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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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477.SZ

雏鹰农牧

10.45 -9.99 11.68 1,608.00 16,803.60

002477.SZ

雏鹰农牧

10.45 -9.99 11.68 1,430.00 14,943.50

002574.SZ

明牌珠宝

23.50 -5.81 24.97 505.53 11,879.92

002317.SZ

众生药业

20.83 -1.23 21.70 500.00 10,415.00

002501.SZ

利源精制

15.05 -2.40 15.52 500.00 7,525.00

002092.SZ

中泰化学

8.36 10.00 7.50 825.00 6,897.00

600979.SH

广安爱众

5.52 -9.95 5.64 1,000.00 5,520.00

002340.SZ

格林美

11.41 -10.02 12.82 450.00 5,134.50

300301.SZ

长方照明

12.64 -5.88 13.20 380.00 4,803.20

601929.SH

吉视传媒

11.70 -1.76 12.32 350.00 4,095.00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涨跌幅

（%）

净流入资金

（万元）

金额流入

率（%）

资金流向

占比（%）

市盈率

(TTM，倍)

600108

亚盛集团

10.08 24,286.48 14.70 1.77 37.75

002190

成飞集成

6.16 14,233.94 6.64 0.71 756.19

603000

人民网

9.99 12,951.63 6.74 1.41 80.26

603609

禾丰牧业

10.00 10,979.59 20.83 10.32 41.52

600688

上海石化

9.91 10,058.85 11.91 1.71 22.49

600536

中国软件

10.02 9,260.28 8.10 0.75 -614.97

600825

新华传媒

9.99 8,782.43 11.55 0.84 207.07

002474

榕基软件

8.72 8,642.02 10.04 2.28 121.93

600756

浪潮软件

6.39 8,358.73 5.16 1.08 110.26

600765

中航重机

4.64 8,316.98 15.77 0.69 80.89

国泰君安详解5000点牛市论

□本报记者 朱茵

“A股可上5000点！ ” ，多头领袖国泰君安

振臂一呼，语惊四座。在市场创出新高之际，国

泰君安证券研究所首席宏观研究员任泽平接

受本报独家采访。他表示，5000点不是梦，当前

中国正处于“三期叠加” 的转型关键期，大时

代呼唤改革。 改革是政治经济学，通过调整生

产关系以推动生产力发展，将引领中国这艘巨

轮驶向新航道、“新常态” ， 而未来的大牛市

5000点也取决于改革的推进程度和转型成功

与否。

中国证券报：此轮反弹国泰君安被视为最

积极的多头， 您此前提出的

A

股可上

5000

点的

逻辑是什么？ 是否有时间约束？

任泽平：中国正处于转型关键期，过去几

年，地方融资平台、产能过剩的重化工行业国

企和房地产形成了三大资金黑洞， 这是旧增

长模式的代表。 由于借助地方政府的隐性担

保、 国有银行的输血， 调整缓慢甚至拒绝出

清，不断通过加杠杆负债循环，推升了无风险

收益率和融资成本， 对新增长模式产生抑制

和挤出效应， 增加了增长阶段转换和动力升

级的难度。

此前的刺激政策能稳定短期经济增长，弊

端是维持旧增长模式、加杠杆；改革是稳长期

增长，优点是释放新活力、去杠杆。未来通过改

革破掉旧增长模式，放活新增长模式，构筑5%

-6%的新增长平台， 比现在勉强维持的7%

-8%旧增长平台要好。 无效资金需求中断，利

率下来，微观放活，增速换挡成功，产业升级，

企业利润上升，股市走牛，居民生活改善。

