

50指数持续上涨，但隐含着调整

的风险也在聚集。 一方面是来源

于半年报业绩的考验。 今年上半

年以来， 白马股出现较大的涨

幅，不少上证50成分股的龙头品

种涨幅超过了三成，但由于白马

股的业绩基数高、 成长速度慢，

所以半年报的业绩增速可能并

不会有30%。 既然如此，股价与

业绩增速有所背离，从而释放出

一定的压力。 更何况，目前A股

市场人气不足，股价涨幅对业绩

的透支更易产生较大的资金抽

离压力。

另一方面， 金融行业的整

顿也带来了一定的压力。 不仅

因为提升了资金利率， 由于白

马股大多是高负债经营， 无论

是筹集流动资金， 还是发债筹

集经营资金， 均面临着资金成

本抬升的压力， 还因为金融整

顿直接影响着相关白马股，尤

其是金融类上市公司， 进而对

白马股的发展战略会产生较大

的变化预期， 如此就对整个白

马股的估值产生一定的风险折

价驱动力。

近几个交易日，可以明显地

看出白马股出现了冲高受阻态

势。 保险股、家电股、机场股、白

酒股等品种均受阻回落，上证50

指数也随之疲软， 上周收出4连

阴， 使得K线形态特征不仅仅掐

灭了市场参与者对上证50指数

的牛市苗头预期，而且还加剧了

市场参与者对蓝筹股未来股价

走势的担忧。

下游需求驱动 小金属指数涨

4.3%

今年以来，由于我国对新能

源动力汽车补贴力度有所减弱，

新能源动力汽车的销售明显放

缓，使得新能源动力汽车产业链

个股股价出现了一定程度回落

走势。 但作为新能源动力汽车核

心的电池原料产业股则相对强

势， 尤其是钴产业更是大幅涨

升，成为近期A股市场的一大显

著亮点，比如说寒锐钴业、华友

钴业、洛阳钼业、格林美，如此就

驱动着小金属指数大涨4.3%。

业内人士认为，这主要得益

于市场参与者对新能源动力汽

车未来快速发展的乐观预期。 因

为我国多煤少油，解决能源安全

的核心路径之一就是拓展电能

应用范围， 减少对石油的依赖。

而新能源动力汽车补贴力度的

减弱，主要是因为目前在整顿新

能源动力汽车补贴过程中的骗

补行为。 一旦整顿结束，新能源

动力汽车的扶持力度还会提升。

与此同时，新能源动力汽车

自身的技术进步也特别明显，有

望大大提升新能源动力汽车的

渗透率。比如特斯拉的电池技术

进步， 使得续航能力能够达到

300公里级别以上。 这说明新能

源动力汽车的发展前景依然乐

观，而且新能源动力汽车的核心

在于电池储能的技术进步。由于

钴能够有效提升电池储能效率，

所以钴已经大批量使用在新能

源动力电池领域。 据统计，2016

年全球钴消费量大约为10.38万

吨，同比增加4.3%。 其中，电池

行业用钴占57.7%， 高温合金占

比15.4%，硬质合金和硬面合金

占比10.8%。 2016年国内钴消费

结构中， 电池材料占比达到

78%。

但在供给端，新增矿业的采

储量并不高，未来钴产量不会有

大的增长。 受此影响，钴价在今

年以来大幅上扬。 相关数据显

示，今年1月至5月，钴矿价格暴

涨71%。 预计未来仍存上涨空

间。 所以，华友钴业、格林美、寒

锐钴业等个股的股价仍有着上

升的空间。

估值优势显现 创业板ETF增长

6.44

亿份

上周创业板指出现了震荡中

重心回稳的趋势， 站上1800点，

一周上涨0.78%。 虽然涨幅不大，

但由于成交量有所放大， 显示出

渐有资金加仓的态势。 这也得到

了相关数据的佐证， 从4月份以

来， 易方达创业板ETF场内流通

份额从4月初27.93亿份大幅上升

至目前的34.37亿份，增长6.44亿

份， 位列所有场内ETF份额增幅

榜首位。 此外，上周二，易方达创

业板ETF在大宗交易市场成交

1732.69万元， 成交价为1.53元，

成交量为1131万份，占当日二级

市场竞价交易全天成交额的

4.62%， 这就说明了有资金在加

速入场，加大创业板的投资力度。

这主要是因为，一是估值坐

标的落差在近期愈发明显。 经过

了前期的持续调整，创业板指的

市盈率从100倍持续降至目前的

40倍，相当于2013年底、2014年

初水平。 但经过了前期的持续上

涨之后，白马股、上证50成分股

的平均市盈率则持续上升，贵州

茅台等龙头品种的估值达到了

30倍市盈率。由于贵州茅台的市

值巨大，成长基数也大，所以再

度持续快速成长的概率并不大，

因此30倍市盈率略显偏贵。在此

背景下，资金从白马股转向创业

板也在预期之中。

二是全球资本市场的发展

方向也昭示着只有科技股才是

股市发展的源头。 虽然近几个交

易日，苹果、脸谱、谷歌等全球科

技股龙头出现了调整，但纵观去

年以来的走势，此类科技股是美

股步入牛市的引擎。 与此同时，

在海外上市交易的中国科技股

也是持续涨升， 阿里、 京东、腾

讯、陌陌等均如此。 由此可见，只

有科技股才是引领当代股市上

涨的持续推动力。 所以，越来越

多的长线资金开始愿意配置在A

股上市交易的、渐趋便宜的科技

股。 体现在盘面中，就是部分军

工股、移动互联网金融、电子、新

能源动力汽车等产业链个股有

着明显资金净买入的态势，创业

板指的走势自然强硬起来。

净投放

2500

亿元 A股或震荡企稳

当前市场参与者最为担心

的可能就是2013年6月中下旬的

钱荒会不会重现，毕竟当前机构

资金较为紧张，更有降杠杆的金

融整顿新因素。

但股票市场有个规律，那

就是市场一致预期的事件往

往并不会真的出现。 或者说，

预期的利空，就不是利空。 因

为这些因素均已反映到价格

走势中。 更何况，相关部门也

不会坐视钱荒重新光临，必然

会提前注入流动性，引导市场

的预期。 而这也得到了相关信

息的佐证。 比如周五，央行进

行 300亿 7天 、1600亿 14天及

1000亿28天逆回购操作，当日

有400亿逆回购到期， 净投放

2500亿元。 由于利率仍然没有

变化，所以此举仍然是“加量

不加价” ， 这就引导着市场资

金利率趋于平稳。 所以，近几

个交易日的上海同业拆借利

率、国债逆回购利率并没有大

起大落，趋于平稳。 既如此，钱

荒不会来临，预期中的风险永

远不会成为真的、现实中的风

险。

操作中，建议投资者可以适

量加大仓位。 有三类个股可跟

踪， 一是产品价格上涨概念股，

包括钴产业链， 也包括永安药

业、安纳达等为代表的化工产品

股。 二是新兴产业股，包括新能

源动力汽车产业链个股，也包括

集成电器国产化趋势、互联网金

融等产业股。 三是代表着中国制

造业优势的相关产业链个股，尤

其是汽车制造业等品种。 （金百

临资讯 秦洪 执业证书编号

A1210612020001

）

6月产业资本净增持逾40亿元

