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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以来涨幅较大的部分创业板个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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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盘股接力领涨 政策主线贯穿全场 资金博弈暗流涌动

创业板走强定调A股新节奏（主）

本报记者 张怡

创业板指周一终于站上1400点，引发了市场的各种遐想。 在创业板带领之下，主板市场突破了前期困扰已久的平台，沪综指从容站上2230点。 伴随着主板与创业板交替接力领涨，长期困扰市场的“跷跷板”效应正在逐步淡化，股指的突破逐步获得市场认可，前期的分歧趋向一致，强势格局凸显。 随之而来的，是市场炒作方式也逐步摆脱大小盘股的旧框框，依循“政策为轴、主题为线”横向辐射至各个板块，促使人气迅速回暖和赚钱效应迅速扩散。

分析人士认为，在指数处于相对高位、新股炒作资金分流等压力下，创业板受到短线冲击料难避免，但A股的强势格局不会因此改变。

板块轮动 凸显市场强势格局

自本轮反弹启动以来，A股市场在强势周期股的带领下连续突破多个阻力位，而以创业板为代表的成长股一路如影随行。 虽然创业板未能再度获得2013年那般明星光环，但大小盘股接力上涨，共同促成了市场的强势格局。

前期市场的普涨态势使部分投资者被“幸福”冲昏了头脑，忘记了正在进行的工业去产能、地产链景气度下滑等负面因素。 然而，上周发布的多项金融和经济数据均低于市场预期，唤醒了沉醉于“牛市”遐想之中的投资者，市场乐观情绪明显回落，观望情绪和市场分歧逐步显现。

正在行情与市场情绪纠结之时，本周创业板接过上攻接力棒，成为维系市场强势格局的新生力军。 周一沪深两市主板市场早盘高开后小幅冲高，但随后节节走低涨幅回落。 正当市场担忧情绪升温之时，创业板以昂扬的斗志一路上扬，助力主板市场摆脱弱势逐步走高。 由此，沪综指突破了8月以来持续近半月的盘局，突破2230点最高触及2242点，创业板指也一举突破压制已久的1400点大关。 对前期压力位的突破，带动了市场情绪整体的回暖

尽管周二市场整体并未延续高歌猛进的节奏，但板块接力营造的强势格局隐现。 周二早盘延续着周一的乐观情绪，创业板高开后在传媒、计算机等行业推动下继续维持强势，不过随后传媒股攻势逐步趋弱，拖累创业板走低，各个市场板块盘中一度全线翻绿。 午后，钢铁、石油、石化等板块获得了资金强力拉升，主板市场接过接力棒，带动各个市场板块尾盘拉升。 这令市场暖意再度升腾。

不难发现，当前的市场行情，已经很难用各个市场板块之间的孰强孰弱来形容。 创业板的上涨，促进了主板市场的突破，而神秘护盘力量对主板的拉升，又反过来激发了创业板的活力。 脱离了“跷跷板”效应之后，主板和创业板的互相促进已经难以用“风格”来形容，更确切的说法是，不管是谁在涨，都在维系着市场人气和彰显着市场的强势格局。 创业板本周的强势，正是强势格局的缩影。

热点蔓延 资金炒作方式生变

随着“跷跷板”效应的弱化，资金对市场热点的追捧方式也产生了变化。 本周传媒股的上涨，明显脱离了创业板本身而遵循“政策为轴、主题为线”的方式辐射各个市场板块。 从这个角度上看，炒作已经超脱了蓝筹股或成长股这一旧范畴，符合政策的优质题材股，才是资金追捧的对象。

《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的相关消息，给前期持续调整的文化传媒行业带来了炒作的良好契机。 分析人士普遍认为，文化传媒产业是我国经济转型的重要内容，行业整体迎来良好的发展环境，而打造“新型主流媒体”的提法，使国有媒体转型预期增强，从而迎来价值重估。 受此消息带动，传媒股异军突起，带动成长股集体大涨，华谊兄弟、蓝色光标、网宿科技等权重股的上涨助力创业板指一举突破了1400点。

不过，周二传媒股攻势明显减弱，而且涨幅居前的传媒股主要集中在主板市场，例如出版传媒、华数传媒、全通教育、新华传媒、人民网、粤传媒和浙报传媒涨停，其中仅有全通教育和粤传媒不是主板个股。 而创业板的权重股表现相对温和，且对创业板指的贡献度明显下降。 Wind数据显示，8月19日对创业板指上涨贡献度居前的个股为碧水源、易华录和特锐德，光线传媒、乐视网、华谊兄弟等昨日涨幅分别为2.89%、1.18%和0.51%，对创业板指的贡献相对较弱。