国际经验表明，新5%比旧8%好。 未来中

国如果能够通过改革破旧立新，无风险收益率

将降一半，经济增速到5%，股市长期可上5000

点。 需要强调的是，高速增长期过后并不必然

有一个中速增长平台在那接着，拉美直接掉了

下去， 未来5%的增长平台需要经过艰苦卓绝

的改革努力才能构筑起来，未来的大牛市5000

点也取决于我们改革的推进程度和转型能否

成功。

以韩国为例，其在1992-1996年增速换挡

期拒绝减速，不相信长达30年的高增长时代已

经过去，寄希望于通过政策刺激重回高增长轨

道，结果导致债务攀升。 1996年韩国30大财阀

资产负债率升至80%，最终在1997年爆发了金

融危机。 1992-1996年间负债率攀升推高了无

风险收益率，国债收益率高达14%左右，过高

的融资成本挤压了企业利润和资产回报率

（ROA），30家大财阀的平均ROA在1996、

1997年只有0.2%、-2.1%， 因此1992-1996年

间韩国股市长熊。

幸运的是，1998年金大中总统主政以后，

痛下决心推动四大部门结构改革，开启了韩国

中速增长的新时代。 虽然2000年后，韩国经济

再也没有回到高增长平台， 只实现了5%左右

的年均增长，但无效资金需求被中断了，无风

险收益率下降到原来的1/3，股市走牛并翻了3

倍，产业升级了，增速换挡成功。

中国证券报：您对改革深化和经济增长的

预期是什么？

任泽平：未来的一年十分关键，以四中全

会为节点，改革将进入提速期，经济有望深蹲

起跳。 未来有三种前途：快改革、大出清，去杠

杆触发风险后经济深蹲起跳，债牛之后股牛；

快改革，有效控局，及时化解风险后经济平滑

过渡到新平台，股债双牛直接起跳；改革遇阻

低于预期，微刺激只起短暂效果，加杠杆，慢

出清，经济匍匐前进，股债双熊，危机倒逼。 深

蹲起跳、 直接起跳和匍匐前进三种前途发生

的概率是5:3:2， 最可能的是改革超预期，深

蹲起跳。

“净流出” 困局未变 新高秀渐现隐忧

118亿资金离场

□本报记者 魏静

尽管指数延续日创新高的上行节奏，但近

期市场却一直遭遇资金大举出逃的窘境，昨日

全部A股再现118亿元资金离场。 分析人士表

示， 尽管从技术形态以及场内交投氛围来看，

短期新高秀的步伐不会就此停止；但从近来市

场持续遭遇百亿规模资金出逃的情形来看，主

流资金或者说活跃资金，又存在获利了结的可

能，而这难免会令反弹行情打折扣。目前来看，

市场强势的主基调不会就此逆转，不过究竟这

种摸高秀是资金边打边撤的直接体现，还是代

表着冲高行情的继续，投资者还需继续观察。

指数新高 118亿资金出逃

本周，市场再度启动连涨键，上证综指基

本上延续了日创新高的节奏。 昨日，尽管主

板指数盘中频繁波动，但最终沪指还是顽强

收红。

截至昨日收盘， 上证综指上涨5.86点，涨

幅为0.26%， 报收2245.33点， 盘中再度创出

2246.02点的年内新高；深成指全日则微跌2.61

点，跌幅为0.03%，报收8043.25点。创业板指数

昨日则继续强势领涨， 该指数全日上涨7.66

点，涨幅为0.54%，报收1436.40点，盘中也创出

1446.79点的本轮反弹新高。

从资金流向来看， 尽管市场再现连涨模

式，但资金出逃的态势依然未改。据Wind资讯

数据， 昨日全部A股合计净流出资金118.62亿

元，始终保持近来百亿的资金出逃规模。

从行业板块表现看， 昨日申万一级行业指

数涨多跌少。 其中，申万钢铁、传媒、计算机、纺

织服装及农林牧渔指数涨幅居前， 全日分别上

涨1.52%、1.32%、1.16%、1.07%及0.93%；而非银

金融、医药生物、食品饮料、交通运输、有色金属

及家用电器指数则逆市微跌， 全日分别下跌

0.77%、0.13%、0.08%、0.07%、0.06%及0.01%。

从行业资金流向上看，昨日行业板块继续

呈现出资金集中出逃的局面。 据Wind数据统

计，昨日仅申万农林牧渔、国防军工及计算机

板块获得小幅的资金净流入，资金净流入额分

别为1.60亿元、2966万元及1156万元； 其余行

业板块均遭遇资金的大举出逃， 其中电子、非

银金融、医药生物、有色金属及传媒板块资金

出逃量居前，全日分别净流出13.23亿元、12.91

亿元、11.68亿元、10.94亿元及8.96亿元。

打破困局需看增量资金

