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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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307.SH

酒钢宏兴

2014-8-7 2.68 -4.96 2.82 31,316.79 83,929.00

000061.SZ

农产品

2014-8-5 10.60 0.47 10.72 2,880.52 30,533.49

002574.SZ

明牌珠宝

2014-8-6 24.37 -8.00 25.81 1,070.00 26,075.90

000751.SZ

锌业股份

2014-8-6 5.00 28.87 9.66 5,124.96 25,624.80

601818.SH

光大银行

2014-8-4 2.40 -9.77 2.78 8,250.00 19,800.00

600759.SH

正和股份

2014-8-6 10.76 -0.55 11.19 1,480.59 15,931.15

600759.SH

正和股份

2014-8-6 10.73 -0.83 11.19 1,360.00 14,592.80

600481.SH

双良节能

2014-8-4 9.44 -5.51 10.29 1,360.00 12,838.40

000078.SZ

海王生物

2014-8-4 8.60 -4.12 8.96 1,300.00 11,180.00

601888.SH

中国国旅

2014-8-5 33.77 -2.00 35.18 300.00 10,131.00

000902.SZ

新洋丰

2014-8-6 10.16 0.00 10.17 964.50 9,799.32

002571.SZ

德力股份

2014-8-4 12.31 -10.01 13.59 705.00 8,678.55

002318.SZ

久立特材

2014-8-4 16.80 -9.82 19.08 516.00 8,668.80

600759.SH

正和股份

2014-8-5 10.38 0.68 10.82 800.00 8,304.00

002594.SZ

比亚迪

2014-8-4 44.72 -10.00 51.47 183.00 8,183.76

002050.SZ

三花股份

2014-8-5 11.11 -9.97 12.20 666.00 7,399.26

002594.SZ

比亚迪

2014-8-5 46.32 -10.01 51.39 157.00 7,272.24

600711.SH

盛屯矿业

2014-8-6 12.07 -4.96 13.97 579.94 6,999.88

002594.SZ

比亚迪

2014-8-6 46.25 -10.00 52.50 144.00 6,660.00

002489.SZ

浙江永强

2014-8-4 9.86 -9.95 11.33 675.00 6,655.50

300217.SZ

东方电热

2014-8-7 19.16 -5.43 19.64 340.29 6,519.96

002225.SZ

濮耐股份

2014-8-7 6.39 -1.99 6.79 1,018.49 6,508.15

600562.SH

国睿科技

2014-8-8 30.98 -0.74 31.94 209.46 6,489.07

002251.SZ

步步高

2014-8-8 12.70 -5.22 13.80 500.00 6,350.00

002251.SZ

步步高

2014-8-8 12.70 -5.22 13.80 500.00 6,350.00

600711.SH

盛屯矿业

2014-8-6 12.07 -4.96 13.97 500.00 6,035.00

000751.SZ

锌业股份

2014-8-6 4.00 3.09 9.66 1,500.00 6,000.00

000751.SZ

锌业股份

2014-8-6 4.00 3.09 9.66 1,500.00 6,000.00

300217.SZ

东方电热

2014-8-6 19.16 -7.39 20.26 300.00 5,748.00

002342.SZ

巨力索具

2014-8-6 5.28 -9.90 6.01 1,080.00 5,70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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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84.SH

中葡股份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4-8-6 24945.3887 20.95 6.28

000970.SZ

中科三环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4-8-4 140393.3454 10.04 9.46

002657.SZ

中科金财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4-8-6 375.0166 10.02 0.25

002657.SZ

中科金财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4-8-6 22040.9878 21.02 13.62

002657.SZ

中科金财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4-8-7 21665.9713 10.00 13.37

002021.SZ

中捷股份 振幅值达

15% 2014-8-8 45377.3145 9.27 12.24

002401.SZ

中海科技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4-8-4 19736.4950 9.98 5.13

603126.SH

中材节能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4-8-6 744.6029 20.97 1.20

603126.SH

中材节能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4-8-1 341.6165 33.13 0.69

603126.SH

中材节能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4-8-7 482.6805 10.01 0.75

300158.SZ

振东制药 换手率达

20% 2014-8-4 39433.7870 6.74 8.39

600119.SH

长江投资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4-8-8 36861.3214 10.01 9.64

000066.SZ

长城电脑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4-8-6 13524.0310 7.82 2.07

000903.SZ

云内动力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4-8-4 29902.3809 9.96 7.98

600239.SH

云南城投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4-8-5 61967.9092 10.10 13.98

600206.SH

有研新材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4-8-4 77659.1223 27.92 12.87

600157.SH

永泰能源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4-8-5 349025.1885 10.07 25.52

600157.SH

永泰能源 换手率达

20% 2014-8-5 349025.1885 10.07 25.52

300351.SZ

永贵电器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4-8-7 1300.2515 10.00 1.11

300274.SZ

阳光电源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4-8-7 43359.9301 10.01 8.94

002607.SZ

亚夏汽车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4-8-7 7575.6451 9.97 8.09

002607.SZ

亚夏汽车 换手率达

20% 2014-8-8 32401.2256 4.86 32.43

300385.SZ

雪浪环境 换手率达

20% 2014-8-6 21798.2990 -2.77 21.82

300385.SZ

雪浪环境 换手率达

20% 2014-8-5 20847.6188 -1.01 20.47

000751.SZ

锌业股份 无价格涨跌幅限制

2014-8-6 235645.6326 148.97 20.02

000751.SZ

锌业股份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4-8-7 254424.7663 -10.04 20.21

000751.SZ

锌业股份 换手率达

20% 2014-8-7 254424.7663 -10.04 20.21

000751.SZ

锌业股份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4-8-8 246840.8814 -8.86 21.96

000751.SZ

锌业股份 换手率达

20% 2014-8-8 246840.8814 -8.86 21.96

002306.SZ

湘鄂情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4-8-5 91404.7367 22.48 1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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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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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607.SZ

