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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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 多

2310-2400

央企改革、土改概念

华泰证券 平 多

2280-2360

结构性个股上涨

东吴证券 平 多

2300-2400

酿酒食品

信达证券 多 多

2320-2380

传媒股、商业股、金融股

国都证券 多 平

2300-2380

国企改革

五矿证券 多 多

2340-2400

并购重组、新能源汽车、互联网金融

西南证券 空 空

2290-2350

旅游酒店

太平洋证券 本周未发表观点

光大证券 本周未发表观点

财通证券 多 多

2320-2400

土改、国企改革、军工改制、券商股

申银万国证券 平 平

2300-2360

题材股

民生证券 多 多

2300-2400

大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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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0 2400 -0.33% 2.23%

强烈看多

★★★ 75%

57.50%

新时代证券 多 多

2310 2400 -1.61% 2.23%

强烈看多

★★★ 75%

财通证券 多 多

2320 2400 -1.18% 2.23%

微弱看多

★★ 60%

民生证券 多 多

2300 2400 -2.03% 2.23%

微弱看多

★★ 60%

信达证券 多 多

2320 2380 -1.18% 1.37%

微弱看多

★★ 60%

国都证券 多 平

2300 2380 -2.03% 1.37%

谨慎看多

★ 55%

华泰证券 平 多

2280 2360 -2.88% 0.52%

看平

○ 50%

东吴证券 平 多

2300 2400 -2.03% 2.23%

看平

○ 50%

申银万国证券 平 平

2300 2360 -2.03% 0.52%

看平

○ 50%

西南证券 空 空

2290 2350 -2.46% 0.10%

微弱看空

☆☆ 40%

推荐关注行业 推荐券商 行业关注度

大消费

/

酿酒食品

/

旅游酒店 民生证券

/

东吴证券

/

西南证券

30%

国企改革概念股 新时代证券、财通证券、国都证券

30%

土改概念股 新时代证券、财通证券

20%

金融股

/

券商股 信达证券

/

财通证券

20%

并购重组、新能源汽车、互联网金融 五矿证券

10%

军工改制概念 财通证券

10%

传媒股、商业股 信达证券

10%

题材股 申银万国证券

10%

结构性个股 华泰证券

10%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解禁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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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540.SZ

中天城投

2014-9-29 109.00 127964.76 792.47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601633.SH

长城汽车

2014-9-29 170500.00 200924.30 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221.SZ

银禧科技

2014-9-29 4000.00 16437.50 3562.5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266.SZ

兴源过滤

2014-9-29 1977.75 5180.95 10194.85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0139.SH

西部资源

2014-9-30 3217.57 66189.05 0.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268.SZ

万福生科

2014-9-29 8149.00 11549.00 1851.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620.SZ

瑞和股份

2014-9-30 6299.64 11612.61 387.39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355.SZ

蒙草抗旱

2014-9-29 450.27 20584.33 23454.9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3766.SH

隆鑫通用

2014-9-30 419.14 39681.54 40737.60

股权激励一般股份

002619.SZ

巨龙管业

2014-9-29 6098.30 11879.30 275.7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296.SZ

辉煌科技

2014-9-29 1649.64 11790.88 10365.38

追加承诺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000963.SZ

华东医药

2014-9-30 15410.74 43404.41 1.59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000525.SZ

红太阳

2014-9-30 22700.80 50698.31 26.38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597.SH

光明乳业

2014-9-29 196.97 122435.58 14.17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600184.SH

光电股份

2014-9-29 9172.93 20938.04 0.00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1996.SH

丰林集团

2014-9-29 27271.80 46891.20 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0615.SH

丰华股份

2014-9-29 81.45 18762.45 39.60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300267.SZ

尔康制药

2014-9-29 31013.30 45448.00 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0403.SH

大有能源

2014-9-29 141236.59 239081.24 0.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297.SZ

博云新材

2014-9-30 10387.20 31624.20 8257.9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1016.SH N

节能

2014-9-29 17778.00 17778.00 160000.00

首发一般股份

,

首发机构配售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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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高个股行业分布

新高股市场板块分布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股价

（元）

市盈率

(PE,TTM)