实际上，由于华谊兄弟、乐视网、蓝色光标、网宿科技等诸多强势传媒股均是创业板指的权重股，从以往的行情演绎来看，每当传媒股行情演绎之时，总能带动创业板指强势上涨。 当前，市场对传媒主题的炒作已经不仅仅集中于创业板上的这些中小盘股，而是跨越市场板块、从行业角度深挖个股。 由此可见，炒作的方式从围绕市场板块炒作，转变为依循政策主轴、围绕题材主线、跨越各个板块的炒作。

分析人士指出，资金炒作方式的转变，使得市场热点跨越板块界限、横向蔓延。 这有助于市场摆脱前期快速上涨期间权重拉升指数、赚钱效应不明显的怪圈，营造更大范围的赚钱效应。 本周前两个交易日中，A股涨停股数均为44只，可见市场赚钱效应并不缺乏。 这有助于激活人气，为上攻提供力量。

博弈加剧 新股分流影响有限

8月以来的连续震荡逐步释放了此前快速上行累积的压力，数据利空因素也得到了一定程度消化，市场获得一定的喘息之机，并突破了前期平台。 不过，大盘即将再度迎来新一波新股扩容冲击。 这虽然不会改变市场的强势格局，但考虑到市场处于相对高位而面临的资金分流压力，资金面的博弈将使得A股上攻伴随着反复与波折。

8月19日，证监会核准了第三批11家企业的首发申请，其中，上交所5家、中小板1家、创业板5家。 新股可能带来的潜在压力再度笼罩在市场上方。 从以往的情况来看，新股上市影响最大的是创业板，在当前敏感的点位上，新股料将给创业板后续征程再添波折。

新股扩容冲击与市场上攻将导致多空博弈。 首先，新股的资金分流作用将引发博弈。 尽管沪港通、国企改革等主题促使海内外大笔资金通过各种途径进驻A股市场，但当前资金炒新仍处于高烧状态，不少新股持续获得追捧。 受这种风气影响，预计仍会有不少资金会被新股、次新股和影子股所吸引，从而对行情上攻造成冲击。 其次，股指处于相对高位且尚未完全站稳，博弈料加剧。 当前主板和创业板刚刚创下年内新高，资金获利回吐压力较大。 这种情况已然不同于第二波新股上市之时蓝筹领衔加速上涨的强势格局。 多空博弈可能因为新股来袭而进一步加剧。

分析人士指出，经过长期的逼空行情后，新股扩容引发的多空博弈对市场的短期影响难以避免。 不过，在政策主题逻辑未变的背景下，市场的强势格局不会因为这种波折而改变。 包括创业板在内的各个板块休整和上攻状态可能频繁交替出现，期间建议投资者均衡配置、波段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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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板块表现抢眼

