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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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未发表观点

华泰证券 多 多

2200-2280

结构性个股上涨

东吴证券 平 多

2180-2280

煤炭石油

信达证券 空 多

2170-2220

券商股、医药股

国都证券 平 平

2170-2250

苹果、沪港通、国企改革

五矿证券 多 多

2210-2280

苹果、特斯拉、蓝宝石等概念

西南证券 空 空

2180-2220

旅游酒店

太平洋证券 平 多

2200-2250

消息面

光大证券 多 多

2180-2300

混合所有制

财通证券 平 空

2150-2230

苹果、国企改革、军工、新能源汽车

申银万国证券 平 空

2180-2250

题材股

民生证券 平 多

2150-2250

双节概念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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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0 2280 -0.32% 2.83%

微弱看多

★★★ 70%

52.73%

华泰证券 多 多

2200 2280 -0.78% 2.83%

微弱看多

★★★ 70%

光大证券 多 多

2180 2350 -1.68% 5.99%

微弱看多

★★ 60%

太平洋证券 平 多

2200 2250 -0.78% 1.48%

谨慎看多

★ 55%

民生证券 平 多

2150 2250 -3.03% 1.48%

看平

○ 50%

东吴证券 平 多

2180 2280 -1.68% 2.83%

看平

○ 50%

国都证券 平 平

2170 2250 -2.13% 1.48%

看平

○ 50%

申银万国证券 平 空

2180 2250 -1.68% 1.48%

谨慎看空

☆ 45%

财通证券 平 空

2150 2230 -3.03% 0.58%

谨慎看空

☆ 45%

信达证券 空 多

2170 2220 -2.13% 0.13%

谨慎看空

☆ 45%

西南证券 空 空

2180 2220 -1.68% 0.13%

微弱看空

☆☆ 40%

券商名称 推荐券商 行业关注度

苹果概念股 五矿证券、财通证券、国都证券

30%

国企改革概念股 光大证券、财通证券、国都证券

30%

双节概念股（旅游酒店） 民生证券、西南证券

20%

新能源汽车 五矿证券、财通证券

20%

煤炭、石油 东吴证券

10%

沪港通 国都证券

10%

军工 财通证券

10%

券商股、医药股 信达证券

10%

题材股 申银万国证券

10%

结构性个股上涨 华泰证券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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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1.SZ

平安银行

2014-9-1 314560.64 983671.22 158818.26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058.SZ

蓝色光标

2014-9-5 4605.79 58615.29 37862.86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274.SZ

阳光电源

2014-9-1 936.00 29160.00 36288.00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300263.SZ

隆华节能

2014-9-1 136.80 11738.35 26561.43

股权激励一般股份

002613.SZ

北玻股份

2014-9-1 6879.95 21955.52 26104.48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199.SZ

翰宇药业

2014-9-2 1608.00 19945.87 20054.13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259.SZ

新天科技

2014-9-1 3836.97 14223.30 13021.5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0558.SH

大西洋

2014-9-3 132.88 26943.52 12950.03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600100.SH

同方股份

2014-9-5 5245.66 207020.14 12768.08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0576.SZ

广东甘化

2014-9-5 6400.00 32016.05 12270.08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000716.SZ

南方食品

2014-9-2 16.54 17126.36 7473.64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600633.SH

浙报传媒

2014-9-4 55536.58 113407.18 5421.58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0153.SZ

丰原药业

2014-9-1 1930.00 28714.52 2499.60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600079.SH

人福医药

2014-9-5 2843.70 50592.05 2285.67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611.SZ

东方精工

2014-9-1 21315.19 35359.99 927.01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0566.SZ

海南海药

2014-9-1 2084.77 49424.34 94.65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260.SZ

新莱应材

2014-9-5 7026.75 9994.31 10.69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612.SZ

朗姿股份

2014-9-1 14192.31 20000.00 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0460.SH

士兰微

2014-9-3 11856.00 124716.80 0.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827.SH

百联股份

2014-9-5 30239.48 154277.76 0.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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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50.SZ

深天马

A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4-8-25 411742.7161 20.21 25.86

600825.SH

新华传媒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4-8-21 353437.9515 24.87 28.97

600666.SH

西南药业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4-8-22 350986.4018 29.01 67.41

600157.SH

永泰能源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4-8-26 312580.6464 10.10 19.82

600317.SH

营口港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4-8-25 307000.9628 19.88 25.72

000050.SZ

深天马

A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4-8-28 266385.1438 -9.99 15.30

000050.SZ

深天马

A

振幅值达

15% 2014-8-28 266385.1438 -9.99 15.30

002277.SZ

友阿股份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4-8-25 262567.3943 22.00 36.88

600158.SH

中体产业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4-8-25 210199.3022 -25.22 31.23

002727.SZ

一心堂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4-8-25 204774.7566 21.02 81.69

600158.SH

中体产业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4-8-27 199570.1427 -7.67 29.84

600158.SH

中体产业 换手率达

20% 2014-8-27 199570.1427 -7.67 29.84

000050.SZ

深天马

A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4-8-25 191833.3113 9.98 12.71

000612.SZ

焦作万方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4-8-21 166310.2058 23.46 14.23

002640.SZ

百圆裤业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4-8-22 163596.9335 26.97 107.97

600256.SH

广汇能源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4-8-28 162562.3182 10.05 6.13

600633.SH

浙报传媒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4-8-29 157119.0392 -6.46 15.47

600317.SH

营口港 振幅值达

15% 2014-8-27 149944.6060 -2.33 11.85

600255.SH

鑫科材料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4-8-25 148714.7038 20.97 27.29

002202.SZ

金风科技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4-8-25 146932.6596 10.01 6.63

600711.SH

盛屯矿业 换手率达

20% 2014-8-26 145326.0133 3.72 27.35

002151.SZ

北斗星通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4-8-28 144570.0117 -10.01 23.78

002151.SZ

北斗星通 换手率达

20% 2014-8-28 144570.0117 -10.01 23.78

002151.SZ

北斗星通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4-8-27 141504.2711 10.01 22.68

000503.SZ

海虹控股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4-8-26 138289.4130 10.03 7.58

002277.SZ

友阿股份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4-8-27 135782.6138 10.00 18.24

600673.SH

东阳光科 振幅值达

15% 2014-8-28 128581.2963 -5.45 10.40

600666.SH

西南药业 振幅值达

15% 2014-8-29 115539.8059 -4.07 20.51

000922.SZ

佳电股份 换手率达

20% 2014-8-25 113651.2813 -2.64 22.82

600119.SH

长江投资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4-8-27 110817.1177 -9.98 20.36

