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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阳：
大盘将止跌企稳
近期大盘在急速 上涨之 后，又接连不断地休整，特 别是上 周五加大了调整 的幅度 。 从其节奏看，这显然是熊 市的行 情特征。 市场连续下跌之后，受到 利好预期引发快速抄底 介入，随后 又快速撤离，这 是持股信心不强的表现，对后市 行情未有产生较强的预期。 结合当前基本 面形势，在新的改革预期之下，大 盘继续下行的 空间十分有限。 因此，本周大盘能 够表现止 跌企稳回升格局。 投资 者在操作上，多看少动密切关注 政策导向 变化。
占豪：
关注2000点附 近是否具抗跌性
以现在的技术状 态，大盘 本周初需要快速收回到20日线上，若迟迟不 能收回，则股指可能会直接再回调到1950点附近寻 求支撑。 在 这种大势下，要注意大盘回到2000点附近的 市场表现，若股指不能获得有效 支撑，则 市场的局部机会点会继 续被压制，市场上个股也将大部 分进入调整状态。 目前投资者应以稳为主 ，关注大盘是否 能够稳住以及技 术面是否有改观，若无改观继续 观望为 主，有改观则继续 多以个 股为主 操作。 当前行情，中 长线仍 不必考虑，但可继 续筛选长线股 作为股票池的观 察对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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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在龙头：
跌下来才是选股 最佳时 机
尽管指数下行，但 个股活 跃度还是保持得不错，17只个股涨停在下跌 过程中格外显 眼。 为什么这种冰 火两重 天的走势一直持 续？ 其实 在下半年相对 紧张的背景下，资 金难以发动持续 攻击，而当下又 处在经济转型阶段，很多中小市 值个股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盘子 相对较小容易控盘，这其实也是 不少资金的无奈 选择。 接 下来的一段时间 内，市场估计还 会出现这种中小 市值个 股遍地开花的情况。 但需 要注意，一是回避前期爆 炒的个 股，随时都有出逃 的可能 ；二是在 现阶段，不能盲目 追涨，下跌过程中往往 都是选股 的最佳时机；三是对于有 题材、有业绩、有资金关 注的中小盘个股可重点 关注。
图锐：
投资者信心跌“
散 ”了
超跌后究竟会不 会逆转 ？ 这就要跌到什么“
地步”了 ，如果像6月那么瀑布式溃 跌，那自 然总会迅 速挨近底线。 而现在的情况下似乎没有 那么夸 张，国家 队跟进得也就晚 了一些。 在持续回落之后我们呼唤“
暴力 哥”出现，结果周五下午暴 力哥果然拍马赶到了，它让两桶 油涨1%以上，让四大行尽量 不跌，更 有尾盘狂 拉中国平安七毛钱（
照顾遍了”，也没有改变周五普跌 的情形 ，事实上当天领跌 板块一直是地产及其相关，这是有20只涨停或者暴力哥出 手也无法改变的，最终跌停股还 是能够排开，深 证成指还是以最 低点光脚收盘，表明暴力 哥“
猛醒”单兵作 战也难以 快速挽救人气，因为人 心已经在连续的
2%以上）的壮举 ，但这些行为真的很有用 么？ 且不说十大权重并 未照顾个 遍，即便“
三跌中跌 “
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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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倪先生：
跌势随时有可能 戛然而 止
上周五的杀跌，从 基本面 来看，是毫无道理 的。 上周三晚间伯南克的 证词，说 明美国的量化宽松退出没有时 间表，遥遥无期，全球股市也应声上涨，国 内政策面也保持平静。 由 上周五尾盘的中国石油 中国石化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四大超级 大盘股出现护盘动作，可以判断管 理层有维稳意 愿。 从纯 技术面来分析，这 只是一次无法回避的二次探底 的动作 。 考虑到这个二次 探底就 是最后的诱空动作，且6月 底7月初拉动中国石油工 商银行 护盘的 暴力哥，随 时可能 再度现身，所以，暴跌过后 ，二次探底的形势虽然 非常明朗 ，但跌势 随时有可能戛然 而止，我们短线不必悲观，中线更可以期待一波 较大级别反弹行情。
盘古开天：
周一先抑后扬概 率大
笔者认为周一大 盘将会 呈现先抑后扬、探底回升走势，其 理由是：一 是政策 面稳定 市场意图明显；二 是2000之下可视为安全区域；三是集中式做 空基本上释放完毕；四是两捅油 力托股指。 因此，预 计周一股指有 一个惯性 下跌，随 后将会展开技术性反弹 。 若下探较深，那么形成双底的可 能性居大，若下 探后快速拉回，那么波段上升通 道下轨支撑的可 能性居大。 总体而言，无论 何种形 式，下周先抑后扬 是主基调。 （
田鸿伟 整理）
更多详情请登陆 中证财 经博客http://blog.c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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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大抗癌研究新突破 抗癌药进入基本药物目录