回顾本轮反弹行情，其触发因素是沪港通

的超预期落地，而经济数据企稳反弹叠加政策

面宽松，是支撑本轮反弹打破百点魔咒的根本

因素。 不过，尽管基本面叠加政策面构成一定

利好， 但反弹能够不断向纵深方向挺进的原

因， 还是外资屯兵带来的增量资金进场预期。

从某种程度上看，本轮反弹其实就是资金推动

的弹升行情。 而既然定义为资金市，那么资金

肯定是行情演绎最为关键的因素。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一方面外资配置A股

的兴趣正浓， 场外的产业资本也开始蠢蠢欲

动。 8月中上旬，人民币对美元一直延续升值的

趋势，香港更成为全球资金的避风港，在海外

热钱流入趋势尚未改变之前，随着沪港通启动

时间点的临近，增量资金进场的预期会持续被

强化。 不过，另一方面，市场却持续遭遇资金净

流出的窘境，且随着新高秀的不断演绎，这一

出逃规模还出现进一步上升的迹象。

分析人士表示，只要短期没有迹象证明外

资开始放缓进场步伐及规模，则短期市场大概

率会陷入增量进场与存量出局的迷局中，即这

两种状态会同时存在。这或多或少是基于当前

市场略微纠结的心态， 毕竟7月数据回落倒推

货币进一步宽松的逻辑并不是十分站得住脚，

因此场内资金只能是边打边撤。后续一旦增量

资金大举进场推升反弹，则所谓的纠结心态将

迅速消散，场内资金也会重新加入添柴加薪的

队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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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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沪深两市资金净流入前十股票 行业资金净流入（出）金额

创业板“十字星”

或暗示拐点将至

□本报记者 魏静

本周以来，创业板连续冲高，日K线上一举

摆脱了M顶的束缚。 不过，昨日，该指数冲高回

落，收出一根放量阴十字星，技术上释放出震荡

整固的信号。短期来看，这根放量十字星究竟是

筑顶还是洗盘，还得看成长股的吸金能力，投资

者需边走边看。

昨日，创业板指数高开高走，午后跟随主板

指数出现一定程度的跳水， 不过尾市该指数再

度回收涨幅。 截至收盘， 创业板指数上涨7.66

点，涨幅为0.54%，报收1436.40点，盘中该指数

创出1446.79点的反弹新高。

在创业板连涨的带动下， 其内部赚钱效应

得以维系。 昨日创业板内部正常交易的335只

个股中， 有183只个股实现上涨， 其中松德股

份、欧比特等5只个股强势涨停，有多达41只个

股当日涨幅超过3%；而在当日出现下跌的140

只个股中， 除了金刚玻璃等几只个股跌幅较大

外，大部分个股跌幅都在1%左右。

分析人士表示， 尽管创业板的接连上冲一

度消除了其内部筑顶的担忧情绪，不过，近来该

指数的连涨主要是受传媒及软件类个股大涨的

带动， 而这类个股在上涨的过程中却普遍遭遇

资金的大规模出逃， 这无疑令其上涨的持续性

大打折扣。 短期来看， 创业板能否延续强势格

局，还得看成长股群体的吸金效应，如果资金持

续流出这类板块， 则创业板难免会再度陷入震

荡回落的走势。

风格偏好或重回成长股

□银泰证券 陈建华

7月份经济数据带来宏观不确定性， 后期

沪深主板市场上行节奏料将进一步放缓，且不

排除阶段向下调整的可能。 在此背景下，资金

较强的做多意愿将使得盘面风格再度向成长

题材股转换。 基于以上判断，操作上建议投资

者积极调仓换股，对前期涨幅明显的周期权重

股适当减持，同时加大配置成长题材股。

前期主板市场的走强主要得益于以下几方

面因素：一是国内实体经济改善，二是偏积极的

政策调控，三是趋于宽松的流动性环境。但站在

当前时间点看，尽管政策基调仍相对积极，资金

市场亦未出现紧缩迹象，但7月份普遍低于预期

的宏观数据， 将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内实体经济

改善的预期形成扰动，从而影响后期A股运行。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9.0%， 比6月份