亚夏汽车

2014-8-11 14996.28 27456.00 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268.SZ

卫士通

2014-8-11 437.58 17124.89 146.31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150.SZ

通润装备

2014-8-11 468.00 24786.00 234.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1798.SH

蓝科高新

2014-8-11 20517.47 35452.82 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

配股原股东限售股份

601901.SH

方正证券

2014-8-11 260322.84 610000.00 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608.SZ

舜天船舶

2014-8-11 19635.00 32855.16 4629.84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0868.SZ

安凯客车

2014-8-11 5980.00 69556.16 0.41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000750.SZ

国海证券

2014-8-11 143153.55 201821.11 29215.02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

配股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338.SZ

开元仪器

2014-8-12 525.00 4828.67 7771.33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1636.SH

旗滨集团

2014-8-12 49750.00 67653.59 16267.28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0495.SH

晋西车轴

2014-8-12 12937.53 61295.61 5826.11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891.SH

秋林集团

2014-8-12 73.05 32389.79 163.10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300241.SZ

瑞丰光电

2014-8-12 47.51 14785.65 7021.59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002045.SZ

国光电器

2014-8-12 100.80 36023.46 5666.94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002081.SZ

金螳螂

2014-8-12 1141.25 166961.85 9258.73

追加承诺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002101.SZ

广东鸿图

2014-8-13 2770.00 19169.26 0.74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081.SZ

金螳螂

2014-8-13 4145.57 171107.42 5113.16

追加承诺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002610.SZ

爱康科技

2014-8-15 13086.56 29775.00 225.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609.SZ

捷顺科技

2014-8-15 21276.61 28766.63 681.5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0100.SH

同方股份

2014-8-15 3004.37 201774.48 18013.74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315.SZ

掌趣科技

2014-8-15 8154.75 62660.60 67100.24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券商名称 本周趋势 中线趋势 本周区间 本周热点