新突破+进目录 抗癌概念或弱势逞强
□本报记者 李波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命科学
学院吴缅教授与美国宾夕法尼亚
大学医学院杨小鲁教授合作，日
前在癌症代谢机制研究领域取得
新突破，证实p73蛋白激活了癌细
胞中的磷酸戊糖途径， 支持了肿
瘤细胞的增殖。 该成果为肿瘤代
谢研究找到了新的机理， 并为肿
瘤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 此外，在
2013年5月1日起施行的国家基本
药物目录中，补充了抗肿瘤用药。
大盘上周五失守2000点， 但盘中
“
抗癌”概念一度受到资金关注并
冲高。 整体弱势中，已经盘整较长
时间的抗癌概念股或再现交易性
机会，如北大医药（
000788）、华神
集 团 （
000790）、 海 欣 股 份
（
600851）、江苏吴中（
600200）等。

中科大抗癌研究取得新突破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命科学
学院吴缅教授与美国宾夕法尼亚
大学医学院杨小鲁教授合作，日
前在癌症代谢机制研究领域取得
新突破，即证实p73蛋白激活了癌
细胞中的磷酸戊糖途径， 支持了
肿瘤细胞的增殖。 该成果为肿瘤
代谢研究找到了新的机理， 并为
肿瘤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
吴缅和杨小鲁课题组经过多
年合作 研 究 发 现 ，p73 是 通 过 一
条葡萄糖代谢旁路即磷酸 戊 糖
途径，在肿瘤的发生发展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 他们通过实 验 证
明，高量表达的p73使葡萄糖-6磷酸脱氢酶（
G6PD）这一关键酶
的活性大大增强，从而激活了在
正常细胞中较少被使用的 代 谢
旁路，即磷酸戊糖途径，细胞中
大量的葡萄糖通过这一旁 路 被
消耗。 这一代谢途径无法产生细
胞生长必需的能量，而是产生大
量戊糖与强还原剂NAPDH，前者
用于合成核苷酸，后者则会参与
脂肪酸合成和清除一种对 肿 瘤
细胞有抑制作用的氧化物
（
ROS），从而满足肿瘤细胞无限、
旺盛的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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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情况下，细胞在有氧、无
氧情况下分别进行有氧代谢和糖
酵解；而肿瘤细胞无论在有氧或无
氧情况下， 都通过糖酵解进行代
谢，大量消耗葡萄糖而无法高效产
能。 因此，通过准确选择药物作用
的靶位并干预磷酸戊糖途径，有望
在肿瘤治疗中实现新的突破。

抗癌药进入基本药物目录
近年来， 被准确诊断出乳腺
癌、肺癌、胃癌及其他常见肿瘤疾
病的病人数量直线上升。 由于肿
瘤疾病至今仍无彻底治愈 的 手
段， 故其死亡率仍在继续上升。
WHO官员预测，今后两年癌症将
取代心血管疾病成为全球第一大
死亡原因。
在过去30年中， 我国癌症死
亡率增加了80%， 每年癌症发病
人数约260万人， 死亡人数约180
万人。 导致我国癌症的发病率不
断上升的主要原因，缘于水污染、
老龄化、 城镇化带来的生活环境
变化和生存压力增大等因素。
大力发展自主创新的生物医
药， 是最终解决让老百姓吃得起