回落0.2个百分点；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

名义增长12.2%，增速同样较6月份的12.4%低

0.2个百分点；1-7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

含农户）同比名义增长17%，增速比1-6月份

回落0.3个百分点， 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名

义增长19.6%， 增速较1-6月份回落0.5个百分

点。此外，房地产市场无论是开发投资，还是商

品房销售面积， 均延续了前期的下滑趋势，行

业景气度持续回落。 加上锐减的社会融资规模

和人民币新增贷款，7月份各项宏观数据明显

透露出实体经济疲软的迹象，并对之前的经济

持续改善预期形成直接冲击。

对A股而言，尽管数据公布对沪深股市运

行短期影响有限， 但我们认为影响并非不存

在。 沪深股市之所以能维持短期强势，一方面

源于管理层积极的政策调控、宽松的流动性环

境等利好因素依然存在， 同时央行对7月金融

数据的解读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各方的担

忧心理；另一方面则在于，连续上涨后激发的

做多热情对A股形成持续正面影响，从而减轻

了短期调整的压力。

展望后市，我们认为经济疲软对A股市场

的影响终会得到体现。 其背后的逻辑主要在

于，前期市场的上涨在一定程度上建立在国内

实体经济改善的基础之上， 而当前随着7月宏

观数据的超预期回落，这一上行的基础面临挑

战。 就其影响的路径看，我们认为虽然单月数

据不大可能使各方预期出现逆转，从而导致系

统性风险出现，但可以预期的是，其带来的宏

观局势不明朗将增大观望心理，使得沪深主板

市场尤其是周期权重股上行动能进一步减缓，

并成为未来一段时间A股风险的主要来源。

从另一个角度看， 在主板周期权重股面临

宏观因素制约的时候，整体市场积极因素犹存，

资金做多意愿也依然较强， 这使得未来一段时

间市场风格可能出现转换。以创业板、中小板为

代表的小盘成长股以及热点题材股， 预计将再

度活跃，并将成为市场超额收益的主要来源。

土地流转概念领涨

□本报记者 徐伟平

近期沪深两市大盘维持高位震荡， 不过场

内题材热点的切换频率明显加快， 此前表现平

淡的土地流转概念昨日突然爆发， 成为市场关

注的热点。

土地流转指数昨日上涨3.27%， 涨幅在98

个Wind概念指数中位居首位。昨日正常交易的

20只指数成分股中，有17只股票实现上涨，9只

股票涨幅超过3%，中弘股份、亚盛集团和辉隆

股份涨停，海南橡胶、罗牛山等“明星股” 涨幅

同样居前。

有消息称，阿里巴巴推出了一个名为“聚

土地” 的项目，该项目由浙江省供销社直属企

业浙江兴合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联合阿里巴巴集

团聚划算平台、 绩溪县庙山果蔬专业合作社等

单位联合实施。 该项目具体是让农民将土地流

转至电子商务公司名下， 电子商务公司将土地

交予当地合作社生产管理， 淘宝用户通过网上

预约，对土地使用权进行认购，并获得实际农作

物产出。 值得注意的是，除获得土地租金外，参

与项目生产环节的农民还能获得工资。 受此影

响，土地流转概念再度受到资金热炒。

分析人士指出，阿里的“聚土地” 产品，创

新土地流转模式，为土地流转提供了炒作题材。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土地改革是一项长期工作，