新时代证券 平 多

2130-2200

新能源、新兴产业

华泰证券 多 多

2170-2250

周期股

东吴证券 本周未发表观点

信达证券 多 平

2150-2220

地产股、银行股

国都证券 平 平

2130-2220

沪港通、国企改革

五矿证券 多 多

2190-2260

蓝宝石、清洁能源、与改革相关概念

西南证券 空 多

2130-2180

小市值品种

太平洋证券 平 多

2150-2200

消息面

光大证券 多 多

2150-2300

混合所有制

财通证券 平 多

2150-2250

国企改革、铁路、军工

申银万国证券 多 平

2170-2250

有题材支持的权重股

民生证券 平 多

2150-2250

新兴产业

券商名称

本周

趋势

中线

趋势

本周

区间

下限

本周

区间

上限

下限偏

离周收

盘价程

度

上限偏

离周收

盘价程

度

市场情绪 星级

情绪

指数

综合

指数

五矿证券 多 多

2190 2260 -0.20% 2.99%

强烈看多

★★★ 75%

57.27%

光大证券 多 多

2150 2300 -2.02% 4.81%

强烈看多

★★★ 75%

华泰证券 多 多

2170 2250 -1.11% 2.53%

微弱看多

★★ 60%

申银万国证券 多 平

2170 2250 -1.11% 2.53%

微弱看多

★★ 60%

信达证券 多 平

2150 2220 -2.02% 1.17%

微弱看多

★★ 60%

民生证券 平 多

2150 2250 -2.02% 2.53%

谨慎看多

★ 55%

新时代证券 平 多

2130 2200 -2.94% 0.25%

看平

○ 50%

太平洋证券 平 多

2150 2200 -2.02% 0.25%

看平

○ 50%

财通证券 平 多

2150 2250 -2.02% 2.53%

看平

○ 50%

国都证券 平 平

2130 2220 -2.94% 1.17%

看平

○ 50%

西南证券 空 多

2130 2180 -2.94% -0.66%

谨慎看空

☆ 45%

券商名称 推荐券商 行业关注度

国企改革 五矿证券、财通证券、光大证券、国都证券

40%

新兴产业 民生证券、新时代证券

20%

新能源 五矿证券、新时代证券

20%

周期股

/

权重股 华泰证券

/

申银万国证券

20%

蓝宝石 五矿证券

10%

铁路、军工 财通证券

10%

沪港通 国都证券

10%

小市值品种 西南证券

10%

地产股、银行股 信达证券

10%

大盘九连震 80股创历史新高

强势股提示三大布局线索

□本报记者 龙跃

7月29日以来， 沪深主板大

盘结束了此前的逼空式反弹，连

续9个交易日呈现强势震荡的格

局。 不过，市场震荡并未影响个

股行情的精彩程度。 统计显示，

除今年年内上市的新股外，有80

只个股在近期大盘震荡期间创

出股价历史新高，这些个股为投

资者布局下一阶段行情提供了

有益线索，包括中小板股票以及

新能源汽车、特高压、医药生物

等发展前景明确行业内的股票，

值得后市积极关注。

80只个股不惧震荡创新高

指数上涨与赚钱效应并不

能完全划上等号， 在前期大盘

快速反弹过程中， 投资者普遍

感到“赚了指数不赚钱” ，而在

行情近期迎来震荡格局后，个

股赚钱效应反而开始增加，主

要表现为股价创历史新高的个

股大量出现。

7月29日以来，在银行、地产

等蓝筹股逐渐上涨乏力的影响

下，主板大盘失去了此前高歌猛

进的逼空上涨动力， 最近9个交

易日，沪综指始终围绕2200点进

行强势震荡。 短期而言，这种强

势震荡的格局很可能延续。 首

先，7月经济、 金融数据即将发

布， 市场观望情绪开始浓厚；其

次，蓝筹股此前反弹过快，大面

积处于超买状态，客观上需要一

个回调消化获利盘的过程，也令

短期市场失去了拉升主线；第

三，从两融市场以及股指期货的

持仓数据看，多空分歧也持续加

大，提升了整体市场出现震荡的

概率。

不过， 大盘震荡显然并未

影响到个股的做多热情。 据

Wind数据，在7月29日以来的9

个交易日中， 剔除掉今年年内

上市的新股后， 有多达80只个

股的股价创出了历史新高，走

势极为强悍。

从风格角度看，在80只创出

历史新高的个股中，有18只个股

来自上海主板市场， 有9只个股

来自深圳主板市场，有35只个股

为中小板股票，另有18只个股为

创业板股票。

而从行业角度看，80只创历

史新高的个股分布在20个申万

一级行业中。 其中，电气设备行

业内的股票最多， 达到10只；电

子、机械设备、汽车、医药生物四

个行业紧随其后， 都各有9只个

股创出历史新高；此外，化工和

计算机行业也各有四只股票在

近期市场震荡期间创出股价历

史新高。 与之相比，银行、休闲服

务、食品饮料、商业贸易、轻工制

造、非银行金融、传媒等7个行业

没有一只个股在近期创出历史

新高。

强势股提供三大布局线索

展望后市，随着震荡行情的

展开，市场热点切换成为大概率

事件，投资者的持仓结构需要及

时进行调整。

分析人士表示，判断市场热

点即将进行切换的原因有二：其

一，本轮自2000点开始的反弹行

情， 领涨品种主要为大盘蓝筹

股，目前此类股票继续上涨的空

间已经不大。 一方面，大盘蓝筹

股上涨需要持续的巨量资金推

动，但从本轮反弹以来的资金流

向特点看，存量资金博弈的格局

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这难免给

权重品种后市继续上涨带来显

著制约。 另一方面，在经济复苏

尚未明确的现阶段，大量周期性

大盘蓝筹股的集体走强也缺乏

基本面的足够支持。 其二，从对

历史上中级反弹行情的统计看，

在大盘第一轮快速上涨后搭建

震荡平台的阶段，通常都会出现

热点切换，单一品种从头涨到尾

的情况非常罕见。

就后市热点切换的潜在关

注品种而言，近期股价创出历史

新高的股票作为当前市场中的

最强势品种，能够给投资者布局

提供非常有借鉴意义的线索。 总

体来看，布局线索有三：

一是中小板有望获得资金

关注。 从市场风格板块看，中小

板近期创历史新高的个股最多

事出有因。 蓝筹股前期上涨后

面临较大获利回吐压力， 而从

蓝筹股中流出的资金会去哪

里， 则成为投资者二次建仓的

关注点。 在估值压力较大和机

构持仓比例较高的情况下，创

业板肯定不是资金的最好去

处， 这无形中提高了中小板对

资金的吸引力。

二是政策大力扶持的行业

具备吸引力。 从近期创历史新高

个股的行业分布看，电气设备和

汽车行业内的股票较多，而上述

两个行业分别对应着特高压和

新能源汽车两大政策扶持领域，

考虑到政策的延续性，上述政策

扶持性行业后市具备成为主流

热点的可能。

三是需求刚性的行业。 尽

管本轮反弹的促发因素之一是

经济复苏预期， 但经济复苏是

否确立仍有待观察， 投资者与

其冒险博弈基本面可能逆转的

行业股票， 不如耐心持有景气

度本来就有保障的品种。 医药、

电子等需求刚性特征明显行业

股票， 大概率不会缺席未来的

反弹行情。

近期创出历史新高个股的行业分布

创历史新高个股的市场分布

大盘九连震 80股创历史新高

强势股提示三大布局线索

□本报记者 龙跃

7月29日以来， 沪深主板大

盘结束了此前的逼空式反弹，连