6526万元“兜底增持”平均亏近3%

□本报记者 王威

5月底的“减持新规” 使得

“花式减持” 的风头得到了明显

抑制。 6月以来，出现重要股东持

股变动的290只股票中，有204只

股票获得增持，整体净增持金额

达到了40.36亿元， 是5月的3倍

有余。 不过中小创依然是减持的

“重灾区” ，而且6月最受关注的

“兜底式增持” 遭遇了响应者寥

寥和热度快速降温的双重尴尬，

不 仅 变 动 参 考 市 值 合 计 仅

6526.58万元， 增持成交均价相

较于最新收盘价平均跌幅更是

高达2.80%。

6月净增持逾40亿元

5月27日， 证监会发布了

《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

份的若干规定》。 这份“减持新

规” 相比于此前，主要变化在扩

大适用范围、 明确受限减持行

为、强化减持信息披露、加强违

规减持法律责任等。 而也正是在

该减持新规出台后，此前的“花

式减持”的风头得到有效遏制。

据Wind资讯数据，截至6月

16日， 沪深两市共有290只股票

出现重要股东持股变动。 其中，

增持股票共有204只， 合计增持

股份数量为8.72亿股， 增持参考

市值为81.45亿元； 遭遇减持的

股票共有76只，合计减持股份数

量为4.19亿股，减持参考市值为

41.08亿元。 此外，还有11只股票

增减持持平。

由此，6月以来产业资本净

增持了4.53亿股，参考增持金额

为40.36亿元，是5月整月10.96亿

元的净增持规模的3倍有余。

从市场分布来看，上证主板

共有51股获得增持，增持参考市

值为41.96亿元；17只股票获得

减持， 减持参考市值为14.63亿

元；整体净增持27.33亿元。 深证

主板共有23股票获得增持，增持

参考市值为10.72亿元；有9只股

票出现减持， 减持参考市值为

3.85亿元， 另有2只股票增减持

持平；整体合计净增持6.87亿元。

中小企业板则有83只股票

获得增持， 增持参考市值为

21.63亿元；28只股票遭到减持，

减持参考市值为14.90亿元，另

有7只股票增减持持平； 整体合

计净增持6.72亿元。 而创业板则

有46只股票获得增持，增持参考

市值为7.13亿元；22只股票遭到

减持，减持参考市值为7.70亿元，

另有2只股票增减持持平， 整体

合计减持5667.98万元。

由此可见，中小创依然是减

持的“重灾区” ，不过金额已经

较5月明显收窄。 不仅如此，虽然

沪深两市主板双双维持了净增

持的情况， 但分化却较5月明显

加大， 沪市主板依然颇受青睐，

而深市主板的增持规模大幅回

落。 分析人士认为，结合市场风

格偏转的情况来看，产业资本逆

风格操作的特征较为明显。

而在6月以来出现增持的

204只股票之中， 中南建设最获

“看好” ， 净买入股份数量达到

了1.07亿股，雅戈尔紧随其后获

得8242.73万股净买入，新黄浦、

津劝业、阳光城和新研股份的净

买入股份数量也都在3000万股

以上， 这6只股票除了新研股份

以外全部来自于主板。 陕西煤业

则成为了6月最 “不受欢迎” 的

股票，以1.40亿股的净卖出股份

数量居于首位， 而通裕重工、东

方园林和仁和药业的净卖出股

份数量也都超过了3000万股。

兜底增持全线浮亏

除了“减持新规” 下，“花式

减持” 得到有效遏制，产业资本

维持了净增持的势头，向市场传

递信心以外，6月最受关注的莫

过于兜底增持概念股了。

自从6月2日午间奋达科技

和凯美特气拉开本轮“兜底式增

持” 序幕，其后股价的涨停潮吸

引了不少公司跟风加入，仅6月6

日一天便有10家上市公司发布

了“兜底式增持” 的倡议。 据不

完全统计，目前两市已有包括科

陆电子、星徽精密、安居宝、宝莱

特、长城动漫等30余家上市公司

董事长或实控人以兜底的方式

倡议员工增持自家公司的股票。

然而“兜底式” 增持却遭遇

了响应者寥寥和热度快速降温

的双重尴尬。据东方财富Choice

数据， 两市共有16只股票6月的

增持响应获得员工响应，响应人

数最多的是沃尔核材和奋达科

技，增持员工人数达223人和211

人。 另有科陆电子和星辉娱乐的

增持员工人数较多。 增持流通股

数量则是从1000股到173.41万

股，不过占流通股比值都在0.9%

以 下 ， 变 动 参 考 市 值 合 计

6526.58万元。

不过“兜底式增持” 的“成

绩单” 却不甚理想，增持成交均

价相较于最新收盘价均录得不

同程度的下跌，整体平均跌幅高

达2.80%。 其中，青岛金王和星徽

精密“损失” 最为惨重，增持成

交均价较上周五收盘价跌幅都

超过了6%，*ST德力、智慧松德、

奋达科技的跌幅也都在5%以上。

市场人士指出，“兜底式增

持” 之所以全部出现明显浮亏，

除了当前存量博弈格局下，热点

切换较快的因素以外,从历史上

“兜底式增持” 潮来看，参与的

投资者赚钱效应并不明显，短期

快速上涨更使得缺乏基本面改

善的股票快速投资未来。 再加上

监管趋严的背景，炒作热情出现

了快速“退烧” 。

6月以来获得增持股票

热点轮动 震荡格局不变

□申万宏源 钱启敏

上周沪深股市冲高回落，其

中上证50等权重股拖累大盘，而

钴概念、锂电池等题材股超跌反

弹。 但在存量资金博弈格局下，

指数的箱体震荡难以改变。

首先，目前市场缺乏增量资

金，银证转账五月初至今证券交

易保证金净流出1047亿元，年初

至今净流出611亿元， 周日均余

额已经连续7周低于1.3万亿元，

处于严重枯水水位。在缺乏持续

增量资金补充的前提下，大盘难

以出现有力度的向上突破。

其次， 随着市场持续低迷，

维护市场相对稳定的政策信号

也较为明显。 另外，在大小非解

禁减持新股实施后，大小非减持

的数量和节奏已有明显减缓，对

二级市场保持稳定作用显现。

最后，从技术面看，目前上

证指数正位于120日半年线和

250日年线所形成的狭窄箱体当

中运行， 其中半年线位于3170

点附近， 而年线位于3115点一

线，再加上3100点整数关，因此

后市大盘有望保持在3100点到

3170点之间震荡运行， 波动幅

度较窄。

上周受险资重仓股震荡回

调影响，上证50曾创出年内最大

单日跌幅，绩优蓝筹板块顺势调

整、消化洗筹，而次新股、创业板

以及小金属、锂电池等题材股超

跌反弹，填补蓝筹股调整而留下

的热点空缺。 不过由于次新股、

创业板估值仍然较高，锂电池等

题材股仍以概念为主，业绩尚难

快速跟进，大连港等消息股也呈

现“一日游” 的短线特征，因此

对于超跌小票以及概念板块仍

以短线反弹看待，市场“二八”