目前以“试点先行” 为主，短期全面推进的概率

并不大。考虑到近期题材热点的切换频率加快，

建议投资者保持谨慎，不要盲目追高。

大宗交易统计资金流向统计

■ 两融看台

融资客

追涨资源股遭浅套

□本报记者 徐伟平

以煤炭、 有色金属为代表的资源股前期表

现强势，吸引了不少资金入驻。 本周一，融资客

再度加仓了多只资源股， 不过相关个股昨日高

位回调，融资短线被浅套。

8月18日 ， 沪深股市融资融券余额为

4874.49亿元，较前一个交易日有所增加。 其中

融资余额为4829.32亿元，较前一个交易日增加

了49.40亿元；融券余额为45.17亿元，较前一个

交易日小幅下降了0.18亿元。

个股融券方面，8月18日，沪深股市融券净

卖出量居前的证券分别为建设银行、 中国银行

和易方达深证100ETF， 当日的融券净卖出量

分别为134.60万股、106.06万股和60.75万份。

个股融资方面，统计显示，8月18日沪深股

市融资净买入额居前的证券分别为华泰柏瑞沪

深300ETF、 嘉实沪深300ETF和包钢股份，当

日融资净买入额分别为4.24亿元、2.18亿元和

1.65亿元。值得注意的是，鹏欣资源、永泰能源、

锡业股份等多只资源股的融资净买入额居前，

不过昨日融资加仓的资源股普遍高位回调，融

资客短线被浅套。 分析人士指出，一方面，此类

品种前期涨幅较大，获利回吐压力不小，继续追

涨所面临的风险较大；另一方面，场内热点开始

转向新兴成长股， 热点切换可能会引发资金调

仓换股，此类品种回调压力较大，建议投资者保

持谨慎。

8月19日部分个股大宗交易情况

新股“空窗期”结束

“抗压测试” 又至 “退一进二” 可期

□本报记者 王威

尽管实现了平台突破，但近两个交易日大

盘反弹力度明显偏弱，显示市场分歧加大。 在

此背景下，昨日本轮第三批新股发行的相关消

息可能给短期市场带来一定扰动，大盘出现震

荡调整的概率增大。 不过，考虑到蓝筹股的估

值支撑、较为充裕的资金面以及保持高位的风

险偏好等因素，预计本次新股发行不会改变市

场强势格局，大盘更可能以此为契机完成“退

一进二” 的节奏换挡。

短期扰动难改强势格局

7月29日以来，随着银行、地产等权重蓝筹

股的集体回调，大盘运行节奏由持续逼空改为

强势震荡。8月19日，证监会按法定程序核准了

11家企业的首发申请，其中，上交所5家，深交

所中小板1家、创业板5家。 由此，新股发行“空

窗期” 宣告终结，短期对市场强势格局难免产

生一定影响。

继本周一突破8月以来的震荡平台后，昨日

沪综指运行继续以震荡整理为主， 盘中两度跳

水并企稳反弹， 再度刷新年内新高2246.02点，

报收于2245.33点；创业板指数则延续昨日强势

格局，上午在传媒股的引领下一度放量上攻，最

高触及1446.79点，创5个月以来的新高，此后又

随传媒股小幅回落，涨幅领先于主板大盘。

沪深两市昨日的成交额创自2010年11月

16日以来的新高，达3560亿元，较前一交易日

的3207亿元明显放量。 其中，沪市昨日成交额

为1554.45亿元， 位居本轮反弹以来的成交额

第三高位； 创业板成交额也放大至190.16亿

元，为今年2月25日以来的新高。

不过，市场的强势格局可能因为新股上市

受到一定短期扰动。 分析人士指出，从本轮新

股重启后的市场走势来看，第一批新股上市伴

随而来的是市场的应声下跌；而第二批新股上

市时，由于指数处于相对低位，在蓝筹加速拉

升的带动下，沪深两市大盘反而迎来了强势上

涨行情，创业板和中小板随后也开启了稳步上

行模式；但是，当前沪深两市主要指数均处于

相对高位，权重蓝筹股又面临着较大的短期获

利回吐压力，预计此次新股发行引起指数短期

回调的概率较大。

但值得注意的是，政策面预期积极、资金

面偏松、整体市场估值依然处于低位等前期支

撑反弹的因素，目前并未发生显著改变，因此

预计短期新股发行引发的震荡回调难以改变

强势格局，大盘若以此为契机实现“换挡” 式

调整，反而有利于未来强势行情的延续。

主题机会或持续演绎

如果行情借本轮第三批新股发行的机会

实现换挡，那么短线调整无疑给投资者二次建

仓提供了较好机会。分析人士指出，目前看，在

蓝筹股保持稳定的情况下，后市资金更可能青

睐弹性较大的主题性投资机会，其中的重要主

线在于政策预期。

8月18日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

组第四次会议审议了《中央管理企业主要负责

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

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以及《党的十

八届三中全 会重要改革措施实施规 划

（2014-2020年）》。 分析人士指出，以此为契

机，未来市场对改革加速的预期有望持续升温。

中信证券表示，随着未来改革类政策的催

化，特别是新兴产业扶持政策与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的落实， 创业板中长期相对受益更明显；

而传媒板块受益于“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

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建成

几家拥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

的新型媒体集团” 这一政策导向影响，会成为

短期市场热点。 此外，主题方面，沪港通、京津

冀和国企改革等三大线索后市值得继续关注，

其中，国企改革相关的主线热度短期有望继续

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