续9个交易日呈现强势震荡的格

局。 不过，市场震荡并未影响个

股行情的精彩程度。 统计显示，

除今年年内上市的新股外，有80

只个股在近期大盘震荡期间创

出股价历史新高，这些个股为投

资者布局下一阶段行情提供了

有益线索，包括中小板股票以及

新能源汽车、特高压、医药生物

等发展前景明确行业内的股票，

值得后市积极关注。

80只个股不惧震荡创新高

指数上涨与赚钱效应并不

能完全划上等号， 在前期大盘

快速反弹过程中， 投资者普遍

感到“赚了指数不赚钱” ，而在

行情近期迎来震荡格局后，个

股赚钱效应反而开始增加，主

要表现为股价创历史新高的个

股大量出现。

7月29日以来，在银行、地产

等蓝筹股逐渐上涨乏力的影响

下，主板大盘失去了此前高歌猛

进的逼空上涨动力， 最近9个交

易日，沪综指始终围绕2200点进

行强势震荡。 短期而言，这种强

势震荡的格局很可能延续。 首

先，7月经济、 金融数据即将发

布， 市场观望情绪开始浓厚；其

次，蓝筹股此前反弹过快，大面

积处于超买状态，客观上需要一

个回调消化获利盘的过程，也令

短期市场失去了拉升主线；第

三，从两融市场以及股指期货的

持仓数据看，多空分歧也持续加

大，提升了整体市场出现震荡的

概率。

不过， 大盘震荡显然并未

影响到个股的做多热情。 据

Wind数据，在7月29日以来的9

个交易日中， 剔除掉今年年内

上市的新股后， 有多达80只个

股的股价创出了历史新高，走

势极为强悍。

从风格角度看，在80只创出

历史新高的个股中，有18只个股

来自上海主板市场， 有9只个股

来自深圳主板市场，有35只个股

为中小板股票，另有18只个股为

创业板股票。

而从行业角度看，80只创历

史新高的个股分布在20个申万

一级行业中。 其中，电气设备行

业内的股票最多， 达到10只；电

子、机械设备、汽车、医药生物四

个行业紧随其后， 都各有9只个

股创出历史新高；此外，化工和

计算机行业也各有四只股票在

近期市场震荡期间创出股价历

史新高。 与之相比，银行、休闲服

务、食品饮料、商业贸易、轻工制

造、非银行金融、传媒等7个行业

没有一只个股在近期创出历史

新高。

强势股提供三大布局线索

展望后市，随着震荡行情的

展开，市场热点切换成为大概率

事件，投资者的持仓结构需要及

时进行调整。

分析人士表示，判断市场热

点即将进行切换的原因有二：其

一，本轮自2000点开始的反弹行

情， 领涨品种主要为大盘蓝筹

股，目前此类股票继续上涨的空

间已经不大。 一方面，大盘蓝筹

股上涨需要持续的巨量资金推

动，但从本轮反弹以来的资金流

向特点看，存量资金博弈的格局

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这难免给

权重品种后市继续上涨带来显

著制约。 另一方面，在经济复苏

尚未明确的现阶段，大量周期性

大盘蓝筹股的集体走强也缺乏

基本面的足够支持。 其二，从对

历史上中级反弹行情的统计看，

在大盘第一轮快速上涨后搭建

震荡平台的阶段，通常都会出现

热点切换，单一品种从头涨到尾

的情况非常罕见。

就后市热点切换的潜在关

注品种而言，近期股价创出历史

新高的股票作为当前市场中的

最强势品种，能够给投资者布局

提供非常有借鉴意义的线索。 总

体来看，布局线索有三：

一是中小板有望获得资金

关注。 从市场风格板块看，中小

板近期创历史新高的个股最多

事出有因。 蓝筹股前期上涨后

面临较大获利回吐压力， 而从

蓝筹股中流出的资金会去哪

里， 则成为投资者二次建仓的

关注点。 在估值压力较大和机

构持仓比例较高的情况下，创

业板肯定不是资金的最好去

处， 这无形中提高了中小板对

资金的吸引力。

二是政策大力扶持的行业

具备吸引力。 从近期创历史新高

个股的行业分布看，电气设备和

汽车行业内的股票较多，而上述

两个行业分别对应着特高压和

新能源汽车两大政策扶持领域，

考虑到政策的延续性，上述政策

扶持性行业后市具备成为主流

热点的可能。

三是需求刚性的行业。 尽

管本轮反弹的促发因素之一是

经济复苏预期， 但经济复苏是

否确立仍有待观察， 投资者与

其冒险博弈基本面可能逆转的

行业股票， 不如耐心持有景气

度本来就有保障的品种。 医药、

电子等需求刚性特征明显行业

股票， 大概率不会缺席未来的

反弹行情。

创历史新高个股的市场分布

大盘九连震 80股创历史新高

强势股提示三大布局线索

□本报记者 龙跃

7月29日以来， 沪深主板大

盘结束了此前的逼空式反弹，连

续9个交易日呈现强势震荡的格

局。 不过，市场震荡并未影响个

股行情的精彩程度。 统计显示，

除今年年内上市的新股外，有80

只个股在近期大盘震荡期间创

出股价历史新高，这些个股为投

资者布局下一阶段行情提供了

有益线索，包括中小板股票以及

新能源汽车、特高压、医药生物

等发展前景明确行业内的股票，

值得后市积极关注。

80只个股不惧震荡创新高

指数上涨与赚钱效应并不

能完全划上等号， 在前期大盘

快速反弹过程中， 投资者普遍

感到“赚了指数不赚钱” ，而在

行情近期迎来震荡格局后，个

股赚钱效应反而开始增加，主

要表现为股价创历史新高的个

股大量出现。

7月29日以来，在银行、地产

等蓝筹股逐渐上涨乏力的影响

下，主板大盘失去了此前高歌猛

进的逼空上涨动力， 最近9个交

易日，沪综指始终围绕2200点进

行强势震荡。 短期而言，这种强

势震荡的格局很可能延续。 首

先，7月经济、 金融数据即将发

布， 市场观望情绪开始浓厚；其

次，蓝筹股此前反弹过快，大面

积处于超买状态，客观上需要一

个回调消化获利盘的过程，也令

短期市场失去了拉升主线；第

三，从两融市场以及股指期货的

持仓数据看，多空分歧也持续加

大，提升了整体市场出现震荡的

概率。

不过， 大盘震荡显然并未

影响到个股的做多热情。 据

Wind数据，在7月29日以来的9

个交易日中， 剔除掉今年年内

上市的新股后， 有多达80只个

股的股价创出了历史新高，走

势极为强悍。

从风格角度看，在80只创出

历史新高的个股中，有18只个股

来自上海主板市场， 有9只个股

来自深圳主板市场，有35只个股

为中小板股票，另有18只个股为

创业板股票。

而从行业角度看，80只创历

史新高的个股分布在20个申万

一级行业中。 其中，电气设备行

业内的股票最多， 达到10只；电

子、机械设备、汽车、医药生物四

个行业紧随其后， 都各有9只个

股创出历史新高；此外，化工和

计算机行业也各有四只股票在

近期市场震荡期间创出股价历

史新高。 与之相比，银行、休闲服

务、食品饮料、商业贸易、轻工制

造、非银行金融、传媒等7个行业

没有一只个股在近期创出历史

新高。

强势股提供三大布局线索

展望后市，随着震荡行情的

展开，市场热点切换成为大概率

事件，投资者的持仓结构需要及

时进行调整。

分析人士表示，判断市场热

点即将进行切换的原因有二：其

一，本轮自2000点开始的反弹行

情， 领涨品种主要为大盘蓝筹

股，目前此类股票继续上涨的空

间已经不大。 一方面，大盘蓝筹

股上涨需要持续的巨量资金推

动，但从本轮反弹以来的资金流

向特点看，存量资金博弈的格局

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这难免给

权重品种后市继续上涨带来显

著制约。 另一方面，在经济复苏

尚未明确的现阶段，大量周期性