600537.SH

亿晶光电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4-8-26 109754.5156 21.02 33.80

000692.SZ

惠天热电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4-8-26 103250.5174 20.88 39.99

002277.SZ

友阿股份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4-8-29 99775.8766 10.04 13.09

600982.SH

宁波热电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4-8-25 97375.4642 21.16 3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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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516.SH

方大炭素

2014-8-26 10.70 -1.20 11.18 1,500.00 16,050.00

002574.SZ

明牌珠宝

2014-8-25 24.50 -5.08 25.90 600.00 14,700.00

600489.SH

中金黄金

2014-8-28 7.90 -5.05 8.28 1,730.08 13,667.60

002574.SZ

明牌珠宝

2014-8-26 24.50 -5.41 25.36 534.99 13,107.31

002240.SZ

威华股份

2014-8-26 23.43 -6.84 24.15 520.00 12,183.60

002653.SZ

海思科

2014-8-28 19.40 -4.01 21.22 600.00 11,640.00

002342.SZ

巨力索具

2014-8-27 5.78 -9.97 6.49 1,723.00 9,958.94

002240.SZ

威华股份

2014-8-25 24.30 -6.00 25.15 400.00 9,720.00

300195.SZ

长荣股份

2014-8-25 30.00 -3.23 31.04 300.00 9,000.00

600582.SH

天地科技

2014-8-28 8.66 10.04 8.66 1,030.00 8,919.80

002178.SZ

延华智能

2014-8-26 9.75 -7.58 10.26 903.00 8,804.25

600882.SH

华联矿业

2014-8-29 8.49 -5.88 9.07 1,000.00 8,490.00

603008.SH

喜临门

2014-8-29 9.18 -10.00 10.68 900.00 8,262.00

002240.SZ

威华股份

2014-8-25 24.30 -6.00 25.15 300.00 7,290.00

601601.SH

中国太保

2014-8-28 18.40 -3.87 19.09 379.00 6,973.60

300173.SZ

松德股份

2014-8-27 22.12 0.23 23.04 300.00 6,636.00

300325.SZ

德威新材

2014-8-27 8.13 2.39 8.28 798.00 6,487.74

300234.SZ

开尔新材

2014-8-26 14.09 -9.97 15.71 440.00 6,199.60

300032.SZ

金龙机电

2014-8-29 22.89 -0.52 23.60 270.00 6,180.30

300032.SZ

金龙机电

2014-8-27 22.55 -1.53 23.25 270.00 6,088.50

000661.SZ

长春高新

2014-8-27 90.54 -5.00 95.01 66.24 5,997.37

600516.SH

方大炭素

2014-8-28 10.70 -2.19 10.96 548.00 5,863.60

002405.SZ

四维图新

2014-8-29 19.46 -3.42 20.06 300.00 5,838.00

002550.SZ

千红制药

2014-8-29 20.18 -9.99 22.66 284.56 5,742.42

002450.SZ

康得新

2014-8-25 26.00 -7.14 27.76 220.00 5,720.00

002450.SZ

康得新

2014-8-25 26.00 -7.14 27.76 220.00 5,720.00

002296.SZ

辉煌科技

2014-8-27 27.91 -2.89 28.92 200.00 5,582.00

300203.SZ

聚光科技

2014-8-29 15.20 -10.01 17.00 327.99 4,985.45

002572.SZ

索菲亚

2014-8-27 16.56 -8.56 17.98 300.00 4,968.00

002572.SZ

索菲亚

2014-8-27 16.56 -8.56 17.98 300.00 4,968.00

600673.SH

东阳光科

2014-8-26 15.00 -1.12 14.98 329.00 4,935.00

000750.SZ

国海证券

2014-8-28 8.77 -9.02 9.57 555.00 4,867.35

002418.SZ

康盛股份

2014-8-26 9.73 -7.86 10.35 480.00 4,670.40

600069.SH

银鸽投资

2014-8-26 4.64 5.45 4.84 990.80 4,597.31

8月股价创历史新高的强势股(部分)

8月强势股总市值分布

8月强势股的行业分布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最新

收盘价

8月以来

涨幅（%）

市盈率

(PE,TTM)