抗癌药的根本途径。 由于新药研
发很困难、投入很大，所以药的价
格比较高， 很多自费患者难以承
受， 导致患者对创新药物的需求
被抑制。 因此，推动创新药进入医
保目录至关重要。
今年3月份，卫生部正式发布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
2012年版 《
于5月1日起施行。 针对2009年第
一版基药目录品种较少的缺点，
新版基本药物从原来的307个品
种新增至520种， 扩容了近七成，
并补充了抗肿瘤和血液病用药、
妇女及儿童用药等。 其中，在新目
录中，抗肿瘤药一大类中，包括了
烷化剂、 抗代谢药、 抗肿瘤抗生
素、抗肿瘤植物成分药等7个门类
26种用药。 抗癌药进入新版基本
药物目录， 将对抗癌药的研发产
生积极影响。

关注抗癌概念股
鉴于抗癌研究出现新突破，
且抗癌药进入基本药物目录，已
经盘整较长时间的抗癌概念将再
次出现交易性机会， 如北大医药
（
000788）、华神集团（
000790）、海

欣股份 （
600851）、 江 苏 吴 中
（
600200）等。
北大医药（
000788）：2013年4
月， 公司拟与方正医药研究院签
订《
技术开发（
合作）合同》，双方
约定共同参与研究开发康普瑞汀
磷酸二钠及注射剂Ⅱ期临床研究
项目事项， 康普瑞丁磷酸二钠是
一种正在开发的作用为破坏肿瘤
血管系统的抗癌药。 2013年2月，
公司获得SFDA批准的注射用康
普瑞丁磷酸二钠Ⅱ期临床试验批
件，该产品尚需经过Ⅱ、Ⅲ期临床
试验阶段，此过程需耗时3-5年左
右。 北大国际医院集团直接或间
接持有西南合成51.95%的股份，
北大国际医院集团持有方正医药
研究院100%股权。
华神集团（
000790）：子公 司
华神生物于2008年4月与上海东
方肝胆外科医院合作建立上海利
卡汀临床研究发展中心， 东方肝
胆外科医院院长吴孟超院士担任
中心管委会主任， 该中心以生物
医药研究和临床治疗相结 合 方
式， 致力于原发性肝癌综合治疗
研究。 华神生物于2011年7月与北

京四○一医院共建北京利卡汀治
疗中心。 四○一医院为北京利卡
汀治疗中心提供所需场所、 工作
人员等运营所需条件， 改造后的
核素药物治疗住院楼二层共五间
病房专供利卡汀治疗患者使用。
华神生物于2012年5月与包头市
肿瘤医院共建内蒙古利卡汀肝癌
治疗中心，双方合作期限为十年。
2013年6月，子公司华神生物临床
研究项目 《
利卡汀降低肝癌切除
术及消融术后复发Ⅳ期 临 床 研
究》获国家“
重大新药创制”科技
重大专项“
十二五”计划支持，并
已通过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医
学伦理委员会审查。
海欣股份（
600851）：由 公 司
全资子公司持股51%的海欣生物
与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合 作 研 发
抗原致敏的人
的国家一类新药“
树突状细胞(APDC)”可用于治疗
直肠癌，是我国首个自主研发获
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SF－
DA)正式批准、针对晚期大肠癌
APDC治疗性疫苗，2009年三期临
床已通过国家药监局组 织 专 家
论证。 2012年7月26日下午，海欣
生物获国家药监局下发的《
药物
临床试验批件》， 同意抗原致敏
的人树突状细胞(APDC)进行Ⅲ期
临床试验。
江苏吴中（
600200）：医 药 集
重组人血管内皮抑
团目前在研 “
素注射液研发与产业化”项目，重
组人血管内皮抑素注射液为国家
一类生物抗癌新药，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 主要应用于非小细胞肺癌，
2006年曾获国家“
863”项目支持，
2010年11月获省重大科技成果转
化专项资金扶持(共计1000万元及
配套项目经费200万元)。 现治疗非
小细胞肺癌的药物包括国产药恩
度及国外药厄洛替尼等，由于公司
产品在人源性同源方面氨基酸结
构与恩度不同，一期临床中未观察
到患者体内有抗体产生，而恩度以
及美国药物在一期临床都产生抗
体， 预计公司产品疗效会好于恩
度。 若临床研究顺利，会对公司业
绩造成非常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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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阳：

