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代码 名称 成交价

折价率

(%)

当日

收盘价

成交量

(万股\份\张)

成交额

(万元)

600481.SH

双良节能

9.53 -5.55 10.36 1,360.00 12,960.80

000902.SZ

新洋丰

9.94 0.10 10.07 1,177.00 11,699.38

601888.SH

中国国旅

33.00 -5.36 35.22 185.00 6,105.00

600516.SH

方大炭素

10.70 2.10 11.24 500.00 5,350.00

600499.SH

科达洁能

19.25 1.91 19.74 250.00 4,812.50

000750.SZ

国海证券

8.87 -9.95 9.94 485.70 4,308.19

002471.SZ

中超电缆

8.06 -9.94 8.80 520.00 4,191.20

600373.SH

中文传媒

13.86 0.22 14.14 300.00 4,158.00

002508.SZ

老板电器

27.19 -10.00 31.70 130.00 3,534.70

002009.SZ

天奇股份

13.68 -3.59 14.10 250.00 3,420.00

000902.SZ

新洋丰

9.94 0.10 10.07 322.00 3,200.68

603766.SH

隆鑫通用

11.64 0.95 12.00 234.77 2,732.72

300105.SZ

龙源技术

10.37 -9.98 11.62 260.00 2,696.20

300147.SZ

香雪制药

17.81 -10.01 20.71 130.00 2,315.30

002603.SZ

以岭药业

27.47 -9.99 30.73 80.00 2,197.60

600201.SH

金宇集团

30.00 -4.58 31.78 73.15 2,194.61

000030.SZ

富奥股份

7.13 0.99 7.18 300.00 2,139.00

002018.SZ

华星化工

8.83 -2.00 9.02 200.00 1,766.00

300140.SZ

启源装备

16.46 -10.01 18.73 94.00 1,54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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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亿元资金离场