总市值

（亿元）

所属申万

行业

600666.SH

西南药业

18.61 154.58 214.63 54.00

医药生物

600715.SH

松辽汽车

16.32 123.26 -95.36 36.60

汽车

600634.SH

中技控股

15.49 110.18 50.92 89.18

综合

002581.SZ

万昌科技

32.46 94.96 49.04 45.69

化工

002151.SZ

北斗星通

43.13 73.91 282.20 101.19

国防军工

300317.SZ

珈伟股份

24.05 67.25 86.01 33.67

电子

300173.SZ

松德股份

20.82 67.23 -59.90 23.57

机械设备

600988.SH

赤峰黄金

11.10 65.42 22.98 62.89

有色金属

000050.SZ

深天马

A 27.20 62.18 76.74 156.19

电子

600476.SH

湘邮科技

18.31 60.33 -51.69 29.49

计算机

002640.SZ

百圆裤业

44.03 56.69 264.00 58.71

纺织服装

300139.SZ

福星晓程

45.83 55.99 95.90 50.23

电子

300356.SZ

光一科技

25.11 47.36 60.31 32.64

电气设备

600711.SH

盛屯矿业

16.14 45.27 77.55 96.65

有色金属

600317.SH

营口港

3.45 43.15 39.04 223.32

交通运输

002466.SZ

天齐锂业

58.67 35.94 -124.17 151.81

有色金属

002655.SZ

共达电声

11.43 35.59 613.75 41.15

电子

002651.SZ

利君股份

23.59 34.19 29.90 94.60

机械设备

300188.SZ

美亚柏科

26.85 33.85 81.13 59.53

计算机

300220.SZ

金运激光

40.60 33.55 394.07 28.42

电子

000802.SZ

北京旅游

13.70 33.27 187.23 51.37

休闲服务

002666.SZ

德联集团

14.31 31.89 28.45 45.79

化工

002657.SZ

中科金财

37.55 31.52 62.77 39.31

计算机

600490.SH

鹏欣资源

11.36 30.88 165.15 168.01

有色金属

600536.SH

中国软件

27.35 30.74 -607.64 135.26

计算机

300248.SZ

新开普

21.16 30.22 118.71 30.20

计算机

300351.SZ

永贵电器

32.56 29.72 52.52 49.90

机械设备

300032.SZ

金龙机电

23.60 29.03 1,471.46 67.35

电子

300316.SZ

晶盛机电

24.05 27.99 193.74 96.21

电气设备

300290.SZ

荣科科技

17.95 27.58 47.32 24.41

计算机

300034.SZ

钢研高纳

21.23 27.51 73.75 67.51

机械设备

000670.SZ

盈方微

11.70 27.17 10,988.40 95.55

房地产

300247.SZ

桑乐金

10.34 26.06 152.77 25.36

家用电器

300232.SZ

洲明科技

31.04 26.03 69.15 31.47

电子

002505.SZ

大康牧业

13.80 25.91 2,495.97 181.10

农林牧渔

002631.SZ

德尔家居

11.73 25.86 34.27 38.06

轻工制造

600982.SH

宁波热电

6.80 25.69 22.73 50.79

公用事业

002625.SZ

龙生股份

10.20 24.85 55.69 18.05

汽车

002609.SZ

捷顺科技

17.89 24.84 68.74 52.68

计算机

600399.SH

抚顺特钢

17.29 24.66 374.00 89.91

钢铁

300325.SZ

德威新材

8.00 24.22 42.82 25.60

化工

300322.SZ

硕贝德

20.02 23.66 86.30 44.85

电子

002357.SZ

富临运业

15.38 23.53 36.11 30.13

交通运输

300324.SZ

旋极信息

29.69 21.78 442.35 68.00

计算机

300264.SZ

佳创视讯

10.35 21.76 578.46 23.75

计算机

300339.SZ

润和软件

20.89 21.59 65.73 48.09

计算机

002610.SZ

爱康科技

18.47 21.43 137.91 55.41

电气设备

002070.SZ

众和股份

10.04 21.40 137.95 63.78

纺织服装

000591.SZ

桐君阁

11.00 21.28 90.87 30.21

医药生物

002260.SZ

伊立浦

27.72 20.89 4,721.94 43.24

家用电器

002401.SZ

中海科技

15.18 20.48 92.77 46.03

计算机

600787.SH

中储股份

7.89 20.30 26.96 146.74

交通运输

002358.SZ

森源电气

32.11 20.26 45.56 127.73

电气设备

002650.SZ

加加食品

10.69 20.11 29.83 49.26

食品饮料

002662.SZ

京威股份

10.53 19.93 19.11 63.18

汽车

300151.SZ

昌红科技

15.89 19.74 70.34 31.94

机械设备

600759.SH

洲际油气

12.07 19.74 1,013.90 147.27

房地产

600373.SH

中文传媒

15.76 19.58 25.40 186.86

传媒

600485.SH

中创信测

29.06 19.44 262.11 40.27

通信

002262.SZ

恩华药业

26.81 19.37 52.39 105.40

医药生物

大盘震荡难阻个股赚钱效应

232只股票8月创历史新高

先进制造业成牛股集散地

□本报记者 龙跃

经过7月下旬的高歌猛进

后， 整个8月份A股市场都处于

横盘震荡整理的运行格局中，主

要表现为指数涨幅有限、分歧逐

渐加大、热点主线不清晰。 不过，

市场震荡并未阻挡个股显现赚

钱效应。 统计显示，8月份有232

只个股创出历史新高， 电子、机

械设备、计算机等中游先进制造

业成为牛股频出的领域。

8月股市：大盘震荡 热点分散

随着经济复苏预期的逐渐降

温，8月股市也失去了逼空反弹的

动能，整体运行较为平淡。从数据

统计的角度看，8月市场呈现出三

大明显特点，即大盘震荡、资金分

歧加大以及热点主线缺失。

首先，大盘整体震荡，小盘股

指数表现相对强劲。 从主板大盘

来看，8月沪综指上涨0.71%，收

报2217.20点；深成指下跌1.45%，

收报7841.70点；沪深300指数下

跌0.51%，收报2338.29点。相对而

言，小盘股指数8月份表现得要强

势一些。 截至8月29日收盘，中小

板综指 8月上涨 5.28% ， 收报

7121.27点； 创业板指数上涨

5.94%，收报1424.47点。值得注意

的是， 此前不经常被提起的创业

板综指， 在8月份创出1537.62点

历史新高， 当月涨幅也是主要指

数中最高的，达到6.84%。

其次，市场分歧明显加大。在