大盘蓝筹股的集体走强也缺乏

基本面的足够支持。 其二，从对

历史上中级反弹行情的统计看，

在大盘第一轮快速上涨后搭建

震荡平台的阶段，通常都会出现

热点切换，单一品种从头涨到尾

的情况非常罕见。

就后市热点切换的潜在关

注品种而言，近期股价创出历史

新高的股票作为当前市场中的

最强势品种，能够给投资者布局

提供非常有借鉴意义的线索。 总

体来看，布局线索有三：

一是中小板有望获得资金

关注。 从市场风格板块看，中小

板近期创历史新高的个股最多

事出有因。 蓝筹股前期上涨后

面临较大获利回吐压力， 而从

蓝筹股中流出的资金会去哪

里， 则成为投资者二次建仓的

关注点。 在估值压力较大和机

构持仓比例较高的情况下，创

业板肯定不是资金的最好去

处， 这无形中提高了中小板对

资金的吸引力。

二是政策大力扶持的行业

具备吸引力。 从近期创历史新高

个股的行业分布看，电气设备和

汽车行业内的股票较多，而上述

两个行业分别对应着特高压和

新能源汽车两大政策扶持领域，

考虑到政策的延续性，上述政策

扶持性行业后市具备成为主流

热点的可能。

三是需求刚性的行业。 尽

管本轮反弹的促发因素之一是

经济复苏预期， 但经济复苏是

否确立仍有待观察， 投资者与

其冒险博弈基本面可能逆转的

行业股票， 不如耐心持有景气

度本来就有保障的品种。 医药、

电子等需求刚性特征明显行业

股票， 大概率不会缺席未来的

反弹行情。

近期创出历史新高个股的行业分布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最新股价

（元）

今年以来涨

跌幅（%）

所属申万

行业

市盈率

(PE,TTM)

市净率

000559.SZ

万向钱潮

14.45 229.96

汽车

45.91 7.95

002366.SZ

丹甫股份

29.44 200.85

家用电器

124.74 5.54

600071.SH

凤凰光学

17.71 198.65

电子

-125.62 7.31

600399.SH

抚顺特钢

16.86 189.67

钢铁

364.70 5.13

300245.SZ

天玑科技

29.46 167.35

计算机

84.83 8.67

000511.SZ

烯碳新材

10.02 151.13

有色金属

169.37 6.83

300296.SZ

利亚德

20.65 139.15

电子

80.66 6.86

002210.SZ

飞马国际

15.05 123.52

交通运输

42.84 7.82

300037.SZ

新宙邦

40.62 118.03

化工

52.37 5.61

002108.SZ

沧州明珠

17.70 114.33

化工

38.21 5.35

600756.SH

浪潮软件

27.29 107.83

计算机

106.89 9.84

002552.SZ

宝鼎重工

11.55 105.20

机械设备

348.07 4.34

002260.SZ

伊立浦

24.15 96.38

家用电器

208.97 11.95

002030.SZ

达安基因

23.15 93.07

医药生物

93.09 17.75

002542.SZ

中化岩土

11.94 89.40

建筑装饰

65.33 5.66

600405.SH

动力源

11.63 85.24

电气设备

107.73 6.95

002640.SZ

百圆裤业

28.30 84.02

纺织服装

169.68 5.39

002207.SZ

准油股份

15.25 83.34

采掘

379.54 6.45

002519.SZ

银河电子

24.29 82.08

家用电器

47.54 4.32

300316.SZ

晶盛机电

19.55 78.23

电气设备

192.23 4.68

600435.SH

北方导航

23.39 78.22

国防军工

831.03 8.43

000050.SZ

深天马

A 19.97 77.92

电子

66.76 7.87

300016.SZ

北陆药业

14.36 76.43

医药生物

65.51 7.87

002684.SZ

猛狮科技

24.90 74.25

汽车

-5342.07 5.14

002401.SZ

中海科技

14.50 73.38

计算机

88.61 6.78

300001.SZ

特锐德

19.10 68.01

电气设备

57.44 5.94

300156.SZ

神雾环保

19.99 67.84

公用事业

-31.87 4.17

002421.SZ

达实智能

29.11 62.90

计算机

69.43 7.74

002364.SZ

中恒电气

20.13 62.84

电气设备

50.53 5.80

002657.SZ

中科金财

35.20 62.02

计算机

64.88 5.26

300281.SZ

金明精机

18.55 61.15

机械设备

38.58 3.50

300011.SZ

鼎汉技术

13.54 60.24

电气设备

90.67 7.17

002590.SZ

万安科技

12.36 59.91

汽车

42.05 3.63

300194.SZ

福安药业

21.58 58.77

医药生物

143.61 3.34

600418.SH

江淮汽车

13.56 58.68

汽车

17.97 2.58

002338.SZ

奥普光电

37.80 57.83

机械设备

58.62 6.82

002587.SZ

奥拓电子

14.15 56.36

电子

56.42 5.39

000055.SZ

方大集团

8.73 55.54

建筑装饰

76.88 5.75

300034.SZ

钢研高纳

19.13 53.26

机械设备

66.45 5.96

300351.SZ

永贵电器

29.37 52.83

机械设备

57.73 5.00

002025.SZ

航天电器

19.78 52.36

电子

34.72 4.04

601567.SH

三星电气

14.20 52.26

电气设备

18.87 2.66

600080.SH

金花股份

12.49 51.59

医药生物

82.16 3.85

600787.SH

中储股份

15.49 50.68

交通运输

26.46 2.41

300220.SZ

金运激光

34.30 48.03

电子

340.38 8.26

002686.SZ

亿利达

12.30 46.70

机械设备

38.04 4.52

600987.SH

航民股份

7.86 44.18

纺织服装

11.84 2.45

002630.SZ

华西能源

20.58 43.91

电气设备

54.69 2.89

300207.SZ

欣旺达

31.45 43.58

电子

96.12 5.83

600562.SH

国睿科技

31.94 42.45

建筑材料

68.19 10.89

牛牛牛熊熊熊数数数字字字化化化

一周牛熊数据

买力减弱沪市周五成交量降1097.3亿元

如果将K线走势图向前延伸至7月，不难看出，伴随着上证指数从2000点一线冲击至2200点一线，成交量也迅速放大，以沪市为例，由600亿元的级别迅速抬升至1500亿元的级别，昭示出场外增量资金的进场。