蓝筹成长共振 市场有望保持强势

□本报实习记者 叶涛

尽管上周主板指数的高位震荡一度令投资

者对反弹抱有疑虑，但本周一，A股市场各主要

指数悉数飘红，重新显现出普涨的强劲势头，以

汽车、非银金融、房地产为代表的蓝筹板块重夺

市场主动权，涨幅居前。 由此，昨日沪深两市资

金净流出金额由上周五的66.89亿元大幅下降

至2.55亿元。 分析人士表示，从上周市场走势来

看， 投资者参与热情较高， 在沪港通进入倒计

时， 外围资金借道RQFII加速涌入A股的背景

下，短期内市场将保持强势。

2.55亿元资金离场

昨日，沪深股指高开高走，全天维持强势上

行势头， 沪综指盘中接连突破10日及5日均线，

重新站到2200点上方； 中小板和创业板指数也

大幅上涨。值得注意的是，两市各主要板块昨日

成交额均呈现温和放大趋势， 这可能意味着持

续一周的跷跷板行情或进入尾声。

截至收盘， 沪综指报2224.65点， 上涨

1.38%；深成指报8009.74点，上涨1.58%；中小

板指报5065.89点，涨幅为1.44%；创业板指则

报1397.78点，涨幅为1.48%。 其中沪市单日成

交额为 1260.96亿元； 深市单日成交额为

1491.61亿元。

行业方面，申万一级行业“涨” 声一片，农

林牧渔、汽车、非银金融、电气设备、房地产等板

块领涨行业， 全天涨幅分别为2.98%、1.92%、

1.85%、1.71%和1.65%；与之相对，传媒、食品饮

料、 家用电器等板块则表现略欠， 涨幅分别为

0.89%、0.99%1.06%，在行业板块中涨幅垫底。

昨日的行业资金流向大体上与行业板块走

势保持同步。 根据Wind数据统计，申万农林牧

渔、化工、非银金融、汽车、房地产等板块成为

“吸金大户” ，昨日资金净流入额分别达到3.66

亿元、2.58亿元、2.28亿元、1.76亿元和1.72亿元；

与此同时，7月底以来受到市场持续热捧的传

媒、钢铁、计算机等板块则资金出逃量居首，全

日分别净流出2.64亿元、2.34亿元、1.97亿元。 但

昨日行业资金流向还有一个显著的变化， 就是

单日出现资金净流入的板块数量明显增多，从

之前的每日3-4个增加至11个， 暗示出市场整

体资金出逃的脚步正在放慢。

强势中或迎来分化

应该说，在经济增速企稳、市场做多动力增

强的宏观环境下， 当前A股市场并不存在大的

系统性风险，上周股指的“意外” 波动主要还是

源自存量博弈格局下的资金腾挪和回吐。不过，

本周一沪港通测试的落地， 还是令投资者重燃

股指二度上攻的憧憬。

一方面，当前A股部分蓝筹股相对于H股股

价存在较大折价，这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事实，随

着测试的开始， 这也意味着沪港通真正启动进

入倒计时，在高收益、低风险的刺激下，当前市

场资金做多情绪更浓，也更愿意提前布局银行、

地产等低估值蓝筹板块。

另一方面，着眼于AH股溢价带来的价差收

益， 不少外资热钱也借道RQFII向A股奔涌而

来。 相关数据显示，7月24-30日，外资介入A股

和中概股的金额就达到21.4亿美元，7月31日更

达到25.8亿元。 累计来看，当周流入量已经超过

2012年12月那波外资流入的峰值，刷新了2008

年4月以来的新高。

分析人士表示，有鉴于此，蓝筹行情将使得

市场短期大概率保持强势。但值得注意的，在创

业板市盈率仍处于历史相对高位， 且2014年创

业板上市公司业绩显著“缩水” 的时点上，中小

盘成长型股票其实并不具备上行支撑， 近期的

强势大涨只能以短线博取交易性机会来理解，

这一点从昨日市场普涨， 但申万传媒板块却大

肆遭遇资金撤离就可见一斑。预计在8月中报业

绩披露密集期， 个股走势还将以业绩优劣为分

界点形成两极分化走势，从而形成“强者恒强、

弱者积弱” 的局面。

“周期搭台 成长唱戏” 格局回归

□本报记者 王威

昨日， 伴随着大盘蓝筹股的强势回归，上

证综指重返2200点整数关口之上，而以创业板

为代表的小盘成长股也延续升势，市场上呈现

出成长蓝筹共舞，大小盘齐升的格局。 不过随

着本轮反弹行情的不断深入，市场对于后市蓝

筹及成长走势的分歧也在日益加大。分析人士

指出，目前来看，蓝筹权重股的强势表现仍将

延续，但其上方压力也相对较大。 而大盘在高

位震荡的时期也往往是题材成长股表现较好

的时段，“周期搭台、成长唱戏” 的市场运行模

式将大概率重新上演。

蓝筹股强势回归

7月中旬开始的本轮反弹以蓝筹股走强为

契机，市场风格短期向大盘蓝筹股倾斜。 不过

上周这种情况有了变化， 由于权重股回调整

固，大盘上周维持高位震荡，“跷跷板” 行情再

度显现，创业板指数大幅上涨，呈现“逆风飞

扬” 态势。 不过昨日随着大盘蓝筹股的强势回

归，上周的“大” 弱“小” 强格局也再度发生了

显著变化。

在主板大盘方面， 上证综指昨日以

2199.43点跳空高开，全日维持震荡上行，最终

尾市以接近当日最高价收盘。上证综指昨日以

2224.65点报收，涨幅为1.38%，并收复5日、10

日均线，显示指数一扫上周的疲弱态势，再度

展现短期强势格局。 与主板大盘震荡上行的走

势类似，创业板指数和中小板综指昨日也均实

现1.48%和1.47%的涨幅， 分别以1397.78点和

6961.02点报收。 大盘股与中小盘股昨日上演

了一出和谐“共舞” 的场景。

支持本轮大盘股上涨的逻辑并未发生改

变是昨日蓝筹板块之所以能强势回归的主要

原因。 分析人士指出，本轮大盘上涨主要是在

经济环比改善、稳增长政策不断推进、流动性

维持宽松格局的背景下，大盘蓝筹股估值修复

需求强烈，再加上沪港通和国企改革这两大导

火索，引起投资者参与情绪的高涨。

而当前的政策、经济、流动性这三方面均

有助于大盘蓝筹股强势格局的继续演绎。 一方

面，鉴于政策出台到见效需要一个过程，一般

大约为3-6个月时间，由此3月下旬开始实施的

稳增长政策将支持经济继续实现环比改善；另

一方面，货币市场资金利率持续下行，银行间

市场回购利率仍维持在相对宽松的水平。 央行

下调14天正回购利率意图通过中期利率走廊

将短端宽松流动性的低利率传导至长端，从而

降低社会融资成本，这将提升A股的吸引力。

成长股登台“唱戏”