成交方面，8月沪综指成交额为

2.79万亿元， 较7月份的2.39万亿

元放大了17.57%； 深成指8月共

成交了3318.47亿元， 较7月份的

3048.17亿元放大了8.87%。 在整

体市场保持震荡的情况下， 成交

量放大显示在沪综指2200点之

上，资金多空分歧较以往加大。

最后，主力热点明显缺失。与

过去两年的结构性行情不同，在8

月大盘持续震荡的过程中， 市场

主流热点并不清晰。 从行业角度

看，8月涨幅居前的四大行业分别

为电子、综合、休闲服务和传媒，

其 整 体 涨 幅 分 别 为 8.98% 、

8.33%、8.29%和8.10%； 与之相

比，银行、非银行金融和采掘行业

8月整体下跌， 具体跌幅分别为

3.78%、1.90%和0.96%。 不难发

现，8月市场既未出现一枝独秀的

领涨板块， 也没有明显弱势的行

业，主流热点明显缺失；而综合行

业板块整体涨幅居前， 也能从一

个侧面刻画出这一状态。

232只股票8月创出历史新高

8月市场整体表现平淡，主

要原因在于经济复苏预期出现

了迅速降温。 在7月主要宏观数

据明显低于预期之后，8月汇丰

PMI初值又出现跳水，令经济前

景重新变得不明朗起来。 作为本

轮反弹的主要支撑力量之一，经

济复苏逻辑的反复令大盘逐渐

换挡，资金也在寻找新做多逻辑

的过程中有所谨慎。 不过，在市

场风险偏好仍然处于高位，且系

统性风险短期有限的背景下，个

股活跃度并未显著降低，大批新

股在大盘震荡过程中创出了股

价历史新高。

统计显示，8月份沪深股市共

有232只个股复权后股价创出历

史新高，即便剔除掉2014年以后

上市的新股， 创历史新高的个股

也多达211只， 为投资者提供了

足够大的赚钱效应。 整体来看，8

月份创出历史新高的强势股体现

出先进制造业、中小盘股、估值中

枢上移这三大共性， 分析人士认

为这些共性为投资者布局9月行

情提供了有益线索。

其一， 先进制造业牛股辈

出。从211只8月创出历史新高的

个股看（剔除2014年上市新股，

下同）， 电子行业内的股票数量

最多，达到25只；机械设备、计算

机、生物医药紧随其后，均贡献

了24只牛股；而电气设备板块内

的牛股数量也多达19只。从中不

难发现， 中游先进制造业在8月

贡献了大量牛股。 对此，分析人

士指出， 制造业牛股的大量涌

现，一方面体现出投资者对未来

经济增长并未过度悲观，尽管近

期经济数据表现不佳； 另一方

面，相对于传统制造业，电子、计

算机等先进制造业牛股明显居

多，反映出投资者对经济转型成

功的乐观预期。

其二， 中小盘股更为活跃。

以8月29日数据为基准，211只8

月牛股的平均总市值为80.83亿

元。其中，总市值超过150亿元的

个股仅有美的集团、 长安汽车、

航空动力等23只个股。从中不难

看出，8月资金偏好重新回归中

小市值股票，投资者显然在为可

能出现的市场二次反弹储备高

弹性品种。

其三， 强势品种估值上移。

统计显示，211只8月牛股的平均

市盈率（TTM）为176.41倍，市

盈率在20倍以下的个股仅有9

只， 这也与7月份资金专注于大

盘价值股的情况发生了明显变

化，部分成长股开始重新获得资

金追捧。

8月强势股总市值分布

大盘震荡难阻个股赚钱效应

232只股票8月创历史新高

先进制造业成牛股集散地

□本报记者 龙跃

经过7月下旬的高歌猛进

后， 整个8月份A股市场都处于

横盘震荡整理的运行格局中，主

要表现为指数涨幅有限、分歧逐

渐加大、热点主线不清晰。 不过，

市场震荡并未阻挡个股显现赚

钱效应。 统计显示，8月份有232

只个股创出历史新高， 电子、机

械设备、计算机等中游先进制造

业成为牛股频出的领域。

8月股市：大盘震荡 热点分散

随着经济复苏预期的逐渐降

温，8月股市也失去了逼空反弹的

动能，整体运行较为平淡。从数据

统计的角度看，8月市场呈现出三

大明显特点，即大盘震荡、资金分

歧加大以及热点主线缺失。

首先，大盘整体震荡，小盘股

指数表现相对强劲。 从主板大盘

来看，8月沪综指上涨0.71%，收

报2217.20点；深成指下跌1.45%，

收报7841.70点；沪深300指数下

跌0.51%，收报2338.29点。相对而

言，小盘股指数8月份表现得要强

势一些。 截至8月29日收盘，中小

板综指 8月上涨 5.28% ， 收报

7121.27点； 创业板指数上涨

5.94%，收报1424.47点。值得注意

的是， 此前不经常被提起的创业

板综指， 在8月份创出1537.62点

历史新高， 当月涨幅也是主要指

数中最高的，达到6.84%。

其次，市场分歧明显加大。在

成交方面，8月沪综指成交额为

2.79万亿元， 较7月份的2.39万亿

元放大了17.57%； 深成指8月共

成交了3318.47亿元， 较7月份的

3048.17亿元放大了8.87%。 在整

体市场保持震荡的情况下， 成交

量放大显示在沪综指2200点之

上，资金多空分歧较以往加大。

最后，主力热点明显缺失。与

过去两年的结构性行情不同，在8

月大盘持续震荡的过程中， 市场

主流热点并不清晰。 从行业角度

看，8月涨幅居前的四大行业分别

为电子、综合、休闲服务和传媒，

其 整 体 涨 幅 分 别 为 8.98% 、

8.33%、8.29%和8.10%； 与之相

比，银行、非银行金融和采掘行业

8月整体下跌， 具体跌幅分别为

3.78%、1.90%和0.96%。 不难发

现，8月市场既未出现一枝独秀的

领涨板块， 也没有明显弱势的行

业，主流热点明显缺失；而综合行

业板块整体涨幅居前， 也能从一

个侧面刻画出这一状态。

232只股票8月创出历史新高

8月市场整体表现平淡，主

要原因在于经济复苏预期出现

了迅速降温。 在7月主要宏观数

据明显低于预期之后，8月汇丰

PMI初值又出现跳水，令经济前

景重新变得不明朗起来。 作为本

轮反弹的主要支撑力量之一，经

济复苏逻辑的反复令大盘逐渐

换挡，资金也在寻找新做多逻辑

的过程中有所谨慎。 不过，在市

场风险偏好仍然处于高位，且系

统性风险短期有限的背景下，个

股活跃度并未显著降低，大批新

股在大盘震荡过程中创出了股

价历史新高。

统计显示，8月份沪深股市共

有232只个股复权后股价创出历

史新高，即便剔除掉2014年以后

上市的新股， 创历史新高的个股

也多达211只， 为投资者提供了

足够大的赚钱效应。 整体来看，8

月份创出历史新高的强势股体现

出先进制造业、中小盘股、估值中

枢上移这三大共性， 分析人士认

为这些共性为投资者布局9月行

情提供了有益线索。

其一， 先进制造业牛股辈

出。从211只8月创出历史新高的

个股看（剔除2014年上市新股，

下同）， 电子行业内的股票数量

最多，达到25只；机械设备、计算

机、生物医药紧随其后，均贡献

了24只牛股；而电气设备板块内

的牛股数量也多达19只。从中不

难发现， 中游先进制造业在8月

贡献了大量牛股。 对此，分析人

士指出， 制造业牛股的大量涌

现，一方面体现出投资者对未来

经济增长并未过度悲观，尽管近

期经济数据表现不佳； 另一方

面，相对于传统制造业，电子、计

算机等先进制造业牛股明显居

多，反映出投资者对经济转型成

功的乐观预期。

其二， 中小盘股更为活跃。

以8月29日数据为基准，211只8

月牛股的平均总市值为80.83亿

元。其中，总市值超过150亿元的

个股仅有美的集团、 长安汽车、

航空动力等23只个股。从中不难

看出，8月资金偏好重新回归中

小市值股票，投资者显然在为可

能出现的市场二次反弹储备高

弹性品种。

其三， 强势品种估值上移。

统计显示，211只8月牛股的平均

市盈率（TTM）为176.41倍，市

盈率在20倍以下的个股仅有9

只， 这也与7月份资金专注于大

盘价值股的情况发生了明显变

化，部分成长股开始重新获得资

金追捧。

8月股价创历史新高的强势股(部分)