这也得到了相关数据的佐证，在8月5日下午，南方基金旗下南方东英获批的公募基金RQFII额度使用率已达99.7%，这意味着在过去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南方东英为南方A50ETF从其他产品调剂过来的近80亿元人民币RQFII额度已基本耗尽。由于南方A50ETF在之前的6月份，也得到4.595亿个基金单位的净申购，净流入资金也超过30亿元人民币。连同7月份以来流入的80亿元人民币，近两个月来有至少110亿元人民币的海外资金，借道南方A50ETF投向了A股市场。

如此的数据与之相对应的A股市场走势，颇有点类似于2012年12月底的那轮成交量迅速放大以及对应的上证指数脉冲行情。也正因为如此，有分析人士指出，上证指数可能会重演历史的悲剧。因为2012年底的脉冲行情延续至2013年1月时，增量资金预期中的新一轮经济复苏周期并未出现，故后续买盘力量迅速减弱。反观当前A股市场所处的宏观经济背景，与2012年底至2013年初颇有类似之处，甚至还有一些恶化的信息，比如说汇丰PMI服务业指数大幅探底，说明房地产中介业务进入冰冻期，这也就说明了在政策放松之后，房地产行业并未出现预期中的复苏，这无疑将极大地考验后续的经济运行

趋势。

据此，资金的净流入趋势明显放缓。体现在盘面中，就是成交量迅速萎缩，仍以沪市为例，从上周初的1500亿元的级别迅速萎缩至上周末的1097.3亿元的级别。对于A股这个典型的资金驱动型的市场格局来说，成交量的萎缩，就意味着指数的驱动力减弱。如果成交量不能迅速放大，那么，本周的走势将面临着一定的考验。

热钱涌向小盘股创业板指大涨3.88%

就在驱动主板市场的估值复苏主线活跃的有色金属股、煤炭股、钢铁股走软之际，小市值品种开始渐趋活跃。这也就使得上证指数欲振乏力，但中小板指、创业板指则出现了相对强硬的走势。其中，创业板指在上周持续大涨，涨幅达3.88%，周K线几乎是光头光脚的长阳K线。

有意思的是，在2013年1月底2月初，上证指数遇阻回落之后，创业板指出现了愈挫愈勇的走势特征，最终使得创业板指成为横贯2013年全年的涨升主线。据此，有分析人士推测，不排除近期A股市场也将重演2013年行情的可能性，即上证指数低位震荡，但小市值品种再度聚集起新的做多能量，驱动着创业板指、中小板指持续震荡前行。

由此来看，创业板指可能会成为热钱的关注焦点。更何况，小市值品种也拥有着新的做多驱动力，一是新兴产业迎来政策春风。国家发改委日前发文称，提出深入推进重点领域创新，助力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平稳健康发展。表示将会同相关部门，抓紧在云计算、物联网、生物、电子商务等关键领域研究出台一批重大产业政策。如此信息就意味着新产业仍然是国家重点扶持的方向，新兴产业股仍有望活跃。二是新的产业热点持续出现，苹果6即将发布、新能源动力汽车、物流网、云计算、光伏新能源等，均有望成为小市值品种活跃的引擎。三是大规模的并购整合，目前创业板上市公司有近50家个股停牌，主要是筹划资产收购，所以，外延式发展也将赋予创业板等小市值个股更高的估值坐标，从而牵引着创业板指在本周继续强势上行。

政策红利释放在即通用航空指数上涨3.46%

据报道称，近日民航局再次就《通用航空经营许可管理规定》修订稿面向全行业征求意见。目前修订的总体思路和原则性方案已基本达成一致，即：进一步大幅放松市场准入，规范市场秩序，同时进一步加大监管力度。业内人士认为，通航市场准入条件的放宽以及市场秩序的进一步规范，有利于国内通航运营环境的完善。配合正在征求意见的《低空空域管理使用规定》，两者的出台将极大促进国内通航产业的整体发展，对通航企业形成利好。受此影响，中信海直等通用航空类个股出现大幅涨升的态势，进而驱动着通用航空指数上涨3.46%。

如此的态势也就意味着通用航空概念股的强势行情有望延续。一方面是因为上述政策尚未正式明朗，也就说明了此类个股的活跃，仍然有着后续的题材催化剂的配合。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政策仍有超预期的可能性。因为我国正在加大大飞机、支线飞机等航空设备的投资力度，为了消化这些新增的航空设备，也需要大力发展通用航空。因此，扶持通用航空的政策有望超预期，进而打开了通用航空产业的市场空间。据业内人士预测，2013年中国通航产业链规模100-200亿元；未来10年市场需求超6400亿元；未来5年年均增长30%左右。既如此，通用航空类上市公司将迎来产业大扩容的高成长契机。

所以，越来越多的资金开始关注通用航空产业类个股的投资机会。一是通用航空政策放松所带来的机场设备投资高潮的受益类品种，比如说川大智胜、威海广泰、四创电子、四川九洲等。二是从事于飞机制造或飞机培训业务的个股，比如说哈飞股份、海特高新、中信海直等个股。

供求关系不乐观煤炭石油指数下跌0.26%

由于煤炭龙头企业在近期提高了煤炭价格，从而给市场参与者一个印象：煤炭行业的供求关系渐趋平衡，行业龙头企业开始提价保利润。受此影响，煤炭股在前期一度大力反抽，陕西煤业等次新股更是成为反弹龙头。但是，好景不长，在上周，煤炭股就终结了反弹行情而一路走低，煤炭石油指数下跌0.26%。