由于上周蓝筹板块的陆续回调，使得市场

对于后市蓝筹板块的走向产生了分歧，由于大

盘蓝筹股上涨消耗资金量相对较大，因此虽然

大盘股上涨逻辑并未发生改变，但近期成交量

的持续回落使得部分人士认为大盘股已经涨

不动了，因此昨日蓝筹股的强势回归使得不少

投资者有些手足无措。 分析人士指出，鉴于短

期内大盘股仍将维持强势格局，而大盘高位震

荡的时候题材成长往往能录得较好表现，因此

近期“周期搭台 成长唱戏” 的市场运行模式

大概率将重新上演。

首先， 随着当前反弹行情向纵深发展，大

盘蓝筹板块也已经分别实现了不同程度的上

涨。 从此前情况看，当前位置上方的压力比较

大，蓝筹板块若想继续带动上证综指上攻需要

持续的外部资金入场增援。 但在沪港通正式启

动之前，并不存在大量资金进场的契机，因此

大盘蓝筹板块继续强势抬升的难度较大。

其次，国家发改委网站近日发布的经济形

势解读文章使得市场对于成长股相对集中的

新兴产业的政策扶持力度预期显著提升。文章

中指出，发改委下一步将会同相关部门，重点

围绕制约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

碍，加快完善产业宏观发展环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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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新兴产业下半年