大盘震荡难阻个股赚钱效应

232只股票8月创历史新高

先进制造业成牛股集散地

□本报记者 龙跃

经过7月下旬的高歌猛进

后， 整个8月份A股市场都处于

横盘震荡整理的运行格局中，主

要表现为指数涨幅有限、分歧逐

渐加大、热点主线不清晰。 不过，

市场震荡并未阻挡个股显现赚

钱效应。 统计显示，8月份有232

只个股创出历史新高， 电子、机

械设备、计算机等中游先进制造

业成为牛股频出的领域。

8月股市：大盘震荡 热点分散

随着经济复苏预期的逐渐降

温，8月股市也失去了逼空反弹的

动能，整体运行较为平淡。从数据

统计的角度看，8月市场呈现出三

大明显特点，即大盘震荡、资金分

歧加大以及热点主线缺失。

首先，大盘整体震荡，小盘股

指数表现相对强劲。 从主板大盘

来看，8月沪综指上涨0.71%，收

报2217.20点；深成指下跌1.45%，

收报7841.70点；沪深300指数下

跌0.51%，收报2338.29点。相对而

言，小盘股指数8月份表现得要强

势一些。 截至8月29日收盘，中小

板综指 8月上涨 5.28% ， 收报

7121.27点； 创业板指数上涨

5.94%，收报1424.47点。值得注意

的是， 此前不经常被提起的创业

板综指， 在8月份创出1537.62点

历史新高， 当月涨幅也是主要指

数中最高的，达到6.84%。

其次，市场分歧明显加大。在

成交方面，8月沪综指成交额为

2.79万亿元， 较7月份的2.39万亿

元放大了17.57%； 深成指8月共

成交了3318.47亿元， 较7月份的

3048.17亿元放大了8.87%。 在整

体市场保持震荡的情况下， 成交

量放大显示在沪综指2200点之

上，资金多空分歧较以往加大。

最后，主力热点明显缺失。与

过去两年的结构性行情不同，在8

月大盘持续震荡的过程中， 市场

主流热点并不清晰。 从行业角度

看，8月涨幅居前的四大行业分别

为电子、综合、休闲服务和传媒，

其 整 体 涨 幅 分 别 为 8.98% 、

8.33%、8.29%和8.10%； 与之相

比，银行、非银行金融和采掘行业

8月整体下跌， 具体跌幅分别为

3.78%、1.90%和0.96%。 不难发

现，8月市场既未出现一枝独秀的

领涨板块， 也没有明显弱势的行

业，主流热点明显缺失；而综合行

业板块整体涨幅居前， 也能从一

个侧面刻画出这一状态。

232只股票8月创出历史新高

8月市场整体表现平淡，主

要原因在于经济复苏预期出现

了迅速降温。 在7月主要宏观数

据明显低于预期之后，8月汇丰

PMI初值又出现跳水，令经济前

景重新变得不明朗起来。 作为本

轮反弹的主要支撑力量之一，经

济复苏逻辑的反复令大盘逐渐

换挡，资金也在寻找新做多逻辑

的过程中有所谨慎。 不过，在市

场风险偏好仍然处于高位，且系

统性风险短期有限的背景下，个

股活跃度并未显著降低，大批新

股在大盘震荡过程中创出了股

价历史新高。

统计显示，8月份沪深股市共

有232只个股复权后股价创出历

史新高，即便剔除掉2014年以后

上市的新股， 创历史新高的个股

也多达211只， 为投资者提供了

足够大的赚钱效应。 整体来看，8

月份创出历史新高的强势股体现

出先进制造业、中小盘股、估值中

枢上移这三大共性， 分析人士认

为这些共性为投资者布局9月行

情提供了有益线索。

其一， 先进制造业牛股辈

出。从211只8月创出历史新高的

个股看（剔除2014年上市新股，

下同）， 电子行业内的股票数量

最多，达到25只；机械设备、计算

机、生物医药紧随其后，均贡献

了24只牛股；而电气设备板块内

的牛股数量也多达19只。从中不

难发现， 中游先进制造业在8月

贡献了大量牛股。 对此，分析人

士指出， 制造业牛股的大量涌

现，一方面体现出投资者对未来

经济增长并未过度悲观，尽管近

期经济数据表现不佳； 另一方

面，相对于传统制造业，电子、计

算机等先进制造业牛股明显居

多，反映出投资者对经济转型成

功的乐观预期。

其二， 中小盘股更为活跃。

以8月29日数据为基准，211只8

月牛股的平均总市值为80.83亿

元。其中，总市值超过150亿元的

个股仅有美的集团、 长安汽车、

航空动力等23只个股。从中不难

看出，8月资金偏好重新回归中

小市值股票，投资者显然在为可

能出现的市场二次反弹储备高

弹性品种。

其三， 强势品种估值上移。

统计显示，211只8月牛股的平均

市盈率（TTM）为176.41倍，市

盈率在20倍以下的个股仅有9

只， 这也与7月份资金专注于大

盘价值股的情况发生了明显变

化，部分成长股开始重新获得资

金追捧。

8月强势股的行业分布

大盘震荡难阻个股赚钱效应

232只股票8月创历史新高

先进制造业成牛股集散地

□本报记者 龙跃

经过7月下旬的高歌猛进

后， 整个8月份A股市场都处于

横盘震荡整理的运行格局中，主

要表现为指数涨幅有限、分歧逐

渐加大、热点主线不清晰。 不过，

市场震荡并未阻挡个股显现赚

钱效应。 统计显示，8月份有232

只个股创出历史新高， 电子、机

械设备、计算机等中游先进制造

业成为牛股频出的领域。

8月股市：大盘震荡 热点分散

随着经济复苏预期的逐渐降

温，8月股市也失去了逼空反弹的

动能，整体运行较为平淡。从数据

统计的角度看，8月市场呈现出三

大明显特点，即大盘震荡、资金分

歧加大以及热点主线缺失。

首先，大盘整体震荡，小盘股

指数表现相对强劲。 从主板大盘

来看，8月沪综指上涨0.71%，收

报2217.20点；深成指下跌1.45%，

收报7841.70点；沪深300指数下

跌0.51%，收报2338.29点。相对而

言，小盘股指数8月份表现得要强

势一些。 截至8月29日收盘，中小

板综指 8月上涨 5.28% ， 收报

7121.27点； 创业板指数上涨

5.94%，收报1424.47点。值得注意

的是， 此前不经常被提起的创业

板综指， 在8月份创出1537.62点

历史新高， 当月涨幅也是主要指

数中最高的，达到6.84%。

其次，市场分歧明显加大。在

成交方面，8月沪综指成交额为

2.79万亿元， 较7月份的2.39万亿

元放大了17.57%； 深成指8月共

成交了3318.47亿元， 较7月份的

3048.17亿元放大了8.87%。 在整

体市场保持震荡的情况下， 成交

量放大显示在沪综指2200点之

上，资金多空分歧较以往加大。

最后，主力热点明显缺失。与

过去两年的结构性行情不同，在8

月大盘持续震荡的过程中， 市场