风格转换可能性不大。投资者对

小票的追逐仍应相对谨慎，浅尝

即止。

白马股回调或是介入良机

□中信证券 符海问

上周两市风格出现了转换，

大盘蓝筹与白马股近期稳中有

升的格局发生了改变，取而代之

的是小盘股表现相对强势。不管

从时间还是空间上看，创业板大

概率未到底，而资金由于抱团取

暖的需要，有“漂亮50” 之称的

大盘蓝筹白马股仍可能是首选。

一方面， 自2012年见底到

2015年6月份见顶，创业板2年半

牛市已极大地透支未来行情。 正

常情况下，短时透支后，回调持

续时间通常远超上行持续时间。

因此创业板自2015年6月至今近

两年的调整时间， 大概率未完

成。另一方面，从空间上看，一轮

上升行情里累积的巨大涨幅，通

常需要两次腰斩才会真正见底。

从目前创业板整体50多倍的市

盈率看，估值并不算低，特别是

新股持续发行，股票变得不稀缺

的背景下，创业板估值向下的概

率还很大。 在去杠杆和监管趋严

的情况下，以创业板为代表的小

票，仍可能是资金回避的对象。

由于市场缺乏赚钱效应，股

市吸引新增资金加入的可能性降

低，只能是场内资金在博弈。预计

资金面不断趋紧是大概率事件，

这将对股市行情造成较大的压

制。场内资金只能向具备安全、稳

定的白马股聚集。 尽管前期不少

白马股创了历史新高， 但由于其

良好的分红预期和不错的业绩表

现， 预计还会继续成为场内资金

的“抽水机” 。不排除前期滞涨的

二线蓝筹也会由于比价效应受到

资金追捧。 50ETF或100ETF也

可能是不错的选择。 总之，“抓大

放小” 仍可能是近期的主流。

短线

3100

点附近仍有反复

□西部证券 王璐

上周沪指摸高3164点后震

荡回落，最终收于3150点整理平

台下方。 美联储加息干扰有限，

不确定性因素的消退反而有助

于市场情绪的平复，不过后续市

场还面临来自银行季末考核等

流动性层面的考验，资金面波动

仍将影响本周市场运行，预计本

周市场将在3100点一带反复整

理蓄势。

上周结构型分化特征再度显

现。随着保险、银行等白马蓝筹调

整压力加剧， 资金开始转向存在

超跌补涨要求的中小创品种。 不

过领涨品种的切换速度偏快，量

能迟迟难以有效释放， 可见目前

题材股的活跃还未摆脱资金短炒

范畴，热点持续性不佳，不利于赚

钱效应的形成， 也难以吸引场外

资金。另一方面，中小创品种尚不

具备持续走强的基础， 超跌反弹

后部分高估值题材股仍存在风险

释放要求。 市场经过前期快速拉

升已积累一定获利盘， 短线获利

回吐压力加剧属情理之中， 不过

“跷跷板”格局的重现，既有场内

资金调仓换股的要求， 也反映出

资金观望情绪增强、 参与意愿有

限的现状， 这将加大指数走出区

间整理的难度。

目前沪指短期均线和3150

点平台已对指数构成反压，在缺

乏量能有效释放的背景下，指数

对其还难以实现快速突破。 不过

市场调整中量能出现萎缩，也显

示出资金惜售心理。 考虑到下方

5周均线、 年线及3100点整数关

口也对大盘存在技术支撑，短线

指数继续向下的空间有限。 操作

上，建议投资者适当关注存在补

涨要求个股的短线交易性机会，

以及底部形态较好的低估值绩

优股的逢低介入机会，而对于高

估值题材股，还需规避。

存量博弈 适度把握结构性机会

□东吴证券 邓文渊

上周受上证50指数四连阴

回撤拖累，沪指震荡调整，个股

“二八” 转换明显，前期连续下

跌的中小创超跌反弹演绎涨停

秀，资金弃“大” 就“小” 。 投资

者短线宜逢高兑现部分超涨品

种，勿盲目打板追涨，持仓比例

以6成较为灵活。

美联储加息靴子落地，央行

维持公开市场操作利率不变，在

货币政策维持中性稳健大格局

下，进一步收紧的概率偏小。小票

迎来短期风格切换下的再平衡式

补涨，市场情绪有所回暖，个股赚

钱效应并不差。 但量能放大程度

有限， 显示市场仍处存量博弈格

局，尚不能支持大小票同时活跃。

技术面上， 沪指收出冲高回落的

小周阴线， 但5周均线并未失守，

如本周周K收阳将构筑多方攻击

姿态。 MSCI明晟指数将于6月21

日凌晨A股将第四次闯关MSCI

指数， 成功与否也将是本周的扰

动因素，但对市场冲击或弱化。

市场存量资金难以同时满

足大小票的同涨，更多表现为此

起彼落的轮动轮涨格局。但基于

中小创整体高估值，修复性反弹

后的空间仍应谨慎。 短期市场活

跃度的提升，给参与者提供了较

多的短线机会。 操作上，适度把

握存量博弈下的结构性机会，积

极挖掘低位补涨及产品涨价受

益标的股，中线继续关注中报窗

口期下的业绩预期股，对高位高

涨幅个股保持谨慎。

获利盘套现 上证50指数

4

连阴

前期蓝筹股一骑绝尘，尤其

是上证50成分股的中国平安、贵

州茅台等个股更是一度运行在

上升通道中，如此就驱动着上证

50指数持续上涨，但隐含着调整

的风险也在聚集。 一方面是来源

于半年报业绩的考验。 今年上半

年以来， 白马股出现较大的涨

幅，不少上证50成分股的龙头品

种涨幅超过了三成，但由于白马

股的业绩基数高、 成长速度慢，

所以半年报的业绩增速可能并

不会有30%。 既然如此，股价与

业绩增速有所背离，从而释放出

一定的压力。 更何况，目前A股

市场人气不足，股价涨幅对业绩

的透支更易产生较大的资金抽

离压力。

另一方面， 金融行业的整

顿也带来了一定的压力。 不仅

因为提升了资金利率， 由于白

马股大多是高负债经营， 无论

是筹集流动资金， 还是发债筹

集经营资金， 均面临着资金成

本抬升的压力， 还因为金融整

顿直接影响着相关白马股，尤

其是金融类上市公司， 进而对

白马股的发展战略会产生较大

的变化预期， 如此就对整个白

马股的估值产生一定的风险折

价驱动力。

近几个交易日，可以明显地

看出白马股出现了冲高受阻态

势。 保险股、家电股、机场股、白

酒股等品种均受阻回落，上证50

指数也随之疲软， 上周收出4连

阴， 使得K线形态特征不仅仅掐

灭了市场参与者对上证50指数

的牛市苗头预期，而且还加剧了