大盘将止跌企稳
近期大盘在急速上涨之后，
又接连不断地休整， 特别是上周
五加大了调整的幅度。 从其节奏
看，这显然是熊市的行情特征。市
场连续下跌之后， 受到利好预期
引发快速抄底介入， 随后又快速
撤离，这是持股信心不强的表现，

科华生物7月18日发布2013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2013年上半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31亿元，
同比增长14.66%； 实现归属净利
润1.48亿元，同比增长27.30%；摊
薄EPS为0.30元。
海通证券研究报告认为，公
司上半年业绩华丽反转原因在于
生化和核酸试剂保持高增长。酶免
试剂逐步走出政策影响后的低点，
随着医保覆盖面扩大，检测需求加
大而逐步复苏，2012年不甚明朗
的出口形势在2013年得以扭转。
公司的化学发光试剂已研发
6年，预计激素、甲状腺、传染病、
肿瘤类发光试剂将在2013年下半
年拿到注册证书， 目前化学发光
试剂在省级三级医院做临床。 海
通证券认为化学发光将与生化试
剂并行不悖发展， 并将部分取代
酶免，发展速度较快。 公司历经3

关注2000点附近是否具抗跌性
以现在的技术状态， 大盘本
周初需要快速收回到20日线上，
若迟迟不能收回， 则股指可能会
直接再回调到1950点附近寻求支
撑。在这种大势下，要注意大盘回
到2000点附近的市场表现， 若股
指不能获得有效支撑， 则市场的
局部机会点会继续被压制， 市场

上周大盘股的下跌主要是对
政策预期的反应， 房产税试点扩
容和利率市场化是两大因素，而
成长股依然是主要的机会所在。
展望本周，股指上下动力均不强，
维持震荡的概率较大， 投资仍需
谨慎，机会还看成长。

政策未转向 改革提速
资本市场揣摩上意的味道甚
浓。 宏观调控的方向到底会不会
变、 决策层到底是倾向于稳增长
还是调结构、 当前是否接近或滑
出下限， 成为投资者最为关心的
话题。 相反，投资者对于经济的短
期表现不抱太大预期， 好也好不
到哪，坏也坏不到哪，越来越多的
人则加入长期悲观的行列。
我们认为， 管理层对经济增

上个股也将大部分进入调整状
态。目前投资者应以稳为主，关注
大盘是否能够稳住以及技术面是
否有改观， 若无改观继续观望为
主， 有改观则继续多以个股为主
操作。当前行情，中长线仍不必考
虑， 但可继续筛选长线股作为股
票池的观察对象。

赢在龙头：

跌下来才是选股最佳时机
尽管指数下行，但个股活跃度
还是保持得不错，17只个股涨停在
下跌过程中格外显眼。为什么这种
冰火两重天的走势一直持续？其实
在下半年相对紧张的背景下，资金
难以发动持续攻击，而当下又处在
经济转型阶段，很多中小市值个股
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盘子相对较小
容易控盘，这其实也是不少资金的