主流热点并不清晰。 从行业角度

看，8月涨幅居前的四大行业分别

为电子、综合、休闲服务和传媒，

其 整 体 涨 幅 分 别 为 8.98% 、

8.33%、8.29%和8.10%； 与之相

比，银行、非银行金融和采掘行业

8月整体下跌， 具体跌幅分别为

3.78%、1.90%和0.96%。 不难发

现，8月市场既未出现一枝独秀的

领涨板块， 也没有明显弱势的行

业，主流热点明显缺失；而综合行

业板块整体涨幅居前， 也能从一

个侧面刻画出这一状态。

232只股票8月创出历史新高

8月市场整体表现平淡，主

要原因在于经济复苏预期出现

了迅速降温。 在7月主要宏观数

据明显低于预期之后，8月汇丰

PMI初值又出现跳水，令经济前

景重新变得不明朗起来。 作为本

轮反弹的主要支撑力量之一，经

济复苏逻辑的反复令大盘逐渐

换挡，资金也在寻找新做多逻辑

的过程中有所谨慎。 不过，在市

场风险偏好仍然处于高位，且系

统性风险短期有限的背景下，个

股活跃度并未显著降低，大批新

股在大盘震荡过程中创出了股

价历史新高。

统计显示，8月份沪深股市共

有232只个股复权后股价创出历

史新高，即便剔除掉2014年以后

上市的新股， 创历史新高的个股

也多达211只， 为投资者提供了

足够大的赚钱效应。 整体来看，8

月份创出历史新高的强势股体现

出先进制造业、中小盘股、估值中

枢上移这三大共性， 分析人士认

为这些共性为投资者布局9月行

情提供了有益线索。

其一， 先进制造业牛股辈

出。从211只8月创出历史新高的

个股看（剔除2014年上市新股，

下同）， 电子行业内的股票数量

最多，达到25只；机械设备、计算

机、生物医药紧随其后，均贡献

了24只牛股；而电气设备板块内

的牛股数量也多达19只。从中不

难发现， 中游先进制造业在8月

贡献了大量牛股。 对此，分析人

士指出， 制造业牛股的大量涌

现，一方面体现出投资者对未来

经济增长并未过度悲观，尽管近

期经济数据表现不佳； 另一方

面，相对于传统制造业，电子、计

算机等先进制造业牛股明显居

多，反映出投资者对经济转型成

功的乐观预期。

其二， 中小盘股更为活跃。

以8月29日数据为基准，211只8

月牛股的平均总市值为80.83亿

元。其中，总市值超过150亿元的

个股仅有美的集团、 长安汽车、

航空动力等23只个股。从中不难

看出，8月资金偏好重新回归中

小市值股票，投资者显然在为可

能出现的市场二次反弹储备高

弹性品种。

其三， 强势品种估值上移。

统计显示，211只8月牛股的平均

市盈率（TTM）为176.41倍，市

盈率在20倍以下的个股仅有9

只， 这也与7月份资金专注于大

盘价值股的情况发生了明显变

化，部分成长股开始重新获得资

金追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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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量买盘缺乏沪市量能萎缩至930亿元

目前市场的新股赚钱示范效应明显，所以随着新股申购时间窗口的开启，各路资金纷纷筹集资金，甚至不惜从国债逆回购市场借钱打新，这也就使得国债逆回购市场近期屡屡出现异动。而受此影响，A股市场也出现了节节走低的态势。

但在大规模新股申购浪潮过后，A股市场的走势也只是略微改观。虽然上证综指在上周五出现了反抽收复失地的K线形态，但成交量却持续萎缩，沪市上周五的量能只有930.44亿元。说明指数的企稳，主要来源于抛压的减缓，而不是来源于主流资金的主动性加仓。

由此可见，主流资金仍然在担忧着经济运行趋势。毕竟驱动着上证综指从2000点“拔地而起”的力量主要来源于上半年经济数据的回升。但从7月份以来，经济数据便持续走弱，无论是发电量数据还是信贷数据均低于预期。A股当前又即将面临着陆续公布的8月份经济运行数据的挑战与考验。所以，主流资金并不敢轻举妄动，如此就导致了A股市场在近期企稳，但缺乏强有力的增量买盘的格局。

综上所述，近期A股料将再度进入窄幅震荡格局当中。从此前维持数月之久的2000点为中枢的横盘震荡，提升至2200点位置。由此可见，近期走势将呈现涨跌两难态势，主流资金只能在螺丝壳里做道场。

产业瓶颈显现影视动漫指数下跌1.70%

近期影视动漫产业股得益于产业扶持政策的影响一度迎来大力度的弹升行情。但随着扶持政策效应的减弱，影视动漫产业股持续震荡走低，在上周更是随着指数的下行而加速调整，影视动漫指数下跌1.70%。

就后续走势来说，影视动漫股的股价走势难有大的作为。一是因为经过近两年来的炒作，其体量已经偏大，华谊兄弟、乐视网等个股的市值已经超过100亿元，甚至200亿元。在此基础下，再度大涨的空间并不大。

二是因为影视动漫产业的发展受到了诸多因素制约，存在发展的瓶颈，短期难以突破。比如从电影的角度来看，目前国产影片较进口大片，无论是深度还是所涉及的主题的广度，均难以望其项背；乐视网近期遇到的一系列风波，也说明了影视动漫的产业政策目前仍难有实质性突破。

三是因为目前大批量的影视动漫产业企业通过借壳上市的方式进入资本市场，这不仅使得影视动漫产业股的筹码不再稀缺，估值坐标应同步下移；还意味着影视动漫产业的龙头企业均获得了资本市场的资本平台支撑，由此未来在拍摄、创作等题材选择方面，其必然会面临着种种竞争，以及成本，尤其是人员成本迅速涨升的压力。

综上所述，影视动漫产业股在未来一段较长时间内，难有实质性的突破，建议投资者在操作中仍宜谨慎，不宜抢反弹，尤其是大市值的影视动漫产业股，更要采取远观而不可加仓的操作思路。

获利盘抛压互联网金融指数下跌2.75%

上周互联网金融产业股一度火爆，熊猫烟花等产业股更是出现在A股市场涨幅榜的前列。但由于短线涨幅过大，且缺乏强有力的估值因素支撑，获利盘蜂拥而出，使得此类个股在上周后半周出现了大幅回落的态势，互联网金融指数下跌2.75%。

但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趋势依然较为乐观。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给传统产业带来变革的同时，也催生了新的金融模式。比如近期热炒的P2P网贷平台。P2P本质是将贷款项目的获取、审核、资金获取等环节“互联网化”。目前的主流P2P模式为互联网上获取资金；线下用传统方式获取、审批项目；平台或其他机构提供本金保障计划及其借款担保。模式特点是中小额理财市场与小贷市场对接。盈利主要来自利差和服务费。