市场参与者对蓝筹股未来股价

走势的担忧。

下游需求驱动 小金属指数涨

4.3%

今年以来，由于我国对新能

源动力汽车补贴力度有所减弱，

新能源动力汽车的销售明显放

缓，使得新能源动力汽车产业链

个股股价出现了一定程度回落

走势。 但作为新能源动力汽车核

心的电池原料产业股则相对强

势， 尤其是钴产业更是大幅涨

升，成为近期A股市场的一大显

著亮点，比如说寒锐钴业、华友

钴业、洛阳钼业、格林美，如此就

驱动着小金属指数大涨4.3%。

业内人士认为，这主要得益

于市场参与者对新能源动力汽

车未来快速发展的乐观预期。 因

为我国多煤少油，解决能源安全

的核心路径之一就是拓展电能

应用范围， 减少对石油的依赖。

而新能源动力汽车补贴力度的

减弱，主要是因为目前在整顿新

能源动力汽车补贴过程中的骗

补行为。 一旦整顿结束，新能源

动力汽车的扶持力度还会提升。

与此同时，新能源动力汽车

自身的技术进步也特别明显，有

望大大提升新能源动力汽车的

渗透率。比如特斯拉的电池技术

进步， 使得续航能力能够达到

300公里级别以上。 这说明新能

源动力汽车的发展前景依然乐

观，而且新能源动力汽车的核心

在于电池储能的技术进步。由于

钴能够有效提升电池储能效率，

所以钴已经大批量使用在新能

源动力电池领域。 据统计，2016

年全球钴消费量大约为10.38万

吨，同比增加4.3%。 其中，电池

行业用钴占57.7%， 高温合金占

比15.4%，硬质合金和硬面合金

占比10.8%。 2016年国内钴消费

结构中， 电池材料占比达到

78%。

但在供给端，新增矿业的采

储量并不高，未来钴产量不会有

大的增长。 受此影响，钴价在今

年以来大幅上扬。 相关数据显

示，今年1月至5月，钴矿价格暴

涨71%。 预计未来仍存上涨空

间。 所以，华友钴业、格林美、寒

锐钴业等个股的股价仍有着上

升的空间。

估值优势显现 创业板ETF增长

6.44

亿份

上周创业板指出现了震荡中

重心回稳的趋势， 站上1800点，

一周上涨0.78%。 虽然涨幅不大，

但由于成交量有所放大， 显示出

渐有资金加仓的态势。 这也得到

了相关数据的佐证， 从4月份以

来， 易方达创业板ETF场内流通

份额从4月初27.93亿份大幅上升

至目前的34.37亿份，增长6.44亿

份， 位列所有场内ETF份额增幅

榜首位。 此外，上周二，易方达创

业板ETF在大宗交易市场成交

1732.69万元， 成交价为1.53元，

成交量为1131万份，占当日二级

市场竞价交易全天成交额的

4.62%， 这就说明了有资金在加

速入场，加大创业板的投资力度。

这主要是因为，一是估值坐

标的落差在近期愈发明显。 经过

了前期的持续调整，创业板指的

市盈率从100倍持续降至目前的

40倍，相当于2013年底、2014年

初水平。 但经过了前期的持续上

涨之后，白马股、上证50成分股

的平均市盈率则持续上升，贵州

茅台等龙头品种的估值达到了

30倍市盈率。由于贵州茅台的市

值巨大，成长基数也大，所以再

度持续快速成长的概率并不大，

因此30倍市盈率略显偏贵。在此

背景下，资金从白马股转向创业

板也在预期之中。

二是全球资本市场的发展

方向也昭示着只有科技股才是

股市发展的源头。 虽然近几个交

易日，苹果、脸谱、谷歌等全球科

技股龙头出现了调整，但纵观去

年以来的走势，此类科技股是美

股步入牛市的引擎。 与此同时，

在海外上市交易的中国科技股

也是持续涨升， 阿里、 京东、腾

讯、陌陌等均如此。 由此可见，只

有科技股才是引领当代股市上

涨的持续推动力。 所以，越来越

多的长线资金开始愿意配置在A

股上市交易的、渐趋便宜的科技

股。 体现在盘面中，就是部分军

工股、移动互联网金融、电子、新

能源动力汽车等产业链个股有

着明显资金净买入的态势，创业

板指的走势自然强硬起来。

净投放

2500

亿元 A股或震荡企稳

当前市场参与者最为担心

的可能就是2013年6月中下旬的

钱荒会不会重现，毕竟当前机构

资金较为紧张，更有降杠杆的金

融整顿新因素。

但股票市场有个规律，那

就是市场一致预期的事件往

往并不会真的出现。 或者说，

预期的利空，就不是利空。 因

为这些因素均已反映到价格

走势中。 更何况，相关部门也

不会坐视钱荒重新光临，必然

会提前注入流动性，引导市场

的预期。 而这也得到了相关信

息的佐证。 比如周五，央行进

行 300亿 7天 、1600亿 14天及

1000亿28天逆回购操作，当日

有400亿逆回购到期， 净投放

2500亿元。 由于利率仍然没有

变化，所以此举仍然是“加量

不加价” ， 这就引导着市场资

金利率趋于平稳。 所以，近几

个交易日的上海同业拆借利

率、国债逆回购利率并没有大

起大落，趋于平稳。 既如此，钱

荒不会来临，预期中的风险永

远不会成为真的、现实中的风

险。

操作中，建议投资者可以适

量加大仓位。 有三类个股可跟

踪， 一是产品价格上涨概念股，

包括钴产业链， 也包括永安药

业、安纳达等为代表的化工产品

股。 二是新兴产业股，包括新能

源动力汽车产业链个股，也包括

集成电器国产化趋势、互联网金

融等产业股。 三是代表着中国制

造业优势的相关产业链个股，尤

其是汽车制造业等品种。 （金百

临资讯 秦洪 执业证书编号

A1210612020001

）

6月产业资本净增持逾40亿元

6526万元“兜底增持”平均亏近3%

□本报记者 王威

5月底的“减持新规” 使得

“花式减持” 的风头得到了明显

抑制。 6月以来，出现重要股东持

股变动的290只股票中，有204只

股票获得增持，整体净增持金额

达到了40.36亿元， 是5月的3倍

有余。 不过中小创依然是减持的

“重灾区” ，而且6月最受关注的

“兜底式增持” 遭遇了响应者寥

寥和热度快速降温的双重尴尬，

不 仅 变 动 参 考 市 值 合 计 仅

6526.58万元， 增持成交均价相

较于最新收盘价平均跌幅更是

高达2.80%。

6月净增持逾40亿元