纳指创十四年来新高

□

本报记者 杨博

随着地缘危机缓和，美国股市近期显著反弹，其中

科技股权重较高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表现尤为突出，

截至18日收盘升至4508.31点， 创2000年3月科网泡沫

峰值期以来的最高水平。

分析人士表示， 科技板块的强势一方面得益于企

业良好的业绩表现， 另一方面得益于创新技术的迅速

发展，未来科技板块有望带动美股进一步走高。

科技股业绩抢眼

截至8月18日收盘，纳斯达克指数收于4508点，距

离2000年初科网泡沫高峰期创下的4572点的历史高

位仅低1.4%。 今年以来纳斯达克指数累计上涨7.9%，

跑赢同期道琼斯工业指数和标普500指数1.6%、6.7%

的涨幅。

特别是自5月中旬以来，纳指表现尤为抢眼，累计

涨幅达到9.3%，同期标普500指数上涨5%，道琼斯指数

上涨2%。 在标普500指数十大行业中，IT板块也成为5

月中旬以来表现最好的板块，累计涨幅接近9%，目前

点位接近2000年9月以来最高水平。

在地缘危机等多重因素导致美股大跌后， 自8月7

日起市场再次启动升势，纳指迄今涨幅超过4%，标普

500指数上涨3.3%，道指上涨2.9%。 PNC金融服务集团

首席投资策略师斯通表示， 目前市场普遍认为全球经

济增长放缓可能迫使主要央行在更长时间内将利率维

持在低位，此外地缘紧张局势有所缓解，也促成了美股

近期的反弹。

市场人士认为， 推动纳指持续上涨的原因之一是

科技企业的盈利快速增长。 眼下美股财报季接近尾声，

彭博统计显示，上季度标普500科技板块整体盈利增长

超过12%，收入增长接近7%，在十大行业板块中位居前

列，且显著高于整体水平。 细分行业中，半导体行业盈

利增速高达28.8%， 位居首位； 软件服务业盈利增长

13.5%；科技硬件和设备业盈利增长近8%。

此外，包括新兴社交网络公司推特、老牌芯片巨头

英特尔以及生物技术企业Biogen和安进等在内的诸多

科技企业纷纷上调了全年盈利预期。

另一方面， 科技行业的持续创新也激发了投资人

的兴趣。 Voya投资管理公司首席市场策略师考特表

示，科技发展持续影响经济活动，大数据、云计算、机器

人以及一些智能厂商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在不久前，

人们还觉得这些技术离我们很远。 ”