对此，有分析人士指出，这主要是因为煤炭行业的中长期的供求关系依然不乐观。在供给方面，由于前几年煤炭行业景气佳的时候，大量煤炭企业投扩张产能，在近一、两年相继投产。而且，从煤炭行业的特性来说，煤矿一旦投产，就不能关闭。否则此煤矿就废了。所以，有时候煤炭企业只能明知亏损，也得生产。否则关闭煤矿，亏损更大。而在需求方面，新增的需求并不乐观，相反需求萎缩的趋势较为清晰。一方面是因为东南沿海已不再新设大型火电机组，电能的缺口主要是通过特高压输送的西南水电、西北煤电以及新增核电。另一方面则是化工、水泥等高耗能产业也步入景气下滑周期，对煤炭的需求也大大减少，所以，整个煤炭行业就面临着供给端未现乐观信息，需求端也未现乐观信息，如此就意味着煤炭价格难以上涨。

经过了前期的反弹之后，在近几个交易日，煤炭股持续下跌。而且，由于近期A股市场的成交量开始萎缩，说明后续买盘力量已不充沛。在此背景下，煤炭股缺乏新的买盘支撑，所以，股价将进一步回落。因此，在操作中，建议投资者不抢煤炭股的反弹。

买力减弱 沪市上周五成交降

1097.3

亿元

如果将K线走势图向前延伸

至7月，不难看出，伴随着上证指

数从2000点一线冲击至2200点

一线，成交量也迅速放大，以沪

市为例， 由600亿元的级别迅速

抬升至1500亿元的级别，昭示出

场外增量资金的进场。

这也得到了相关数据的佐

证。 在8月5日下午，南方基金旗下

南方东英获批的公募基金RQFII

额度使用率已达99.7%，这意味着

在过去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南

方东英为南方A50ETF从其他产

品调剂过来的近80亿元人民币

RQFII额度已基本耗尽。由于南方

A50ETF在之前的6月份，也得到

4.595亿个基金单位的净申购，净

流入资金也超过30亿元人民币。

连同7月份以来流入的80亿元人

民币，近两个月来有至少110亿元

人民币的海外资金， 借道南方

A50ETF投向了A股市场。

如此的数据与之相对应的A

股市场走势， 颇有点类似于2012

年12月底的那轮成交量迅速放大

以及对应的上证指数脉冲行情。也

正因为如此， 有分析人士指出，上

证指数可能会重演历史的悲剧。因

为2012年底的脉冲行情延续至

2013年1月时，增量资金预期中的

新一轮经济复苏周期并未出现，故

后续买盘力量迅速减弱。反观当前

A股市场所处的宏观经济背景，与

2012年底至2013年初颇有类似之

处， 甚至还有一些恶化的信息，比

如说汇丰PMI服务业指数大幅探

底，说明房地产中介业务进入冰冻

期， 这也就说明了在政策放松之

后，房地产行业并未出现预期中的

复苏，这无疑将极大地考验后续的

经济运行趋势。

据此， 资金的净流入趋势明

显放缓。 体现在盘面中，就是成交

量迅速萎缩，仍以沪市为例，从上

周初的1500亿元的级别迅速萎缩

至上周末的1097.3亿元的级别。对

于A股这个典型的资金驱动型的

市场格局来说，成交量的萎缩，就

意味着指数的驱动力减弱。 如果

成交量不能迅速放大，那么，本周

的走势将面临着一定的考验。

资金涌向小盘股 创业板指大涨

3.88%

就在驱动主板市场的估值

复苏主线活跃的有色金属股、煤

炭股、钢铁股走软之际，小市值

品种开始渐趋活跃。 这也就使得

上证指数欲振乏力， 但中小板

指、创业板指则出现了相对强硬

的走势。 其中，创业板指在上周

持续大涨，涨幅达3.88%，周K线

几乎是光头光脚的长阳K线。

有意思的是，在2013年1月底2

月初，上证指数遇阻回落之后，创业

板指出现了愈挫愈勇的走势特征，

最终使得创业板指成为横贯2013

年全年的涨升主线。据此，有分析人

士推测， 不排除近期A股市场也将

重演2013年行情的可能性，即上证

指数低位震荡， 但小市值品种再度

聚集起新的做多能量， 驱动着创业

板指、中小板指持续震荡前行。

由此来看， 创业板指可能会

成为热钱的关注焦点。 更何况，小

市值品种也拥有着新的做多驱动

力， 一是新兴产业迎来政策春风。

国家发改委日前发文称，提出深入

推进重点领域创新，助力高技术产

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平稳健康发

展。 表示将会同相关部门，抓紧在

云计算、物联网、生物、电子商务等

关键领域研究出台一批重大产业

政策。如此信息就意味着新产业仍

然是国家重点扶持的方向，新兴产

业股仍有望活跃。二是新的产业热

点持续出现， 新能源动力汽车、物

流网、云计算、光伏新能源等，均有

望成为小市值品种活跃的引擎。三

是大规模的并购整合，目前创业板

上市公司有近50家个股停牌，主

要是筹划资产收购，所以，外延式

发展也将赋予创业板等小市值个

股更高的估值坐标，从而牵引着创

业板指在本周继续强势上行。

政策红利释放在即 通用航空指数上涨

3.46%

据报道称，近日民航局再次

就 《通用航空经营许可管理规

定》 修订稿面向全行业征求意

见。 目前修订的总体思路和原则

性方案已基本达成一致， 即：进

一步大幅放松市场准入，规范市

场秩序，同时进一步加大监管力

度。 业内人士认为，通航市场准

入条件的放宽以及市场秩序的

进一步规范，有利于国内通航运

营环境的完善。 配合正在征求意

见的 《低空空域管理使用规

定》， 两者的出台将极大促进国

内通航产业的整体发展，对通航

企业形成利好。 受此影响，中信

海直等通用航空类个股出现大

幅涨升的态势，进而驱动着通用

航空指数上涨3.46%。

如此的态势也就意味着通用

航空概念股的强势行情有望延

续。 一方面是因为上述政策尚未

正式明朗， 也就说明了此类个股

的活跃， 仍然有着后续的题材催

化剂的配合。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

政策仍有超预期的可能性。 因为

我国正在加大大飞机、 支线飞机