5月27日， 证监会发布了

《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

份的若干规定》。 这份“减持新

规” 相比于此前，主要变化在扩

大适用范围、 明确受限减持行

为、强化减持信息披露、加强违

规减持法律责任等。 而也正是在

该减持新规出台后，此前的“花

式减持”的风头得到有效遏制。

据Wind资讯数据，截至6月

16日， 沪深两市共有290只股票

出现重要股东持股变动。 其中，

增持股票共有204只， 合计增持

股份数量为8.72亿股， 增持参考

市值为81.45亿元； 遭遇减持的

股票共有76只，合计减持股份数

量为4.19亿股，减持参考市值为

41.08亿元。 此外，还有11只股票

增减持持平。

由此，6月以来产业资本净

增持了4.53亿股，参考增持金额

为40.36亿元，是5月整月10.96亿

元的净增持规模的3倍有余。

从市场分布来看，上证主板

共有51股获得增持，增持参考市

值为41.96亿元；17只股票获得

减持， 减持参考市值为14.63亿

元；整体净增持27.33亿元。 深证

主板共有23股票获得增持，增持

参考市值为10.72亿元；有9只股

票出现减持， 减持参考市值为

3.85亿元， 另有2只股票增减持

持平；整体合计净增持6.87亿元。

中小企业板则有83只股票

获得增持， 增持参考市值为

21.63亿元；28只股票遭到减持，

减持参考市值为14.90亿元，另

有7只股票增减持持平； 整体合

计净增持6.72亿元。 而创业板则

有46只股票获得增持，增持参考

市值为7.13亿元；22只股票遭到

减持，减持参考市值为7.70亿元，

另有2只股票增减持持平， 整体

合计减持5667.98万元。

由此可见，中小创依然是减

持的“重灾区” ，不过金额已经

较5月明显收窄。 不仅如此，虽然

沪深两市主板双双维持了净增

持的情况， 但分化却较5月明显

加大， 沪市主板依然颇受青睐，

而深市主板的增持规模大幅回

落。 分析人士认为，结合市场风

格偏转的情况来看，产业资本逆

风格操作的特征较为明显。

而在6月以来出现增持的

204只股票之中， 中南建设最获

“看好” ， 净买入股份数量达到

了1.07亿股，雅戈尔紧随其后获

得8242.73万股净买入，新黄浦、

津劝业、阳光城和新研股份的净

买入股份数量也都在3000万股

以上， 这6只股票除了新研股份

以外全部来自于主板。 陕西煤业

则成为了6月最 “不受欢迎” 的

股票，以1.40亿股的净卖出股份

数量居于首位， 而通裕重工、东

方园林和仁和药业的净卖出股

份数量也都超过了3000万股。

兜底增持全线浮亏

除了“减持新规” 下，“花式

减持” 得到有效遏制，产业资本

维持了净增持的势头，向市场传

递信心以外，6月最受关注的莫

过于兜底增持概念股了。

自从6月2日午间奋达科技

和凯美特气拉开本轮“兜底式增

持” 序幕，其后股价的涨停潮吸

引了不少公司跟风加入，仅6月6

日一天便有10家上市公司发布

了“兜底式增持” 的倡议。 据不

完全统计，目前两市已有包括科

陆电子、星徽精密、安居宝、宝莱

特、长城动漫等30余家上市公司

董事长或实控人以兜底的方式

倡议员工增持自家公司的股票。

然而“兜底式” 增持却遭遇

了响应者寥寥和热度快速降温

的双重尴尬。据东方财富Choice

数据， 两市共有16只股票6月的

增持响应获得员工响应，响应人

数最多的是沃尔核材和奋达科

技，增持员工人数达223人和211

人。 另有科陆电子和星辉娱乐的

增持员工人数较多。 增持流通股

数量则是从1000股到173.41万

股，不过占流通股比值都在0.9%

以 下 ， 变 动 参 考 市 值 合 计

6526.58万元。

不过“兜底式增持” 的“成

绩单” 却不甚理想，增持成交均

价相较于最新收盘价均录得不

同程度的下跌，整体平均跌幅高

达2.80%。 其中，青岛金王和星徽

精密“损失” 最为惨重，增持成

交均价较上周五收盘价跌幅都

超过了6%，*ST德力、智慧松德、

奋达科技的跌幅也都在5%以上。

市场人士指出，“兜底式增

持” 之所以全部出现明显浮亏，

除了当前存量博弈格局下，热点

切换较快的因素以外,从历史上

“兜底式增持” 潮来看，参与的

投资者赚钱效应并不明显，短期

快速上涨更使得缺乏基本面改

善的股票快速投资未来。 再加上

监管趋严的背景，炒作热情出现

了快速“退烧” 。

兜底增持股票明细

热点轮动 震荡格局不变

□申万宏源 钱启敏

上周沪深股市冲高回落，其

中上证50等权重股拖累大盘，而

钴概念、锂电池等题材股超跌反

弹。 但在存量资金博弈格局下，

指数的箱体震荡难以改变。

首先，目前市场缺乏增量资

金，银证转账五月初至今证券交

易保证金净流出1047亿元，年初

至今净流出611亿元， 周日均余

额已经连续7周低于1.3万亿元，

处于严重枯水水位。在缺乏持续

增量资金补充的前提下，大盘难

以出现有力度的向上突破。

其次， 随着市场持续低迷，

维护市场相对稳定的政策信号

也较为明显。 另外，在大小非解

禁减持新股实施后，大小非减持

的数量和节奏已有明显减缓，对

二级市场保持稳定作用显现。

最后，从技术面看，目前上

证指数正位于120日半年线和

250日年线所形成的狭窄箱体当

中运行， 其中半年线位于3170

点附近， 而年线位于3115点一

线，再加上3100点整数关，因此

后市大盘有望保持在3100点到

3170点之间震荡运行， 波动幅

度较窄。

上周受险资重仓股震荡回

调影响，上证50曾创出年内最大

单日跌幅，绩优蓝筹板块顺势调

整、消化洗筹，而次新股、创业板

以及小金属、锂电池等题材股超

跌反弹，填补蓝筹股调整而留下

的热点空缺。 不过由于次新股、

创业板估值仍然较高，锂电池等

题材股仍以概念为主，业绩尚难

快速跟进，大连港等消息股也呈

现“一日游” 的短线特征，因此

对于超跌小票以及概念板块仍

以短线反弹看待，市场“二八”