无奈选择。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
市场估计还会出现这种中小市值
个股遍地开花的情况。 但需要注
意， 一是回避前期爆炒的个股，随
时都有出逃的可能； 二是在现阶
段，不能盲目追涨，下跌过程中往
往都是选股的最佳时机；三是对于
有题材、有业绩、有资金关注的中
小盘个股可重点关注。

图锐：

投资者信心跌“
散” 了
超跌后究竟会不会逆转？ 这
就要跌到什么“
地步”了，如果像6
月那么瀑布式溃跌， 那自然总会
迅速挨近底线。 而现在的情况下
似乎没有那么夸张， 国家队跟进
得也就晚了一些。 在持续回落之
后我们呼唤“
暴力哥”出现，结果
周五下午暴力哥果然拍马赶到
了，它让两桶油涨1%以上，让四
大行尽量不跌， 更有尾盘狂拉中
国平安七毛钱（
2%以上）的壮举，

但这些行为真的很有用么？ 且不
说十大权重并未照顾个遍， 即便
“
照顾遍了”， 也没有改变周五普
跌的情形， 事实上当天领跌板块
一直是地产及其相关， 这是有20
只涨停或者暴力哥出手也无法改
变的，最终跌停股还是能够排开，
深证成指还是以最低点光脚收
猛醒”单兵作战
盘，表明暴力哥“
也难以快速挽救人气， 因为人心
已经在连续的三跌中跌“
散”了。

盘古开天：

周一先抑后扬概率大
年研发化学发光仪器， 目前在进
行化学发光仪器调试， 预计化学
发光试剂仪器调试好后2014年有
望上市，并将在未来2年内追赶现
有酶免规模（
9000万左右）。
公司综合实力处于行业领先
地位，在生化、免疫、核酸诊断领
域全面发展；生化试剂快速发展，
核酸血筛加速推广利好公司三联
核酸试剂及核酸提取仪； 试剂与
仪器联动发展， 自产仪器和耗材
业务有望放量。
医改促进全民医保支付能力不
断提升， 内生需求推动国内诊断行
业未来增长，公司作为行业龙头，具
备综合竞争实力， 业绩将伴随行业
景气稳定增长。海通证券预计20132014年EPS分别为0.61元，0.77元，
买入”评级。
目标价20元，维持“

亚太股份(002284)
净利率显著提升
公司发布半年报业绩快报，
营 业 收 入 13.3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29.1%，利润总额8842万元，同比
增长63.6%， 净利润7451万元，同
比增长61.3%。
光大证券研究报告指出，公
司营业收入远高于行业 销 量 增
速，产能利用率环比有所提升。 原
因是：1）规模效应压低费用率；2）
产能利用率提升和公司内部运营
效率提升拉高毛利率；3） 产品和
客户结构改善。
高尔夫7今年8月投产， 公司
MQB平台订单开始贡献收入。 公
司于2012年3月21日公告，确定为
一汽-大众MQB项目Golf7,AudiA3
车型后制动盘产品的批量配套供
应商。 MQB平台是大众汽车最为
重要的车型平台，未来此平台的车
型将有一汽-大众的高尔夫7、奥迪
A3、奥迪Q3和迈腾、速腾、宝来、捷
达的下一代换代车型，以及上海大
众的明锐、昊锐、昕锐、Yeti、朗逸、
波罗、途观、途安等下一代换车车
型。 高尔夫7将于今年8月在一汽大众佛山工厂正式投产，这也意味

着公司的MQB平台订单也将从今
年8月开始为公司贡献收入。
光大证券认为， 公司从今年
开始将进入连续三年的业绩高增
长期，公司半年报符合此前预期，
维持“
买入”评级，目标价10.8元。

杰瑞股份(002353)：
增发延伸产品链
公司拟向不超过10名机构投
资者非公开发行不超过4900万股
股票，发行价不低于停牌前20个交
易日均价的90%、即63.36元，募集
资金部超过31.05亿元，拟投向“
钻
完井设备生产项目”、“
钻完井服务
一体化项目”和“
补充流动资金” ，
增发股票限售期12个月。
中信建投研究报告认为，公司
已在固井设备、压裂设备、连续油管
设备等产品领域取得明显的竞争
优势，并具备向钻机、井下工具等其
他产品拓展的条件，融资新建产能
有利于完善钻完井设备产品链，实
现油田专用设备的长期快速增长。