罗森布拉特证券公司首席市场策略师雷诺兹预

计，未来几周科技、医疗保健和大市值生物科技股有望

带动美股进一步走高。

热门股连创新高

在美股本轮上涨中，苹果、特斯拉等华尔街热门科

技股纷纷逼近历史新高， 成为推动大市走强的中坚力

量，同时也带动A股市场相关板块热度升温。

受益于投资者对新品的乐观预期，苹果股价自4月

底以来累计上涨超过30%。6月9日，苹果正式实施“1拆

7” 的拆股，拆股以来累计上涨5.8%。 在拆股之前，苹果

股价最高曾在2012年9月达到705.07美元，拆股后对应

的历史高点为100.72美元。 截至18日收盘，苹果股价为

99.16美元。

流媒体巨头奈飞股价8月以来涨幅接近10%，再度

回到7月初473美元的历史高位附近。 高盛分析师日前

将该公司未来12个月的股价预期，从380美元大幅上调

至590美元，认为在海外市场的扩张和原创内容制作有

助于提振奈飞业绩。

融合了汽车与高科技双重属性的特斯拉自5月

中旬以来上涨超过40%， 当前点位逼近今年2月265

美元的历史高点。 今年以来特斯拉股价累计上涨了

73%。 太平洋皇冠证券分析师埃里克森预计，该公司

2013-2016年的收入年复合增长率将达到66%，每股

盈利年复合增速将达到117%。 摩根士丹利分析师乔

纳斯预计， 市场对特斯拉下一代车型Model� X的需

求将高于Model� S， 并打消投资者对特斯拉产品线

单一的顾虑。 他给予特斯拉“买入” 评级，目标价为

320美元。

此外搜索引擎巨头谷歌在过去三个月中的涨幅接

近10%，7月底时一度突破600美元，创历史新高。 社交

网络巨头脸谱股价过去三个月上涨26%， 目前位于74

美元的历史高位附近，较2012年5月上市时的股价已接

近翻番，当前市值高达1940亿美元。

甄别成长股

关注小市值

□

本报实习记者 徐文擎

创业板在7月下旬开起了一波新的拉升行

情。 基金、券商等业内人士认为，在这一波上涨

行情中，除了沪港通即将推出、经济数据向好等

因素外， 创业板自身的成长性被资金看好也是

推动行情的重要因素之一。业内人士表示，有必

要辨别“真成长”和“伪成长” ，相对而言，业绩

增长良好的中小市值成长股更值得关注。

辨明成长真伪

天弘基金策略分析师刘佳章认为，创业板

的上扬有其长效因素。一是中国目前所处的经

济周期决定资金对创业板的很多产业和公司

感兴趣；二是创业板公司盈利增长预期决定了

对资金有吸引力， 在二级市场有上扬空间；三

是创业板具有想象力，传统产业的想象力是有

限的。

民生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李少君认为，从

更广义的层面看， 经济的转型和升级会为所有

成长股上涨提供支撑， 尤其是高层近日明确提

出，要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融合、加快研

究提出创新驱动发展顶层设计方案等， 成长股

的上扬是“中国梦” 在股市的映射。但在这个过

程中需要辨别“真成长”和“伪成长” 。

从产业发展方向来看， 上述最新表态包含

“一软一硬”两个层面。“软” 的层面应可以重

点关注传媒、信息安全、互联网和消费等几个重

点产业。传媒、信息安全得益于国家发展需要和

政策支持，互联网是新经济的代表，而消费则体

现在体育、 娱乐、 旅游等多个富有生命力的产

业。“硬” 的层面则指军工、材料等产业。在产业

更新的同时，体制更新也不容忽视，尤其在科研

机构进行企业化经营、 建立现代化的企业制度

的背景下，科研院所转制会是很好的主题。这是

未来成长股发展的一个主逻辑。

业绩两极分化

有业内人士认为， 对成长股的关注应分为

上、中、下游。“现在这个时点，可关注中下游产

业。上游所涉及概念，业务收入中真正来自于实

际成长部分的贡献很少。 而对于为企业服务的

中游产业来说， 只要它服务的对象是有政策扶

持的、是符合发展大方向的，就算是朝阳产业。

下游产业则直接面临消费者， 这一类企业要更

注重收入增长情况。 ”李少君建议，对成长股中

报业绩应区别来看， 大市值的成长股业绩改善

不及预期， 但中小市值的成长股业绩改善显著

超过预期。相比之下，中小市值的成长股更值得

关注。

对于近日“公募基金对新兴产业概念股的

配置需求助推了创业板上涨” 的说法，某公募

基金研究员认为， 公募基金加仓对创业板上扬

有一定影响，但并非主导因素。 他说，截至上周

末的市场统计显示， 基金重仓股上周进出基本

均衡，创业板则是纯进货不出货，但公募基金持

仓市值占整个创业板市值的比例不是很大。 他

认为， 这波上涨行情应是非公募基金等其他大

型资金所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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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4年5月6日召开的2013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同意公司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

新增注册发行总额不超过15亿元（含本数）的中期票据。 具体内容详见2014年5月7�日刊

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201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4-032）。

公司于2014年7月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下发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

协注[2014]MTN250号），接受公司中期票据注册。根据《接受注册通知书》内容，公司中期

票据注册额度为人民币15亿元，注册额度自《接受注册通知书》发出之日起2年内有效，公

司在注册有效期内可分期发行。 具体内容详见2014年7月22日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及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的《关于中期票据注册申请获准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051）。

近日，公司在中市协注[2014]MTN250号注册通知书的额度内完成了2014年度第一期

中期票据的发行。 现将发行情况公告如下：

中期票据名称

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中期票据简称

14

东方园林

MTN001

中期票据代码

101466007

期限

3

年

起息日

2014

年

8

月

18

日 兑付日

2017

年

8

月

18

日

实际发行总额

5

亿元 计划发行总额

5

亿元

发行价格

100

元

/

百元面值 票面利率

7.30%

（

发行日

SHIBOR1Y+230BP

）

主承销商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

如

有

）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051

证券简称：中工国际 公告编号：

2014－043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重大合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2014年8月19日，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与纳沃伊氮肥股份公司

（NAVOIYAZOT）签署了乌兹别克PVC生产综合体建设项目商务合同。

一、合同主要内容

乌兹别克PVC生产综合体建设项目合同金额为43,980万美元。 该项目位

于乌兹别克纳沃伊市西郊，项目内容为建设聚氯乙烯（PVC）、烧碱和甲醇生

产综合体， 年产量分别为100,000吨PVC、75,000吨烧碱和300,000吨甲醇。

合同工期为36个月。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乌兹别克PVC生产综合体建设项目交易对方为纳沃伊氮肥股份公司

（Акционерным Обществом 《NAVOIYAZOT》），注

册 地 址 为 乌 兹 别 克 斯 坦 共 和 国 纳 沃 伊 市 （Навои 5, �

Республика Узбекистан）。 纳沃伊氮肥股份公司与公

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上一会计年度未与公司发生类似业务。

三、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乌兹别克PVC生产综合体建设项目的合同金额为43,980万美元， 约合