风格转换可能性不大。投资者对

小票的追逐仍应相对谨慎，浅尝

即止。

白马股回调或是介入良机

□中信证券 符海问

上周两市风格出现了转换，

大盘蓝筹与白马股近期稳中有

升的格局发生了改变，取而代之

的是小盘股表现相对强势。不管

从时间还是空间上看，创业板大

概率未到底，而资金由于抱团取

暖的需要，有“漂亮50” 之称的

大盘蓝筹白马股仍可能是首选。

一方面， 自2012年见底到

2015年6月份见顶，创业板2年半

牛市已极大地透支未来行情。 正

常情况下，短时透支后，回调持

续时间通常远超上行持续时间。

因此创业板自2015年6月至今近

两年的调整时间， 大概率未完

成。另一方面，从空间上看，一轮

上升行情里累积的巨大涨幅，通

常需要两次腰斩才会真正见底。

从目前创业板整体50多倍的市

盈率看，估值并不算低，特别是

新股持续发行，股票变得不稀缺

的背景下，创业板估值向下的概

率还很大。 在去杠杆和监管趋严

的情况下，以创业板为代表的小

票，仍可能是资金回避的对象。

由于市场缺乏赚钱效应，股

市吸引新增资金加入的可能性降

低，只能是场内资金在博弈。预计

资金面不断趋紧是大概率事件，

这将对股市行情造成较大的压

制。场内资金只能向具备安全、稳

定的白马股聚集。 尽管前期不少

白马股创了历史新高， 但由于其

良好的分红预期和不错的业绩表

现， 预计还会继续成为场内资金

的“抽水机” 。不排除前期滞涨的

二线蓝筹也会由于比价效应受到

资金追捧。 50ETF或100ETF也

可能是不错的选择。 总之，“抓大

放小” 仍可能是近期的主流。

短线

3100

点附近仍有反复

□西部证券 王璐

上周沪指摸高3164点后震

荡回落，最终收于3150点整理平

台下方。 美联储加息干扰有限，

不确定性因素的消退反而有助

于市场情绪的平复，不过后续市

场还面临来自银行季末考核等

流动性层面的考验，资金面波动

仍将影响本周市场运行，预计本

周市场将在3100点一带反复整

理蓄势。

上周结构型分化特征再度显

现。随着保险、银行等白马蓝筹调

整压力加剧， 资金开始转向存在

超跌补涨要求的中小创品种。 不

过领涨品种的切换速度偏快，量

能迟迟难以有效释放， 可见目前

题材股的活跃还未摆脱资金短炒

范畴，热点持续性不佳，不利于赚

钱效应的形成， 也难以吸引场外

资金。另一方面，中小创品种尚不

具备持续走强的基础， 超跌反弹

后部分高估值题材股仍存在风险

释放要求。 市场经过前期快速拉

升已积累一定获利盘， 短线获利

回吐压力加剧属情理之中， 不过

“跷跷板”格局的重现，既有场内

资金调仓换股的要求， 也反映出

资金观望情绪增强、 参与意愿有

限的现状， 这将加大指数走出区

间整理的难度。

目前沪指短期均线和3150

点平台已对指数构成反压，在缺

乏量能有效释放的背景下，指数

对其还难以实现快速突破。 不过

市场调整中量能出现萎缩，也显

示出资金惜售心理。 考虑到下方

5周均线、 年线及3100点整数关

口也对大盘存在技术支撑，短线

指数继续向下的空间有限。 操作

上，建议投资者适当关注存在补

涨要求个股的短线交易性机会，

以及底部形态较好的低估值绩

优股的逢低介入机会，而对于高

估值题材股，还需规避。

存量博弈 适度把握结构性机会

□东吴证券 邓文渊

上周受上证50指数四连阴

回撤拖累，沪指震荡调整，个股

“二八” 转换明显，前期连续下

跌的中小创超跌反弹演绎涨停

秀，资金弃“大” 就“小” 。 投资

者短线宜逢高兑现部分超涨品

种，勿盲目打板追涨，持仓比例

以6成较为灵活。

美联储加息靴子落地，央行

维持公开市场操作利率不变，在

货币政策维持中性稳健大格局

下，进一步收紧的概率偏小。小票

迎来短期风格切换下的再平衡式

补涨，市场情绪有所回暖，个股赚

钱效应并不差。 但量能放大程度

有限， 显示市场仍处存量博弈格

局，尚不能支持大小票同时活跃。

技术面上， 沪指收出冲高回落的

小周阴线， 但5周均线并未失守，

如本周周K收阳将构筑多方攻击

姿态。 MSCI明晟指数将于6月21

日凌晨A股将第四次闯关MSCI

指数， 成功与否也将是本周的扰

动因素，但对市场冲击或弱化。

市场存量资金难以同时满

足大小票的同涨，更多表现为此

起彼落的轮动轮涨格局。但基于

中小创整体高估值，修复性反弹

后的空间仍应谨慎。 短期市场活

跃度的提升，给参与者提供了较

多的短线机会。 操作上，适度把

握存量博弈下的结构性机会，积

极挖掘低位补涨及产品涨价受

益标的股，中线继续关注中报窗

口期下的业绩预期股，对高位高

涨幅个股保持谨慎。

获利盘套现 上证50指数

4

连阴

前期蓝筹股一骑绝尘，尤其

是上证50成分股的中国平安、贵

州茅台等个股更是一度运行在

上升通道中，如此就驱动着上证

50指数持续上涨，但隐含着调整

的风险也在聚集。 一方面是来源

于半年报业绩的考验。 今年上半

年以来， 白马股出现较大的涨

幅，不少上证50成分股的龙头品

种涨幅超过了三成，但由于白马

股的业绩基数高、 成长速度慢，

所以半年报的业绩增速可能并

不会有30%。 既然如此，股价与

业绩增速有所背离，从而释放出

一定的压力。 更何况，目前A股

市场人气不足，股价涨幅对业绩

的透支更易产生较大的资金抽

离压力。

另一方面， 金融行业的整

顿也带来了一定的压力。 不仅

因为提升了资金利率， 由于白

马股大多是高负债经营， 无论

是筹集流动资金， 还是发债筹

集经营资金， 均面临着资金成

本抬升的压力， 还因为金融整

顿直接影响着相关白马股，尤

其是金融类上市公司， 进而对

白马股的发展战略会产生较大

的变化预期， 如此就对整个白

马股的估值产生一定的风险折

价驱动力。

近几个交易日，可以明显地

看出白马股出现了冲高受阻态

势。 保险股、家电股、机场股、白

酒股等品种均受阻回落，上证50

指数也随之疲软， 上周收出4连

阴， 使得K线形态特征不仅仅掐

灭了市场参与者对上证50指数

的牛市苗头预期，而且还加剧了

市场参与者对蓝筹股未来股价

走势的担忧。

下游需求驱动 小金属指数涨

4.3%

今年以来，由于我国对新能

源动力汽车补贴力度有所减弱，

新能源动力汽车的销售明显放

缓，使得新能源动力汽车产业链

个股股价出现了一定程度回落

走势。 但作为新能源动力汽车核

心的电池原料产业股则相对强

势， 尤其是钴产业更是大幅涨

升，成为近期A股市场的一大显

著亮点，比如说寒锐钴业、华友

钴业、洛阳钼业、格林美，如此就

驱动着小金属指数大涨4.3%。

业内人士认为，这主要得益

于市场参与者对新能源动力汽

车未来快速发展的乐观预期。 因

为我国多煤少油，解决能源安全

的核心路径之一就是拓展电能

应用范围， 减少对石油的依赖。

而新能源动力汽车补贴力度的

减弱，主要是因为目前在整顿新

能源动力汽车补贴过程中的骗

补行为。 一旦整顿结束，新能源

动力汽车的扶持力度还会提升。

与此同时，新能源动力汽车

自身的技术进步也特别明显，有

望大大提升新能源动力汽车的

渗透率。比如特斯拉的电池技术

进步， 使得续航能力能够达到

300公里级别以上。 这说明新能

源动力汽车的发展前景依然乐

观，而且新能源动力汽车的核心

在于电池储能的技术进步。由于

钴能够有效提升电池储能效率，

所以钴已经大批量使用在新能

源动力电池领域。 据统计，2016

年全球钴消费量大约为10.38万

吨，同比增加4.3%。 其中，电池

行业用钴占57.7%， 高温合金占

比15.4%，硬质合金和硬面合金

占比10.8%。 2016年国内钴消费

结构中， 电池材料占比达到

78%。

但在供给端，新增矿业的采

储量并不高，未来钴产量不会有

大的增长。 受此影响，钴价在今

年以来大幅上扬。 相关数据显

示，今年1月至5月，钴矿价格暴

涨71%。 预计未来仍存上涨空

间。 所以，华友钴业、格林美、寒

锐钴业等个股的股价仍有着上

升的空间。

估值优势显现 创业板ETF增长

6.44

亿份

上周创业板指出现了震荡中

重心回稳的趋势， 站上1800点，

一周上涨0.78%。 虽然涨幅不大，

但由于成交量有所放大， 显示出

渐有资金加仓的态势。 这也得到

了相关数据的佐证， 从4月份以

来， 易方达创业板ETF场内流通

份额从4月初27.93亿份大幅上升

至目前的34.37亿份，增长6.44亿