大规模新增油田服务队伍建
设“
钻完井服务一体化项目”拟投
资15亿元，新增定向钻井服务队6
支、连续油管服务队8支、完井设
备和服务队8支、压裂酸化服务队
6支，项目建设期15个月，由全资
子公司杰瑞能源服务实施， 项目
达产年新增收入12.5亿元、 利润
总额3.625亿元。 新项目建设将快
速提升公司定向钻井、连续油管、
压裂酸化、完井等服务能力，提升
公司钻完井服务业务的一体化程
度， 提高油田工程技术服务整体
竞争力。 公司原先规划今年服务
收入5亿元、明年15亿元，后年新
项目达产有望达到30亿元。
未来几年国际油价仍将维持
在高位，全球油气勘探开发支出保
持稳定较快增长，油气设备和服务
需求有保障；相对行业巨头斯伦贝
谢等来说， 公司成长的天花板极
高。 中信建投预计公司2013-2015
年实现EPS1.69、2.66和3.9元，维持
买入”评级。
85元目标价和“

改革提速 机会仍在成长股
□银河证券策略团队

对后市行情未有产生较强的预
期。结合当前基本面形势，在新的
改革预期之下， 大盘继续下行的
空间十分有限。因此，本周大盘能
够表现止跌企稳回升格局。 投资
者在操作上， 多看少动密切关注
政策导向变化。

占豪：

■ 评级简报 Report
科华生物（002022）
上半年业绩华丽反转

E-mail:sc1@zzb.com.cn

速的关注度有所提高， 风险防范
的意味较浓， 也不意味着政策明
显转向， 不会出台力度较大的经
济刺激。 即便是为了稳增长，政策
着力点也与四万亿刺激的方向不
同， 未来将是信息消费及相关投
资、节能环保、服务业、电子商务、
医药、智慧城市、地铁与城际轨道
等领域。
利率市场化和房产税试点扩
容预期是改革加快的信号， 具有
重要意义， 表明了管理层锐意改
革的态度， 信号意义大于对行业
基本面的实际影响。 从具体方案
看， 本次利率市场化是基本符合
市场预期甚至低于预期的， 对商
业银行的真实贷款利率不会产生
很大的影响。 如果存款利率放开，
则会对商业银行的经营产生巨大
的影响。 本次放开贷款利率下限，
是银行利率市场化的重要阶段。

国税总局关于研究房产税试
点扩容的表态， 表明管理层对房
地产市场调控追求长效 机 制 的
态度。 新政府对于房地产市场的
政策是小心翼翼的，既不能刺激
让价格涨，也不敢打压让价格大
幅下跌。 在没有看清趋势和想好
对策的情况下，房地产政策只能
是继续观察、 以静制动、 以稳为
主， 逐步建立市场化调控的长期
机制。

横盘震荡 机会仍在成长股
从利率市场化和房产税改革
的意义和效果来看，即便改革的
方向是正确的， 也会带来阵痛，
房地产板块和银行板块 的 下 跌
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这也验证
了我们一直坚持的 “
改革无牛
市”的观点。
从短期看， 制约股指上涨的

股市有风险，请慎重入市。

因素首先是经济的相对低迷，尽
管不会硬着陆； 其次是政策的调
整是温和的， 周期板块不会因经
济刺激预期出现大幅度估 值 修
复； 再者， 新股发行制度改革和
IPO仍然悬而未决，尽管市场预期
脚步已加快；最后，中报业绩也难
以支持股指上涨， 多数公司将会
低于预期。
支撑股指的因素包括： 利率
市场化的阶段性推进， 有短期靴
子落地的意味， 上周金融地产股
的下跌可能是对短期利空因素的
提前消化；大盘蓝筹股的低估值，
一定程度上可支撑股指， 大幅下
跌的概率偏小； 优质成长股持续
走高，强者恒强。 如果在资本市场
引入长期资金的步伐上显 著 加
快，则可能引发股指的反弹。
综合来看， 本周股指或低位
震荡， 强劲上涨或大幅下跌的概