这对传统信贷产业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同时，也获得了市场的充分认可。2012年P2P平台交易额为600亿元左右；2013年则达到约1000亿元；2014年6月，国内P2P网贷平台数量达到1263家，半年成交金额达近1000亿元，接近去年全年成交规模。预计今年全年累计成交额将超过3000亿元。与此同时，由于中国人保等传统金融产业的加入，目前P2P互联网金融模式的发展势头更为强劲。受此影响，熊猫烟花、绵世股份等个股备受热钱的

追捧。

如此的演变趋势代表互联网金融对A股市场来说，有着前所未有的炒作契机。一方面是因为互联网金融产业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从P2P的互联网信贷产品能够以每年100%的速度递增，就折射出互联网金融产品的强大渗透能力与成长能力，所以受到市场追捧也在所难免。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互联网金融能够不断催生出新产品，从而不断给热钱以新的炒作契机和题材。所以互联网金融产业股的生命力旺盛，常炒常新、常炒常青。因此，互联网金融概念股在调整之后，仍有望迎来新的投资契机。

应用空间拓展蓝宝石指数涨2.11%

据外媒报道，苹果将在9月9日发布iPhone6，包括4.7英寸和5.5英寸两种型号。其中，除了搭载更快的处理器和更高级的摄像头外，iPhone6使用的蓝宝石屏幕成为一大看点。分析人士表示，苹果新品的发布屡次都能吸引资本市场的强烈追捧；再加上近期，上市公司纷纷采取不同的方式加码蓝宝石业务。在此背景下，蓝宝石行业将迎来跳跃式的发展。受此影响，露笑科技等蓝宝石概念股持续大涨，驱动着蓝宝石指数上涨2.11%。

由此可见，蓝宝石的应用空间正持续拓展，即由LED应用进入到智能手机应用领域。而且，目前LED的传统应用领域的市场需求也在持续增长。相关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在LED照明需求增加下，加上苹果手机带动，市场呈现供不应求状态。2寸晶棒今年年初涨至4美元，4寸晶棒则从去年底的13美元，到今年第一季度的15美元，第二季度则涨到16美元，第三季度最新报价涨至16.8-17.65美元，累计今年前三季度涨幅接近3成，由此下游的基板也将同步涨价，从而进一步提升晶棒及基板厂营收及获利空间。

2014年LED及窗口片用蓝宝石规模约50亿元，一旦苹果应用蓝宝石盖板，则蓝宝石行业将实现跳跃式发展。兴业证券预计2015年至2016年苹果蓝宝石盖板需求将达到75亿元、93亿元，非苹果蓝宝石盖板需求将达到40亿元、70亿元。由此可见，蓝宝石企业的盈利能力迅速提升，成长空间也迅速打开，从而提升其内在估值坐标。（金百临咨询秦洪执业证书编号A1210612020001）

增量买盘缺乏 沪市量能萎缩至

930

亿元

目前市场的新股赚钱示范

效应明显，所以随着新股申购时

间窗口的开启，各路资金纷纷筹

集资金，甚至不惜从国债逆回购

市场借钱打新，这也就使得国债

逆回购市场近期屡屡出现异动。

而受此影响，A股市场也出现了

节节走低的态势。

但在大规模新股申购浪潮过

后，A股市场的走势也只是略微改

观。虽然上证综指在上周五出现了

反抽收复失地的K线形态，但成交

量却持续萎缩，沪市上周五的量能

只有930.44亿元。 说明指数的企

稳，主要来源于抛压的减缓，而不

是来源于主流资金的主动性加仓。

由此可见，主流资金仍然在

担忧着经济运行趋势。 毕竟驱动

着上证综指从2000点 “拔地而

起”的力量主要来源于上半年经

济数据的回升。 但从7月份以来，

经济数据便持续走弱，无论是发

电量数据还是信贷数据均低于

预期。 A股当前又即将面临着陆

续公布的8月份经济运行数据的

挑战与考验。 所以，主流资金并

不敢轻举妄动， 如此就导致了A

股市场在近期企稳，但缺乏强有

力的增量买盘的格局。

综上所述， 近期A股料将再

度进入窄幅震荡格局当中。 从此

前维持数月之久的2000点为中

枢的横盘震荡，提升至2200点位

置。 由此可见，近期走势将呈现

涨跌两难态势，主流资金只能在

螺丝壳里做道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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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瓶颈显现 影视动漫指数下跌