迎来密集政策利好提振的可能性较大，部分资

金也开始积极布局成长板块。

最后，从历史上看，大盘蓝筹的单边行情

也难以延续。银河证券指出，历史上，大盘股大

幅上涨而小盘股下跌的极端风格转换非常少

见，2006年10月到11月初，大盘股上涨而小盘

股下跌的情况只持续了1个月时间，今年7月份

是2006年以来的第二次。

创业板现V型反转图

□本报记者 魏静

在经历了7月份惨烈的杀跌后，近来创业

板逐步跟随主板指数走出反弹行情。本周一，

创业板指数再现跟涨行情，成长股全面复活。

从技术形态来看， 如今的创业板指数初现一

定的V型反转形态， 后续需关注此次的W底

会否再度转化为M顶。

近来， 创业板指数再现连涨行情。 本周

一，创业板指数高开高走，最终几乎以全日最

高价收盘。 截至收盘，创业板指数上涨20.34

点，涨幅为1.48%，报收1397.78点，本周直指

前期1400点上方的高点位置。

在创业板连涨的带动下， 其内部赚钱效

应显著被激活。 昨日创业板内部正常交易的

337只个股中，有297只个股实现上涨，其中

国祯环保、电科院等7只个股强势涨停，有多

达60只个股当日涨幅超过3%；而在当日出现

下跌的39只个股中， 除了荃银高科跌幅超过

3%外，其余个股跌幅均在1%左右。

分析人士表示， 近来创业板连续拉涨，已

悄然回升至前期的反弹高点附近；如今，支撑

创业板继续反弹的不是此前的存量活跃资金，

而是整体市场超高的交投热情。一旦整体市场

见顶回落宣告反弹结束，则创业板内部的回补

资金也会迅速出逃，从而将该指数打回原形。

市场上行节奏料放缓

□银泰证券 陈建华

近期以来A股强势特征明显， 沪指突破

2200点整数关口后虽出现反复， 但周一的上涨

在仍很大程度上确认了这一突破的有效性，与

此同时深证成指、 中小板以及创业板指亦同步

走高，A股各市场呈现难得的共振格局，沪深两

市整体表现趋于乐观。而从行业面情况看，以金

融、地产为代表传统周期蓝筹的活跃成为推动7

月下旬以来A股上行的主要力量，同时“眉飞色

舞” 局面的再现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大了市场本

轮上涨的想象空间。

就本轮行情上涨的逻辑看， 结合宏观环境

分析不难发现当前A股的上涨主要受以下几方

面因素影响。首先，国内实体经济的改善提升了

周期板块的吸引力， 使得市场风格在成长股面

临中报压力的背景下逐步向周期权重倾斜，并

推动沪深两市向上运行。其次，管理层偏宽松的

货币政策同样为A股市场的上行创造了条件，

尤其随着资金供给增加、 信托刚性兑付打破以

及监管层对非标资产治理等带来的无风险收益

率下行，使得股票市场整体估值提升成为可能。

最后， 高层各种稳增长政策的出台同样对A股

形成正面影响， 一方面其成为国内实体经济企

稳向上的重要推手， 另一方面各种政策的出台

也为资本市场指明投资方向， 成为带动指数上

行的直接力量。

在这样的宏观环境下，随着国企改革、沪港

通临近等刺激因素的增多，A股两市自7月下旬

以来强势上行，沪深市场表现趋于乐观。 对于后

期A股， 笔者认为在经过短期做多热情的集中

释放后料市场表现将逐步回归理性， 即沪深两

市再度强势上行的可能性将有所降低， 具体而

言， 市场这种理性的回归将主要体现在以下两

方面。

一是从实体层面看， 经济的改善在很大程

度上促成了前期市场的上涨， 在过去的三年中

不乏类似情形出现。但从最终的效果看，由于经

济的改善更多的是由政策主导， 因此其产生的

效果逐波衰减， 最终导致了沪深市场重心的不

断下移。 在有前车之鉴的情况下，虽然市场反弹

初期可能表现相对强势， 同时经济的改善时间

及空间上目前也处于无法证伪的有利局面，但

在经过做多热情的释放后， 市场表现将趋于理

性， 在经济改善证伪之前市场虽不至于明显回

落，但显然上行的节奏预计将有所放缓，其更多

的将以反复整理的格局等待基本面更为确定信

号出现。

理性回归的另一方面我们认为将体现在对

沪港通的态度上。在宏观环境改善的背景下，沪

港通成为本轮A股上涨的重要推手， 虽然沪港

通的实施长期看将对A股产生积极影响， 但就

当前而言， 笔者认为其更多的属于热点炒作范

畴， 短期做多热情释放后回归理性同样属于大

概率事件。 笔者认为当前市场对沪港通期望过

高， 虽然其实施将进一步推升A股市场的国际

化进程， 同时也为国际资金进入国内市场打开

更为宽阔的通道， 但一国资本市场的走势显然

更多的将受其国内经济形势、 政策导向等因素

影响， 脱离这一基本事实单独讨论国际资金因

素推升市场上行显然并不可取， 何况沪港通同

样将使得内地投资者可以投资香港市场， 从这

个角度看，其反而造成了资金的分流，并不一定

带来资金的净流入。 因此笔者认为前期A股市

场上沪港通引发的上升行情在很大程度上仍属

于热点炒作范畴， 短期做多热情释放后其终将

回归平静。

结合以上各方面因素分析， 对后期A股我

们认为实体经济改善、货币环境将维持宽松格

局、同时宏观政策仍将以稳增长为主等利好因

素的存在使得沪深市场运行整体依然乐观，但

随着上涨初期市场做多动能的释放以及投资

者逐步回归理性，沪深两市上行节奏料将明显

放缓。

在反弹初期盘面做多动能释放的背景下，

未来一段时间A股市场的整体依然乐观主要

源于风险点的缺失， 无论是国内还是外围因

素，短期看均无明显风险点存在。 国内虽然信

用风险仍处于释放过程中， 但由于规模可控

且各方已有充分预期， 因此对市场的冲击将

相对有限； 房地产市场尽管下行风险依然存

在，然而在基建投资发力对冲，同时各地限购

政策陆续调整的背景下， 其带来的影响也在

逐步淡化。 国际方面看，未来关注的重点在于

美联储量宽政策退出， 但由于在时间及方式

上存在不确定性， 因而短期也不大可能形成

风险点来源。

综上所述， 在利好因素犹存但刺激力度衰

减，同时风险点有限的情况下，后期A股整体依

然乐观，但出现系统性机会的概率有所降低，后

期沪深两市料振幅加剧， 大幅回调的可能性不

大但上行节奏同样将明显放缓。

■ 两融看台

多空博弈 融资暂胜

进入8月份后， 融券余额一度大幅飙升至

50亿元上方， 两融市场多空激战趋于白热化。

不过近两个交易日，融券余额出现了明显下行，