270,345.06万元人民币， 为公司2013年营业收入923,571.77万元的29.27%。

该合同生效后对公司随后三年的营业总收入、利润总额将产生一定的影响。

该合同的履行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

交易对方形成依赖。该合同对于公司进入石油化工领域具有重要的意义，有利

于公司巩固和扩大在中亚独联体的市场份额。

四、合同履行的风险提示

乌兹别克PVC生产综合体建设项目商务合同需经中乌两国政府批准并收

到预付款，能否履行、履行时间及履行金额具有不确定性，公司将在合同生效

后及时发布合同进展公告，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8月20日

博弈加剧 新股分流影响有限

8月以来的连续震荡逐步释放了此

前快速上行累积的压力， 数据利空因素

也得到了一定程度消化， 市场获得一定

的喘息之机，并突破了前期平台。 不过，

大盘即将再度迎来新一波新股扩容冲

击。 这虽然不会改变市场的强势格局，但

考虑到市场处于相对高位而面临的资金

分流压力，资金面的博弈将使得A股上攻

伴随着反复与波折。

8月19日，证监会核准了第三批11家

企业的首发申请，其中，上交所5家、中小

板1家、创业板5家。 新股上市可能带来的

潜在压力再度笼罩在市场上方。 从以往

的情况来看， 新股上市影响最大的是创

业板，在当前敏感的点位上，新股料将给

创业板后续征程再添波折。

新股上市将导致多空博弈加剧。 首

先， 新股的资金分流作用将引发博弈。

尽管沪港通、国企改革等主题促使海内

外大笔资金通过各种途径进驻A股市

场， 但当前资金炒新仍处于高烧状态，

不少新股持续获得追捧。受这种风气影

响， 预计仍会有不少资金会被新股、次

新股和影子股所吸引，从而对行情上攻

造成冲击。 其次，股指处于相对高位且

尚未完全站稳。当前主板和创业板刚刚

创下年内新高， 资金获利回吐压力较

大。这种情况已然不同于第二波新股上

市之时蓝筹领衔加速上涨的强势格局。

多空博弈可能因为新股来袭而进一步

加剧。

分析人士指出， 经过长期的逼空行

情后， 新股扩容引发的多空博弈对市场

的短期影响难以避免。 不过，在政策主题

逻辑未变的背景下， 市场的强势格局不

会因为这种波折而改变。 包括创业板在

内的各个板块休整和上攻状态可能频繁

交替出现，期间建议投资者均衡配置、波

段操作。

大小盘股接力领涨 政策主线贯穿全场 资金博弈暗流涌动

创业板走强定调A股新节奏

□

本报记者 张怡

创业板指周一终于站上1400点，

引发了市场的各种遐想。在创业板带领

之下，主板市场突破了前期困扰已久的

平台，沪综指从容站上2230点。伴随着

主板与创业板交替接力领涨，长期困扰

市场的“跷跷板” 效应正在逐步淡化，

股指的突破逐步获得市场认可，前期的

分歧趋向一致，强势格局凸显。 随之而

来的是炒作方式也逐步摆脱大小盘股

的旧框框，依循“政策为轴、主题为线”