份， 位列所有场内ETF份额增幅

榜首位。 此外，上周二，易方达创

业板ETF在大宗交易市场成交

1732.69万元， 成交价为1.53元，

成交量为1131万份，占当日二级

市场竞价交易全天成交额的

4.62%， 这就说明了有资金在加

速入场，加大创业板的投资力度。

这主要是因为，一是估值坐

标的落差在近期愈发明显。 经过

了前期的持续调整，创业板指的

市盈率从100倍持续降至目前的

40倍，相当于2013年底、2014年

初水平。 但经过了前期的持续上

涨之后，白马股、上证50成分股

的平均市盈率则持续上升，贵州

茅台等龙头品种的估值达到了

30倍市盈率。由于贵州茅台的市

值巨大，成长基数也大，所以再

度持续快速成长的概率并不大，

因此30倍市盈率略显偏贵。在此

背景下，资金从白马股转向创业

板也在预期之中。

二是全球资本市场的发展

方向也昭示着只有科技股才是

股市发展的源头。 虽然近几个交

易日，苹果、脸谱、谷歌等全球科

技股龙头出现了调整，但纵观去

年以来的走势，此类科技股是美

股步入牛市的引擎。 与此同时，

在海外上市交易的中国科技股

也是持续涨升， 阿里、 京东、腾

讯、陌陌等均如此。 由此可见，只

有科技股才是引领当代股市上

涨的持续推动力。 所以，越来越

多的长线资金开始愿意配置在A

股上市交易的、渐趋便宜的科技

股。 体现在盘面中，就是部分军

工股、移动互联网金融、电子、新

能源动力汽车等产业链个股有

着明显资金净买入的态势，创业

板指的走势自然强硬起来。

净投放

2500

亿元 A股或震荡企稳

当前市场参与者最为担心

的可能就是2013年6月中下旬的

钱荒会不会重现，毕竟当前机构

资金较为紧张，更有降杠杆的金

融整顿新因素。

但股票市场有个规律，那

就是市场一致预期的事件往

往并不会真的出现。 或者说，

预期的利空，就不是利空。 因

为这些因素均已反映到价格

走势中。 更何况，相关部门也

不会坐视钱荒重新光临，必然

会提前注入流动性，引导市场

的预期。 而这也得到了相关信

息的佐证。 比如周五，央行进

行 300亿 7天 、1600亿 14天及

1000亿28天逆回购操作，当日

有400亿逆回购到期， 净投放

2500亿元。 由于利率仍然没有

变化，所以此举仍然是“加量

不加价” ， 这就引导着市场资

金利率趋于平稳。 所以，近几

个交易日的上海同业拆借利

率、国债逆回购利率并没有大

起大落，趋于平稳。 既如此，钱

荒不会来临，预期中的风险永

远不会成为真的、现实中的风

险。

操作中，建议投资者可以适

量加大仓位。 有三类个股可跟

踪， 一是产品价格上涨概念股，

包括钴产业链， 也包括永安药

业、安纳达等为代表的化工产品

股。 二是新兴产业股，包括新能

源动力汽车产业链个股，也包括

集成电器国产化趋势、互联网金

融等产业股。 三是代表着中国制

造业优势的相关产业链个股，尤

其是汽车制造业等品种。 （金百

临资讯 秦洪 执业证书编号

A1210612020001

）

6月产业资本净增持逾40亿元

6526万元“兜底增持”平均亏近3%

□本报记者 王威

5月底的“减持新规” 使得

“花式减持” 的风头得到了明显

抑制。 6月以来，出现重要股东持

股变动的290只股票中，有204只

股票获得增持，整体净增持金额

达到了40.36亿元， 是5月的3倍

有余。 不过中小创依然是减持的

“重灾区” ，而且6月最受关注的

“兜底式增持” 遭遇了响应者寥

寥和热度快速降温的双重尴尬，

不 仅 变 动 参 考 市 值 合 计 仅

6526.58万元， 增持成交均价相

较于最新收盘价平均跌幅更是

高达2.80%。

6月净增持逾40亿元

5月27日， 证监会发布了

《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

份的若干规定》。 这份“减持新

规” 相比于此前，主要变化在扩

大适用范围、 明确受限减持行

为、强化减持信息披露、加强违

规减持法律责任等。 而也正是在

该减持新规出台后，此前的“花

式减持”的风头得到有效遏制。

据Wind资讯数据，截至6月

16日， 沪深两市共有290只股票

出现重要股东持股变动。 其中，

增持股票共有204只， 合计增持

股份数量为8.72亿股， 增持参考

市值为81.45亿元； 遭遇减持的

股票共有76只，合计减持股份数

量为4.19亿股，减持参考市值为

41.08亿元。 此外，还有11只股票

增减持持平。

由此，6月以来产业资本净

增持了4.53亿股，参考增持金额

为40.36亿元，是5月整月10.96亿

元的净增持规模的3倍有余。

从市场分布来看，上证主板

共有51股获得增持，增持参考市

值为41.96亿元；17只股票获得

减持， 减持参考市值为14.63亿

元；整体净增持27.33亿元。 深证

主板共有23股票获得增持，增持

参考市值为10.72亿元；有9只股

票出现减持， 减持参考市值为

3.85亿元， 另有2只股票增减持

持平；整体合计净增持6.87亿元。

中小企业板则有83只股票

获得增持， 增持参考市值为

21.63亿元；28只股票遭到减持，

减持参考市值为14.90亿元，另

有7只股票增减持持平； 整体合

计净增持6.72亿元。 而创业板则

有46只股票获得增持，增持参考

市值为7.13亿元；22只股票遭到

减持，减持参考市值为7.70亿元，

另有2只股票增减持持平， 整体

合计减持5667.98万元。

由此可见，中小创依然是减

持的“重灾区” ，不过金额已经

较5月明显收窄。 不仅如此，虽然

沪深两市主板双双维持了净增

持的情况， 但分化却较5月明显

加大， 沪市主板依然颇受青睐，

而深市主板的增持规模大幅回

落。 分析人士认为，结合市场风

格偏转的情况来看，产业资本逆

风格操作的特征较为明显。

而在6月以来出现增持的

204只股票之中， 中南建设最获

“看好” ， 净买入股份数量达到

了1.07亿股，雅戈尔紧随其后获

得8242.73万股净买入，新黄浦、

津劝业、阳光城和新研股份的净

买入股份数量也都在3000万股

以上， 这6只股票除了新研股份

以外全部来自于主板。 陕西煤业

则成为了6月最 “不受欢迎” 的

股票，以1.40亿股的净卖出股份

数量居于首位， 而通裕重工、东

方园林和仁和药业的净卖出股

份数量也都超过了3000万股。

兜底增持全线浮亏

除了“减持新规” 下，“花式

减持” 得到有效遏制，产业资本

维持了净增持的势头，向市场传

递信心以外，6月最受关注的莫

过于兜底增持概念股了。

自从6月2日午间奋达科技

和凯美特气拉开本轮“兜底式增

持” 序幕，其后股价的涨停潮吸

引了不少公司跟风加入，仅6月6

日一天便有10家上市公司发布

了“兜底式增持” 的倡议。 据不

完全统计，目前两市已有包括科

陆电子、星徽精密、安居宝、宝莱

特、长城动漫等30余家上市公司

董事长或实控人以兜底的方式

倡议员工增持自家公司的股票。

然而“兜底式” 增持却遭遇

了响应者寥寥和热度快速降温

的双重尴尬。据东方财富Choice

数据， 两市共有16只股票6月的

增持响应获得员工响应，响应人

数最多的是沃尔核材和奋达科

技，增持员工人数达223人和211

人。 另有科陆电子和星辉娱乐的

增持员工人数较多。 增持流通股

数量则是从1000股到173.41万

股，不过占流通股比值都在0.9%

以 下 ， 变 动 参 考 市 值 合 计

6526.58万元。

不过“兜底式增持” 的“成

绩单” 却不甚理想，增持成交均

价相较于最新收盘价均录得不

同程度的下跌，整体平均跌幅高

达2.80%。 其中，青岛金王和星徽

精密“损失” 最为惨重，增持成

交均价较上周五收盘价跌幅都

超过了6%，*ST德力、智慧松德、

奋达科技的跌幅也都在5%以上。

市场人士指出，“兜底式增

持” 之所以全部出现明显浮亏，

除了当前存量博弈格局下，热点

切换较快的因素以外,从历史上

“兜底式增持” 潮来看，参与的

投资者赚钱效应并不明显，短期

快速上涨更使得缺乏基本面改

善的股票快速投资未来。 再加上

监管趋严的背景，炒作热情出现

了快速“退烧” 。

数据来源：东方财富

Choice

客户端

代码 名称

总变

动方

向

净买入股

份数合计

(万股)

增减仓参

考市值(万

元)