等航空设备的投资力度， 为了消

化这些新增的航空设备， 也需要

大力发展通用航空。因此，扶持通

用航空的政策有望超预期， 进而

打开了通用航空产业的市场空

间。 据业内人士预测，2013年中

国通航产业链规模100-200亿

元；未来10年市场需求超6400亿

元； 未来5年年均增长30%左右。

既如此， 通用航空类上市公司将

迎来产业大扩容的高成长契机。

所以，越来越多的资金开始

关注通用航空产业类个股的投

资机会。 一是通用航空政策放松

所带来的机场设备投资高潮的

受益类品种， 比如说川大智胜、

威海广泰、四创电子等。 二是从

事于飞机制造或飞机培训业务

的个股，比如说哈飞股份、海特

高新、中信海直等个股。

供求关系不乐观 煤炭石油指数下跌

0.26%

由于煤炭龙头企业在近期提高

了煤炭价格， 从而给市场参与者一

个印象： 煤炭行业的供求关系渐趋

平衡， 行业龙头企业开始提价保利

润。 受此影响，煤炭股在前期一度大

力反抽， 陕西煤业等次新股更是成

为反弹龙头。 但是，好景不长，在上

周， 煤炭股就终结了反弹行情而一

路走低，煤炭石油指数下跌0.26%。

对此，有分析人士指出，这主

要是因为煤炭行业的中长期的供

求关系依然不乐观。在供给方面，

由于前几年煤炭行业景气佳的时

候，大量煤炭企业扩张产能，在近

一、两年相继投产。 而且，从煤炭

行业的特性来说，煤矿一旦投产，

就不能关闭。否则此煤矿就废了。

所以， 有时候煤炭企业只能明知

亏损，也得生产,否则关闭煤矿，

亏损更大。而在需求方面，新增的

需求并不乐观， 相反需求萎缩的

趋势较为清晰。 一方面是因为东

南沿海已不再新设大型火电机

组， 电能的缺口主要是通过特高

压输送的西南水电、 西北煤电以

及新增核电。另一方面则是化工、

水泥等高耗能产业也步入景气下

滑周期， 对煤炭的需求也大大减

少，所以，整个煤炭行业就面临着

供给端未现乐观信息， 需求端也

未现乐观信息， 如此就意味着煤

炭价格难以上涨。

经过了前期的反弹之后，在近

几个交易日， 煤炭股持续下跌。 而

且， 由于近期A股市场的成交量开

始萎缩， 说明后续买盘力量已不充

沛。在此背景下，煤炭股缺乏新的买

盘支撑，所以，股价将进一步回落。

因此，在操作中，建议投资者不抢煤

炭股的反弹。（金百临咨询 秦洪 执

业证书编号

A12102080900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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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多头氛围浓厚

□西南证券 张刚 刘浩

本周有11家券商发表了对

后市的看法，5家看多，5家看平，

1家看空。 本周市场综合情绪指

数为57.27%，较上周回升7.72个

百分点，表明市场看多情绪重新

加强，多头氛围较为浓厚。 与上

周相比， 共有5家机构改变了对

大盘短期走势的看法：（1）平→

多，华泰证券、五矿证券和光大

证券对本周趋势由看平调升为

看多；（2）空→多，信达证券对

本周趋势由空翻多；（3） 空→

平，太平洋证券对本周趋势由看

空转为看平。

看多本周趋势的申银万国

证券和华泰证券均认为，近期大

盘调整实属正常，在市场预期之

中，且属于上升途中的消化。 由

于上涨逻辑并未发生变化，加之

沪港通、国企改革等事件性因素

刺激，低估值市场将会有更多的

投资机会，因此应对后市保持乐

观态度。 另一方面，申银万国证

券指出，目前行情属于第一波上

升后的整固阶段，后续再次拉升

的可能性较大， 从时间上看，本

轮反弹有望维持到本月底9月

初。

光大证券分析称，在一般贸

易项拉动下， 出口好转有望加

强， 再加上固定资产投资拉动，

三季度宏观经济平稳走强将逐

步得到确认。考虑到信用风险逐

步释放和投资时钟的摆动，沪港

通正式启动前，场外增量资金入

市持续性将维持强势。在行业方

面，该机构认为周期性行业回落

后，新兴产业的投资机会仍然活

跃，建议积极关注。

信达证券认为市场将维持

震荡盘升格局，多空双方将围绕

2200点反复震荡。新时代证券指

出， 本轮上攻行情基本到位，后

市将进入震荡调整阶段。若属强

势调整，预计大盘在2150-2200

点之间整理，若幅度较大，大盘

将考验前期跳空缺口。西南证券

则明确指出大盘将延续回落走

势，考验2127点缺口支撑。 该机

构认为非制造业PMI创6个月新

低，或导致本周公布的重磅经济

数据有部分不达预期， 此外，俄

罗斯与欧美之间的对立加剧也

使得外部经济环境存在诸多不

确定性。

对本周和中线均持看平观

点的国都证券认为，资金面上央

行开始小幅回收流动性，市场预

期货币政策将逐步回归中性；基

本面上7月服务业PMI大幅回

落，反映出房地产市场疲弱对经

济的冲击， 虽然多个城市松绑

“限购” ，但效果不明显；技术面

上资金呈大幅净流出，若后市没

有场外增量资金持续进场，则市

场无法走出中级反弹行情。

■

一周多空分析

国内券商多空观点基本情况国内券商多空观点基本情况

本周市场情绪指数（★表示看多，○表示看平，☆表示看空）本周市场情绪指数（★表示看多，○表示看平，☆表示看空）

本周推荐关注行业情况一览本周推荐关注行业情况一览

数据来源：中国证券报，西南证券研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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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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