1.70%

近期影视动漫产业股得益

于产业扶持政策的影响一度迎

来大力度的弹升行情。 但随着扶

持政策效应的减弱，影视动漫产

业股持续震荡走低，在上周更是

随着指数的下行而加速调整，影

视动漫指数下跌1.70%。

就后续走势来说，影视动漫

股的股价走势难有大的作为。 一

是因为经过近两年来的炒作，其

体量已经偏大，华谊兄弟、乐视

网等个股的市值已经超过100亿

元，甚至200亿元。 在此基础下，

再度大涨的空间并不大。

二是因为影视动漫产业的发

展受到了诸多因素制约， 存在发

展的瓶颈，短期难以突破。比如从

电影的角度来看， 目前国产影片

较进口大片， 无论是深度还是所

涉及的主题的广度， 均难以望其

项背； 乐视网近期遇到的一系列

风波， 也说明了影视动漫的产业

政策目前仍难有实质性突破。

三是因为目前大批量的影

视动漫产业企业通过借壳上市

的方式进入资本市场，这不仅使

得影视动漫产业股的筹码不再

稀缺， 估值坐标应同步下移；还

意味着影视动漫产业的龙头企

业均获得了资本市场的资本平

台支撑，由此未来在拍摄、创作

等题材选择方面，其必然会面临

着种种竞争以及成本，尤其是人

员成本迅速涨升的压力。

综上所述，影视动漫产业股

在未来一段较长时间内，难有实

质性的突破，建议投资者在操作

中仍宜谨慎，不宜抢反弹，尤其

是大市值的影视动漫产业股，更

要采取远观而不可加仓的操作

思路。

获利盘抛压 互联网金融指数下跌

2.75%

上周互联网金融产业股一

度火爆，熊猫烟花等产业股更是

出现在A股市场涨幅榜的前列。

但由于短线涨幅过大，且缺乏强

有力的估值因素支撑，获利盘蜂

拥而出，使得此类个股在上周后

半周出现了大幅回落的态势，互

联网金融指数下跌2.75%。

但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趋势

依然较为乐观。 互联网，尤其是

移动互联网，给传统产业带来变

革的同时，也催生了新的金融模

式。 比如近期热炒的P2P网贷平

台。 P2P本质是将贷款项目的获

取、审核、资金获取等环节“互联

网化” 。 目前的主流P2P模式为

互联网上获取资金；线下用传统

方式获取、审批项目；平台或其

他机构提供本金保障计划及其

借款担保。 模式特点是中小额理

财市场与小贷市场对接。 盈利主

要来自利差和服务费。

这对传统信贷产业产生了革

命性的影响同时， 也获得了市场

的充分认可。 2012年P2P平台交

易额为600亿元左右；2013年则达

到约1000亿元；2014年6月，国内

P2P网贷平台数量达到1263家，半

年成交金额达近1000亿元， 接近

去年全年成交规模。 预计今年全

年累计成交额将超过3000亿元。

与此同时， 由于中国人保等传统

金融产业的加入，目前P2P互联网

金融模式的发展势头更为强劲。

受此影响，熊猫烟花、绵世股份等

个股备受热钱的追捧。

如此的演变趋势代表互联网

金融对A股市场来说，有着前所未

有的炒作契机。一方面是因为互联

网金融产业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从

P2P的互联网信贷产品能够以每

年100%的速度递增， 就折射出互

联网金融产品的强大渗透能力与

成长能力，所以受到市场追捧也在

所难免。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互联网

金融能够不断催生出新产品，从而

不断给热钱以新的炒作契机和题

材。所以互联网金融产业股的生命

力旺盛，常炒常新、常炒常青。 因

此， 互联网金融概念股在调整之

后，仍有望迎来新的投资契机。

应用空间拓展 蓝宝石指数涨

2.11%

据外媒报道， 苹果将在9月9

日发布iPhone6，包括4.7英寸和5.5

英寸两种型号。 其中，除了搭载更

快的处理器和更高级的摄像头外，

iPhone6使用的蓝宝石屏幕成为

一大看点。 分析人士表示，苹果新

品的发布屡次都能吸引资本市场

的强烈追捧；再加上近期，上市公

司纷纷采取不同的方式加码蓝宝

石业务。 在此背景下，蓝宝石行业

将迎来跳跃式的发展。 受此影响，

露笑科技等蓝宝石概念股持续大

涨，驱动着蓝宝石指数上涨2.11%。

由此可见， 蓝宝石的应用空

间正持续拓展， 即由LED应用进

入到智能手机应用领域。 而且，目

前LED的传统应用领域的市场需

求也在持续增长。 相关数据显示，

今年以来， 在LED照明需求增加

下，加上苹果手机带动，市场呈现

供不应求状态。 2吋晶棒今年年初

涨至4美元，4吋晶棒则从去年底

的13美元， 涨到今年第一季度的

15美元，第二季度则涨到16美元，

第 三 季 度 最 新 报 价 涨 至

16.8-17.65美元，累计今年前三季

度涨幅接近3成，由此下游的基板

也将同步涨价， 从而进一步提升

晶棒及基板厂营收及获利空间。

2014年LED及窗口片用蓝宝

石规模约50亿元， 一旦苹果应用

蓝宝石盖板， 则蓝宝石行业将实

现跳跃式发展。 兴业证券预计

2015年至2016年苹果蓝宝石盖

板需求将达到75亿元、93亿元，非

苹果蓝宝石盖板需求将达到40亿

元、70亿元。 由此可见，蓝宝石企

业的盈利能力迅速提升， 成长空

间也迅速打开， 从而提升其内在

估值坐标。 （金百临咨询 秦洪 执

业证书编号

A1210612020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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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多空分析

券商对反弹是否结束分歧加大

□西南证券 张刚 刘浩

本周有11家券商发表了对

后市的看法，3家看多，6家看平，

2家看空。 本周市场综合情绪指

数为52.73%， 较上周回落3.1个

百分点。多空情绪指数再次回落

至50多空平衡线附近，表明市场

谨慎情绪有所升温，观望氛围较

浓。与上周相比，共有5家机构改

变了对大盘走势的看法， 其中2

家调整了对中线趋势的观点：

（1）空→平，东吴证券对本周趋

势由看空调升为看平，对中线趋

势保持看多不变；（2） 多→空，

信达证券对本周趋势由多翻空，

财通证券对中线趋势由多翻空；

（3）平→空，申银万国证券对中

线趋势由看平转为看空；（4）

多→平，太平洋证券对本周趋势

由看多转为看平，对中线维持看

多不变。

多数机构认为大盘将继续

维持震荡走势， 其中不少机构

认为调整带来加仓良机； 一些

机构认为若无大量增量资金入

市，后市大盘难以走出盘局；较

为谨慎的机构认为大盘反弹行

情已经近尾声， 即将步入下跌

调整阶段。

多头代表五矿证券和华泰

证券均表示调整提供入场良机。

前者分析称，指数的整数关更多

是心理关，对行情判断基本无帮

助，应重视“势” ，因此从近5年

下行趋势已被有效突破来看，应

把调整看作加仓机会。 另外，下

半年改革加速、驱动性事件增加

都将使A股迎来行情。 华泰证券

则指出，股指调整为踏空资金提

供了入场良机，沪指在2200点附

近多方必将展开猛烈反扑。 改革

预期加强将使结构性牛市贯穿

整年，机构投资者的做多能量也

在逐级释放。因此在管理层呵护

下，股指有望止跌回升。

光大证券认为A股盘升尚

未结束，该机构强调新股申购能

干扰市场节奏， 但无法改变方

向，而打新资金的涌入有利于锁

定二级市场的筹码（打新须配置

股票）， 申购资金的回流亦有利

于股指走稳并进一步上行。

看平本周趋势的东吴证券

分析认为制约大盘反弹的因素

有三个，一是经济数据疲弱打击

了投资者信心，二是前期获利盘

累积较多，需要清洗浮筹，三是

权重表现较弱拖累指数。持同样

观点的民生证券指出结构性行

情有望延续，该机构分析认为上

市公司二季度业绩增速环比回

升，经营业绩得到改善。 而新股

发行常态化也使得资金饥渴呈

现出脉冲式。 对于后市，由于经

济下行压力加大影响市场预期，

股市区间震荡的可能性增加。

财通证券则称大盘第一阶

段上涨已结束， 市场步入调整

阶段，结构性机会虽然不少，但

操作难度开始加大。 策略上建

议投资者转向防守， 对于涨幅

过大的品种务必落袋为安。 申

银万国证券也表示反弹渐近尾

声，本周或还有一次反抽机会，

不过将是谢幕过程， 操作上建

议以离场为主。 该机构认为支

持本轮反弹的利好因素消失，

加之目前缺乏推动大盘再上台

阶的利好增量， 因此若本周新

股资金解禁后多头不能成功反

扑，股指将向下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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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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