率均偏小。 从稍长时间看，在震荡
后秋收行情还是会来临， 主要基
于改革憧憬的推动和前期风险的
释放。
当前的市场还是要关注结构
性的分化： 上中游还是要谨慎，
对很多股票而言，每一次反弹都
是出货的机会，甚至是做空的机
会，演绎的是“
反弹+下台阶”的
走势；金融地产板块总体上将是
震荡走势；而优质成长股仍然主
要的机会所在，每一次调整都是
买入加仓的机会，演绎的是“
调
整+创新高”的过程，缺乏业绩支
撑的伪成长需要警惕分 化 的 风
险。 成长股的方向依然是：TMT
（
信息消费及相关投资、 智慧城
市）、节能环保、医药、地铁与城
际轨道、 军工、3D打印和智能装
备、婴幼儿和老年产业、服务业、
大众消费等。

笔者认为周一大盘将会呈现
先抑后扬、探底回升走势，其理由
是：一是政策面稳定市场意图明
显；二是2000之下可视为安全区
域；三是集中式做空基本上释放
完毕；四是两捅油力托股指。 因
此，预计周一股指有一个惯性下
跌， 随后将会展开技术性反弹。

若下探较深，那么形成双底的可
能性居大， 若下探后快速拉回，
那么波段上升通道下轨支撑的
可能性居大。 总体而言，无论何
种形式， 下周先抑后扬是主基
调。 （田鸿伟 整理）
更多详情请登陆中证财经博
客http://blog.cs.com.cn/

目前仓位状况
（
加权平均仓位：64.8%）

选项
上涨
震荡
下跌

选项
满仓（
１００％）
７５％左右
５０％左右
２５％左右
空仓（
０％）

今日走势判断
比例
37.1%
17.1%
45.8%

常用技术分析指标数值表（2013 年 7 月 19 日）

沪深３００
日
周
↓２２６８．７６ ↓２２４２．１５
↓２２４９．６２ ↓２３９０．７４
↓２２２２．５２ ↓２４５６．４０
↓２２９０．０６ ↓２４９７．８５
↓２４２０．５１ ↓２４２７．８３
↓２４７３．５１ ↓２５０４．２０
↓２５０６．１９ ↓２６１０．１１
↓２４０５．３９ ↓２７４９．０６
↓－３．４９
↓－３．５５
↓－２．４４
↓－９．１７
↓－３７．０３
↓－６２．０６
↑－４９．４９
↓－１９．５１
↓３４．４５
↓２６．０９
↓３８．５５
↓３４．４９
↓４８．８７
↓３１．０７
↓６０．３３
↓３３．５４

深 证
日
周
↓７９９１．３０
↓７８７２．７９
↓７９２４．３５
↓８４４１．６１
↓７７９９．２０
↓８７２７．７７
↓８０４６．１４
↓８９３２．２７
↓８５７１．８４
↓８９４４．２３
↓８８０７．１５
↓９４３７．２４
↓８９４７．７２
↓９９１６．００
↓８８１４．４２
↓１０３４７．１９
↓－４．１３
↓－３．８８
↓－３．０９
↓－１０．１３
↓－１３６．８３
↓－３１２．６６
↑－１８５．５８
↓－１６４．４４
↓３３．５２
↓２６．１３
↓３８．４０
↓３３．５０
↓４７．４７
↓２９．９９
↓６１．０６
↓３１．９３