横向辐射至各个板块，促使人气迅速回

暖、赚钱效应迅速扩散。

分析人士认为，在指数处于相对高

位、新股炒作资金分流等压力下，创业

板可能受到冲击，但A股的强势格局不

会因此改变。

板块轮动 凸显市场强势格局

自本轮反弹启动以来，A股市场在强

势周期股的带领下连续突破多个阻力

位， 而以创业板为代表的成长股一路如

影随形。 虽然创业板未能再度获得2013

年那般明星光环，但大小盘股接力上涨，

共同促成了市场的强势格局。

前期市场的普涨态势使部分投资者

被“幸福” 冲昏了头脑，忘记了正在进行

的工业去产能、地产景气度下滑等负面因

素。 然而，上周发布的多项金融和经济数

据均低于市场预期， 唤醒了沉醉于 “牛

市”遐想之中的投资者，市场乐观情绪明

显回落，观望情绪和市场分歧逐步显现。

正在行情与市场情绪纠结之时，本

周创业板接过上攻接力棒， 成为维系市

场强势格局的新生力军。 周一沪深两市

主板市场早盘高开后小幅冲高， 但随后

节节走低涨幅回落。 正当市场担忧情绪

升温之时， 创业板以昂扬的斗志一路上

扬，助力主板市场摆脱弱势逐步走高。 由

此，沪综指突破了8月以来持续近半月的

盘局，突破2230点最高触及2242点，创业

板指也一举突破压制已久的1400点大

关。 对前期压力位的突破，带动了市场情

绪整体的回暖

尽管周二市场整体并未延续高歌猛

进的节奏， 但板块接力营造的强势格局

隐现。 周二早盘延续着周一的乐观情绪，

创业板高开后在传媒、 计算机等行业推

动下继续维持强势， 不过随后传媒股攻

势逐步趋弱，拖累创业板走低，各个市场

板块盘中一度全线翻绿。 午后，钢铁、石

油、石化等板块获得了资金强力拉升，主

板市场接过接力棒， 带动各个市场板块

尾盘拉升。 这令市场暖意再度升腾。

不难发现，当前的市场行情，已经很

难用各个市场板块之间的孰强孰弱来形

容。 创业板的上涨，促进了主板市场的突

破，而神秘护盘力量对主板的拉升，又反

过来激发了创业板的活力。脱离了“跷跷

板”效应之后，主板和创业板的互相促进

已经难以用“风格” 来形容，更确切的说

法是，不管是谁在涨，都在维系着市场人

气和彰显着市场的强势格局。 创业板本

周的强势，正是强势格局的缩影。

热点蔓延 资金炒作方式生变

随着“跷跷板”效应的弱化，资金对市

场热点的追捧方式也产生了变化。 本周传

媒股的上涨， 明显脱离了创业板本身而遵

循“政策为轴、主题为线”的方式辐射各个

板块。从这个角度上看，炒作已经超脱了蓝

筹股或成长股这一旧范畴， 符合政策的优

质题材股，才是资金追捧的对象。

《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

合发展的指导意见》的相关消息，给前期

持续调整的文化传媒行业带来了炒作的

良好契机。 分析人士普遍认为，文化传媒

产业是我国经济转型的重要内容，行业整

体迎来良好的发展环境，而打造“新型主

流媒体” 的提法，使国有媒体转型预期增

强，从而迎来价值重估。受此消息带动，传

媒股异军突起， 带动成长股集体大涨，华

谊兄弟、蓝色光标、网宿科技等权重股的

上涨助力创业板指一举突破了1400点。

不过，周二传媒股攻势明显减弱，而

且涨幅居前的传媒股主要集中在主板市

场，例如出版传媒、华数传媒、全通教育、

新华传媒、人民网、粤传媒和浙报传媒涨

停， 其中仅有全通教育和粤传媒不是主

板个股。 而创业板的权重股表现相对温

和， 且对创业板指的贡献度明显下降。

Wind数据显示，8月19日对创业板指上

涨贡献度居前的个股为碧水源、 易华录

和特锐德，光线传媒、乐视网、华谊兄弟

等昨日涨 幅分别为 2.89% 、1.18% 和

0.51%，对创业板指的贡献相对较弱。

实际上，由于华谊兄弟、乐视网、蓝色

光标、网宿科技等诸多强势传媒股均是创

业板指的权重股， 从以往的行情演绎来

看，每当传媒股行情演绎之时，总能带动

创业板指强势上涨。 当前，市场对传媒主

题的炒作已经不仅仅集中于创业板上的

这些中小盘股，而是跨越市场板块、从行

业角度深挖个股。 由此可见，炒作的方式

从围绕市场板块炒作，转变为依循政策主

轴、围绕题材主线、跨越各个板块的炒作。

分析人士指出， 资金炒作方式的转

变，使得市场热点跨越板块界限、横向蔓

延。 这有助于市场摆脱前期快速上涨期

间权重拉升指数、 赚钱效应不明显的怪

圈，营造更大范围的赚钱效应。 本周前两

个交易日中，A股涨停股数均为44只，可

见市场赚钱效应并不缺乏。 这有助于激

活人气，为上攻提供力量。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所属行业

8月以来涨跌幅

（%）

市盈率(PE,TTM)�

[交易日期]�最新

中报净利润

（万元）

同比增幅

300389.SZ

艾比森 电子

145.44 35.69 18347.03 10.66%

300390.SZ

天华超净 电子

137.62 57.92 1068.03 -13.27%

300391.SZ

康跃科技 机械设备

86.73 51.96 3067.75 13.27%

300388.SZ

国祯环保 公用事业

76.66 45.66 1566.83 -6.04%

300063.SZ

天龙集团 化工

41.55 150.10 1892.76 -25.15%

300384.SZ

三联虹普 计算机

37.71 35.21 30181.47 34.26%

300351.SZ

永贵电器 机械设备

27.33 51.55 37459.17 -1330.91%

300032.SZ

金龙机电 电子

23.02 735.60 1462.69 -53.05%

8月以来涨幅较大的部分创业板个股

数据来源：

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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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创业板指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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