而融资余额则继续创出历史新高， 显示在两融

市场第一轮多空博弈中， 融资客取得了暂时胜

利，这给反弹行情延续带来了积极信号。

8月8日，沪深股市融资融券余额报4618.20

亿元， 较前一交易日的4607.06亿元小幅提升，

再度创出历史新高。具体来看，当日融资余额报

收4576.11亿元， 创历史新高； 融券余额报收

42.09亿元，不仅较前一交易日小幅走低，而且

连续两个交易日收于50亿元关口下方。 从融资

融券数据的不同表现看， 近期市场震荡阶段的

多空博弈，以融资客的暂时胜出告一段落。

从个股角度看，8月8日，融资净买入额居于

前四位的个股分别为包钢股份、保利地产、中国

平安和正和股份，当日融资净买入额分别为3.76

亿元、1.10亿元、1.04亿元和1.04亿元。 融资净买

入额居前的品种在行业特征上较为分散， 显示

当前市场做多热点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扩散。

此外， 在融券方面，8月8日融券净卖出额

居于前四位的个股分别为中国石化、金地集团、

锡业股份和中国神华， 具体融券净卖出额分别

为 565.90万元 、315.32万元 、290.87万元和

225.85万元。（龙跃）

农林牧渔板块大幅上涨

自6月20日以来，申万农林牧渔指数便开始

触底回升。 在7月开始的本波市场反弹当中，农

林牧渔板块紧跟强势蓝筹板块脚步， 呈现稳步

上行格局。昨日受到生猪价格连升5周创年内新

高，生猪养殖行业拐点将至的提振，生猪养殖股

昨日表现活跃， 农林牧渔指数迎来触底反弹的

最大单日涨幅，并刷新年内新高水平。

昨日，申万农林牧渔指数上涨2.98%，报收

1945.78点，成为昨日表现最好的申万一级行业

指数。 昨日正常交易的69只成分股中，有62只

实现上涨，4只以平盘报收，仅3只个股下跌。 其

中，雏鹰农牧、正邦科技强势封住涨停板，新希

望、大北农、牧原股份、益生股份和朗源股份全

日涨幅也分别高达 9.90% 、8.69% 、7.98% 、

7.98%和7.87%， 涨幅在3%以上的成分股多达

23只；下跌的三只成分股中，除了荃银高科跌

幅最大为3.09%外， 大禹节水和钱租珍珠跌幅

均较小。

分析人士表示， 昨日农林牧渔指数的强势

表现主要是受到生猪养殖股爆发的带动。目前，

生猪价格连升五周，从6月30日至8月8日，生猪

价格从12.85元/公斤上涨至14.94元/公斤，生

猪行业已站回盈亏平衡线的上方， 部分地区甚

至出现头均百元的盈利， 生猪养殖行业拐点即

将到来，A股相关上市公司也已开始加码养殖

主业。鉴于二季度以后，国内养殖行业迎来存栏

增长、盈利好转这两大驱动指标向好，再加上宏

观经济回暖提振，行业中期利好因素明显增强，

三季度养殖股有望持续迎来普涨格局。（王威）

沪深300指数

短期难破震荡市

在个股普涨的带动下， 沪深300指数改变

了上周的调整态势， 本周一迎来开门红， 出现

1.47%的上涨。 不过，从略显低迷的成交量看，

指数运行动力有限， 短期或许难以改变高位震

荡的格局。

沪深300指数昨日以2338.01点小幅高开，

除开盘后短暂下探2337.01点外，指数全天基本

呈现震荡上行的格局，盘中最高上探至2367.00

点，尾市以2365.35点报收，上涨34.22点，涨幅

为1.47%。 在经过上周持续震荡回落后， 沪深

300指数终于出现较明显反弹。 从成交看，沪深

300昨日成交829.74亿元， 虽然较上周五的

726.06亿元明显提升，但较此前1000亿元左右

的单日成交水平，量能仍略显不足，显示资金做

多信心有限。

就具体个股而言， 金融股是昨日沪深300

指数上涨的最大支撑力量。据WIND数据，昨日

招商银行、中国平安、中信证券和民生银行对指

数拉动作用最显著， 指数贡献度分别达到了

1.82%、1.55%、1.01%和0.96%。 与之相比，五矿

稀土、宏源证券、中金黄金和锡业股份昨日对指

数拖累最大， 当日指数贡献度分别为-0.07%、

-0.06%、-0.04%、-0.03%。

分析人士指出， 在经过此前持续大幅反弹

后，短期蓝筹股群体整体上涨动能明显不足，这

将显著制约沪深300指数的反弹空间， 预计后

市指数将以强势震荡整理为主。（龙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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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030.SH

中信证券

2.30 24,013.08 180,522 0.18 6,929.19 -247.79

600158.SH

中体产业

9.97 17,440.44 152,961 2.33 11,047.07 413.77

600711.SH

盛屯矿业

10.04 11,763.82 83,874 2.62 3,104.28 338.70

000792.SZ

盐湖股份

10.02 8,903.87 49,338 0.71 1,120.95 616.44

600501.SH

航天晨光

9.97 8,873.97 61,928 1.59 6,359.18 406.16

000625.SZ

长安汽车

3.09 7,926.05 56,359 0.17 -991.80 937.22

600036.SH

招商银行

2.31 7,684.92 69,710 0.03 -10.18 1,977.94

600584.SH

长电科技

6.26 7,079.77 67,846 0.80 1,217.39 880.72

600601.SH

方正科技

6.87 6,591.42 159,165 0.73 121.58 -541.62

600884.SH

杉杉股份

5.99 6,589.47 33,311 0.81 18.96 1,44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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