ＰＳＹ（
１２）
ＭＡ（
６）
＋ ＤＩ（
７）
—ＤＩ（
７）
ＡＤＸ
ＡＤＸＲ
ＢＲ（
２６）
ＡＲ（
２６）
％Ｗ（
１０）
％Ｗ（
２０）
％Ｋ（
９，３）
％Ｄ（
３）
％Ｊ（
３）
ＭＯＭ（
１２）
ＭＡ（
６）

上 证
日
周
５８．３３
５８．３３
↓６６．６６
５４．１６
↓３１．９７
↓８．４１
↑１７．８７
↓５１．３８
↑４９．２８
↑５０．６３
↓４２．６５
↓４９．７３
↑４７．１４
↑６４．１４
↑７１．８９
↓７６．２９
↑６８．４０
↑７０．４９
↑４１．２０
↑７１．５３
↓５４．３２
↓３１．８０
↓６３．８６
↓３２．８９
↓３５．２２
↓２９．６２
↓－１．６２
↑－１８５．２６
↓５８．１３
↓－１９４．３０

沪深３００
日
周
５０．００
５８．３３
↓５８．３３
５４．１６
↓３２．０３
↓８．６５
↑２１．２１
↓４９．１１
↑４９．０８
↓４９．９６
↓４２．９６
↓４３．２９
↑５５．９５
↑７０．２４
↑７７．３１
↓８２．８７
↑７９．８０
↑７３．７７
↑４９．００
↑７３．７７
↓４８．８７
↓３１．０７
↓６０．３３
↓３３．５４
↓２５．９６
↓２６．１３
↓－１３．３５ ↑－２５６．８２
↓７５．０６
↓－２３５．４４

深 证
日
周
５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５８．３３
↓４８．６１
↓２８．６５
↓７．１４
↑２３．６８
↓４９．１８
↓４５．６３
↑５８．５２
↓４２．４１
↓５６．８５
↑６３．２９
↓７０．８２
↑８１．８８
↓８０．４１
↑８６．８５
↑７４．９１
↑４９．９６
↑７４．９１
↓４７．４７
↓２９．９９
↓６１．０６
↓３１．９３
↓２０．３１
↓２６．１１
↓－３９．７５
↑－１０２７．４０
↓３２８．８５
↓－９９８．６６

ＲＯＣ（
１２）

↓－０．０８

↓－０．６０

↓－０．５１

ＭＡ（
５）
ＭＡ（
１０）
ＭＡ（
２０）
移动
ＭＡ（
３０）
平均线
ＭＡ（
６０）
ＭＡ（
１００）
ＭＡ（
１２０）
ＭＡ（
２５０）
ＢＩＡＳ（
６）
乖离率
ＢＩＡＳ（
１２）
ＤＩＦ（
１２，２６）
ＭＡＣＤ线
ＤＥＡ（
９）
相对强弱
ＲＳＩ（
６）
指标
ＲＳＩ（
１２）
慢速随机
％Ｋ（
９，３）
指标
％Ｄ（
３）
技术指标

动向指标
（ＤＭＩ）
人气指标
意愿指标
威廉指数
随机指标
动量指标
超买超卖
指标

数据提供：长城证券杭州分公司

上 证
日
周
↓２０３７．２２ ↓２０１８．３３
↓２０２３．０４ ↓２１３３．６６
↓２００２．１６ ↓２１９０．２７
↓２０５６．４５ ↓２２２８．１８
↓２１５５．８６ ↓２１８８．６５
↓２２０４．５７ ↓２２７４．６０
↓２２３１．４２ ↓２３７１．０２
↓２１６９．０８ ↓２５３３．０８
↓－２．２０
↓－２．４３
↓－１．３６
↓－７．２７
↓－２８．６２
↓－５４．９０
↑－３９．１９
↓－２３．８１
↓３６．７０
↓２７．１３
↓３９．５９
↓３４．２８
↓５４．３２
↓３１．８０
↓６３．８６
↓３２．８９

技术指标

心理线

比例
46.5%
12.7%
12.7%
9.6%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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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５０

↓－１０．４９

↑－１１．８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