所属板块

6月以来

涨跌幅

（%）

所属申万

一级行业

000961.SZ

中南建设 增持

10,658.78 0.00

主板

0.91

房地产

600177.SH

雅戈尔 增持

8,242.73 115,356.57

主板

3.54

纺织服装

600638.SH

新黄浦 增持

4,288.93 76,526.37

主板

10.30

房地产

600821.SH

津劝业 增持

4,149.50 46,978.12

主板

18.30

商业贸易

000671.SZ

阳光城 增持

3,989.93 22,462.64

主板

-0.53

房地产

300159.SZ

新研股份 增持

3,466.02 0.00

创业板

-8.48

机械设备

300197.SZ

铁汉生态 增持

2,869.15 0.00

创业板

13.28

建筑装饰

600614.SH

鹏起科技 增持

2,807.48 31,556.16

主板

-0.09

有色金属

002004.SZ

华邦健康 增持

2,301.49 18,406.45

中小企业板

2.14

化工

600525.SH

长园集团 增持

2,027.32 29,031.31

主板

11.28

电气设备

002489.SZ

浙江永强 增持

2,025.53 14,912.27

中小企业板

0.61

轻工制造

000407.SZ

胜利股份 增持

2,015.04 19,475.32

主板

13.59

公用事业

600400.SH

红豆股份 增持

1,928.86 12,991.33

主板

1.83

纺织服装

300337.SZ

银邦股份 增持

1,528.27 0.00

创业板

1.86

有色金属

002031.SZ

巨轮智能 增持

1,442.93 0.00

中小企业板

1.30

机械设备

002335.SZ

科华恒盛 增持

1,289.87 0.00

中小企业板

-3.08

电气设备

600718.SH

东软集团 增持

1,240.57 23,049.68

主板

4.11

计算机

002138.SZ

顺络电子 增持

1,196.29 21,519.54

中小企业板

1.46

电子

600794.SH

保税科技 增持

1,177.76 4,905.46

主板

-3.52

交通运输

300131.SZ

英唐智控 增持

1,127.04 9,296.15

创业板

-0.98

电子

300156.SZ

神雾环保 增持

1,126.62 34,378.28

创业板

1.84

公用事业

002570.SZ

贝因美 增持

1,022.53 13,981.61

中小企业板

-2.44

食品饮料

002482.SZ

广田集团 增持

947.30 8,553.90

中小企业板

9.76

建筑装饰

000779.SZ

三毛派神 增持

932.21 15,584.13

主板

1.38

纺织服装

603918.SH

金桥信息 增持

893.25 26,899.21

主板

-1.13

计算机

002072.SZ

凯瑞德 增持

880.06 23,991.05

中小企业板

18.09

纺织服装

000820.SZ

神雾节能 增持

791.72 29,756.81

主板

11.93

轻工制造

002244.SZ

滨江集团 增持

767.08 5,514.20

中小企业板

6.50

房地产

002168.SZ

深圳惠程 增持

747.57 11,887.03

中小企业板

0.00

电气设备

002237.SZ

恒邦股份 增持

712.26 7,234.85

中小企业板

3.32

有色金属

002481.SZ

双塔食品 增持

677.35 4,663.48

中小企业板

0.88

食品饮料

600755.SH

厦门国贸 增持

661.23 5,923.15

主板

5.70

商业贸易

601222.SH

林洋能源 增持

650.27 4,552.50

主板

12.81

电气设备

300115.SZ

长盈精密 增持

618.33 0.00

创业板

1.29

电子

600273.SH

嘉化能源 增持

614.67 5,690.15

主板

2.31

化工

002546.SZ

新联电子 增持

543.52 3,084.36

中小企业板

8.67

电气设备

300324.SZ

旋极信息 增持

523.99 9,841.12

创业板

2.78

计算机

002198.SZ

嘉应制药 增持

510.11 7,090.00

中小企业板

0.72

医药生物

代码 名称 异动类型 异动起始日

区间股票成

交额(万元)

区间涨跌幅

（%）

区间换手率

（%）

002302.SZ

西部建设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7-06-14 449,059.75 28.55 23.74

000507.SZ

珠海港 换手率达

20% 2017-06-13 285,630.59 9.98 28.58

000507.SZ

珠海港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7-06-13 285,630.59 9.98 28.58

000856.SZ

冀东装备 换手率达

20% 2017-06-12 285,594.38 7.63 34.89

000856.SZ

冀东装备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7-06-12 285,594.38 7.63 34.89

000507.SZ

珠海港 换手率达

20% 2017-06-12 280,304.24 -1.61 28.24

000507.SZ

珠海港 换手率达

20% 2017-06-16 271,107.92 4.71 26.41

000507.SZ

珠海港 换手率达

20% 2017-06-14 245,256.79 -4.09 24.20

000025.SZ

特力

A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7-06-12 223,773.28 22.66 24.93

603855.SH

华荣股份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7-06-08 210,404.76 -19.86 124.18

000856.SZ

冀东装备 换手率达

20% 2017-06-13 195,932.57 -1.11 23.67

300506.SZ

名家汇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7-06-12 180,559.64 25.42 47.57

002307.SZ

北新路桥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7-06-15 162,889.89 10.03 17.27

002302.SZ

西部建设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7-06-15 153,765.65 9.99 8.19

603799.SH

华友钴业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7-06-13 147,460.65 10.01 11.12

603778.SH

乾景园林 换手率达

20% 2017-06-14 144,381.46 3.65 45.13

002722.SZ

金轮股份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7-06-12 141,297.83 22.40 49.62

000877.SZ

天山股份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7-06-15 138,655.89 10.00 12.86

002695.SZ

煌上煌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7-06-08 119,183.77 22.35 15.31

002633.SZ

申科股份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7-06-12 116,933.52 -19.00 64.38

002302.SZ

西部建设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7-06-14 111,898.79 10.03 6.52

002835.SZ

同为股份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7-06-13 110,251.56 27.64 101.47

代码 名称 交易日期

成交价

（元）

折价率

(%)

当日收盘价

（元）

成交量

(万股\份\张)

成交额

(万元)

300003.SZ

乐普医疗

2017-06-13 20.55 0.98 21.05 970.00 19,933.50

300003.SZ

乐普医疗

2017-06-16 20.30 -2.07 20.39 960.00 19,488.00

300495.SZ

美尚生态

2017-06-16 13.86 -10.00 15.54 1,202.41 16,665.40

002712.SZ

思美传媒

2017-06-14 22.84 -10.01 24.99 500.00 11,420.00

603555.SH

贵人鸟

2017-06-13 20.99 -8.10 23.09 525.00 11,019.75

300131.SZ

英唐智控

2017-06-14 8.73 6.72 8.15 1,145.30 9,998.48

002002.SZ

鸿达兴业

2017-06-13 7.30 0.00 7.40 1,344.32 9,813.56

300495.SZ

美尚生态

2017-06-14 13.52 -9.99 15.03 702.41 9,496.58

300101.SZ

振芯科技

2017-06-15 12.23 -9.94 14.40 722.80 8,839.84

601238.SH

广汽集团

2017-06-15 26.50 -4.61 27.81 300.00 7,950.00

600438.SH

通威股份

2017-06-16 5.65 2.17 5.65 1,318.60 7,450.09

002359.SZ

齐星铁塔

2017-06-12 36.15 0.00 35.05 196.80 7,114.32

300248.SZ

新开普

2017-06-16 15.57 0.00 15.57 447.50 6,967.58

300248.SZ

新开普

2017-06-14 15.14 1.34 15.14 460.00 6,964.40

002359.SZ

齐星铁塔

2017-06-13 35.05 0.00 35.70 179.30 6,284.47

300369.SZ

绿盟科技

2017-06-13 10.71 -9.92 11.97 560.00 5,997.60

600715.SH

文投控股

2017-06-14 22.20 -0.45 22.41 270.00 5,994.00

000573.SZ

粤宏远

A 2017-06-16 6.47 -3.14 6.68 883.10 5,713.66

600373.SH

中文传媒

2017-06-16 19.62 -9.00 21.71 289.50 5,679.99

600373.SH

中文传媒

2017-06-16 19.62 -9.00 21.71 280.50 5,503.41

000028.SZ

国药一致

2017-06-12 77.68 0.62 77.68 70.00 5,437.60

000723.SZ

美锦能源

2017-06-16 7.20 -8.75 7.87 750.00 5,400.00

数据来源：

Wind

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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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栏配表头条配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