7月22日

以来涨跌幅

（%）

自由流通

市值

（亿元）

行业

300390.SZ

天华超净

34.08 68.09 179.34 5.31

电子

600715.SH

松辽汽车

18.98 -110.90 159.64 31.97

汽车

002074.SZ

东源电器

18.79 266.84 158.10 36.47

电气设备

002624.SZ

金磊股份

20.77 -407.66 158.01 12.57

建筑材料

600490.SH

鹏欣资源

17.07 248.16 157.08 134.50

有色金属

002581.SZ

万昌科技

42.77 64.62 156.88 35.32

化工

300063.SZ

天龙集团

18.02 272.74 149.24 16.57

化工

600711.SH

盛屯矿业

7.64 91.78 137.19 55.73

有色金属

300242.SZ

明家科技

42.29 -154.43 124.59 13.27

电气设备

002569.SZ

步森股份

25.05 -91.00 121.09 11.04

纺织服装

600556.SH

北生药业

9.36 109.57 115.67 31.46

综合

300173.SZ

松德股份

26.78 -77.04 115.10 20.46

机械设备

300324.SZ

旋极信息

51.40 765.81 114.79 33.72

计算机

600634.SH

中技控股

15.49 50.92 110.18 20.26

综合

600965.SH

福成五丰

11.39 70.54 108.23 29.93

农林牧渔

600317.SH

营口港

4.84 54.77 107.73 67.21

交通运输

300220.SZ

金运激光

35.93 627.74 105.62 15.50

电子

002488.SZ

金固股份

24.28 88.96 97.72 21.14

汽车

002306.SZ

中科云网

10.85 -24.75 94.79 62.24

休闲服务

002568.SZ

百润股份

34.85 100.96 94.42 21.63

食品饮料

002401.SZ

中海科技

23.56 143.98 93.11 30.06

计算机

600485.SH

信威集团

45.65 5534.47 93.02 63.26

通信

600765.SH

中航重机

26.02 130.99 92.46 112.90

机械设备

002728.SZ

台城制药

38.73 48.08 92.11 9.68

医药生物

002522.SZ

浙江众成

13.03 95.45 89.67 22.28

轻工制造

002189.SZ

利达光电

21.36 230.14 86.39 23.35

电子

002657.SZ

中科金财

44.17 88.60 85.67 28.20

计算机

002544.SZ

杰赛科技

17.06 93.92 81.30 38.32

通信

300188.SZ

美亚柏科

36.60 110.59 81.19 21.71

计算机

300317.SZ

珈伟股份

25.90 92.63 80.11 14.01

电子

300168.SZ

万达信息

27.97 89.59 79.64 84.20

计算机

600399.SH

抚顺特钢

22.69 446.48 78.94 57.21

钢铁

002277.SZ

友阿股份

16.77 24.65 77.27 60.06

商业贸易

000802.SZ

北京旅游

18.20 248.73 77.04 48.67

休闲服务

000555.SZ

神州信息

38.63 45.47 73.23 27.32

计算机

002183.SZ

怡亚通

13.17 49.75 71.93 73.19

交通运输

601608.SH

中信重工

5.44 36.45 71.61 39.58

机械设备

600850.SH

华东电脑

40.18 49.76 70.40 38.06

计算机

300126.SZ

锐奇股份

13.78 67.61 68.87 13.50

机械设备

002452.SZ

长高集团

14.00 46.00 68.27 18.73

电气设备

300216.SZ

千山药机

33.67 89.40 66.68 39.75

医药生物

600562.SH

国睿科技

41.04 79.26 66.42 50.16

建筑材料

300139.SZ

福星晓程

48.88 102.28 66.20 37.48

电子

600255.SH

鑫科材料

14.40 -789.50 65.52 64.29

有色金属

300213.SZ

佳讯飞鸿

24.12 111.13 63.97 18.94

通信

300096.SZ

易联众

14.66 151.27 63.54 39.62

计算机

002085.SZ

万丰奥威

28.19 30.54 62.30 35.76

汽车

002556.SZ

辉隆股份

15.22 76.45 62.26 41.92

化工

300277.SZ

海联讯

18.67 -127.06 62.07 8.18

计算机

600391.SH

成发科技

25.36 252.77 61.53 52.63

国防军工

000547.SZ

闽福发

A 9.63 64.44 61.31 63.00

通信

002609.SZ

捷顺科技

23.15 88.95 60.99 21.25

计算机

600493.SH

凤竹纺织

9.83 200.69 60.62 16.39

纺织服装

600039.SH

四川路桥

9.15 17.54 60.53 32.15

建筑装饰

002222.SZ

福晶科技

13.73 89.72 60.02 27.18

电子

002665.SZ

首航节能

45.50 74.70 58.98 57.57

电气设备

600070.SH

浙江富润

11.22 29.44 58.92 22.24

纺织服装

300281.SZ

金明精机

23.88 49.67 58.67 12.54

机械设备

002338.SZ

奥普光电

57.18 89.22 57.56 29.27

机械设备

002095.SZ

生意宝

31.28 197.35 57.50 23.49

传媒

002207.SZ

准油股份

17.82 1107.70 57.42 30.35

采掘

300377.SZ

赢时胜

67.47 91.56 57.27 9.34

计算机

创新高个股7月22日以来涨幅榜

中小盘领衔 结构牛市凸显

9月9日以来341股创历史新高

□本报记者 张怡

经过了九月初的强势逼空行

情， 市场再度步入高位横盘阶段，

尽管如此，近期创新高个股数目惊

人。据Wind数据统计，自9月9日以

来的14个交易日中，经过前复权之

后，A股市场中新高股数为341只。

值得关注的是，这些新高股大多隶

属于中小板和创业板，平均自由流

通市值仅33亿元，叠加两融市场上

周的空前融资热情，不难发现当前

A股市场结构性牛市的特征十分突

出。 分析人士认为，短期内这种结

构性牛市特征仍将延续，建议从绩

优小盘股中寻找投资机遇。

中小盘股领衔新高秀

据Wind数据统计， 自9月9

日以来， 全部A股共有355只的

股价创出历史新高。 剔除8月之

后上市的14只新股之后，新高股

数依然达到了341只。 而与此同

时，同期股价创历史新低的个股

数目仅有8只（剔除新股）。 值得

关注的是，中小盘股是当前市场

中密集上演的新高秀的主角。

从行业分布上来看， 计算

机、医药生物、机械设备和化工

三个行业的新高股数最多，分别

有44只、43只、38只和31只，此

外，还有电子、电气设备、汽车、

通信、传媒和有色金属行业的新

高股数均超过了10只。 而相反，

食品饮料、商业贸易、钢铁、采掘

等行业的个股数目较少。 从板块

分布上来看，341只个股中，沪深

主板市场个股仅分别有64只和

23只，而有112只属于创业板，有

142只属于中小企业板。

值得关注的是， 这些创新高

个股的流通盘平均值仅为33.10亿

元，凸显出市场资金对中小盘股的

特殊偏爱。 具体来看，这341只个

股中， 仅有15只个股的自由流通

市值超过了百亿元，其中，恒瑞医

药和康得新是仅有的两只流通市

值超过200亿元的个股，其他个股

诸如恒生电子、机器人、鹏欣资源、

中国卫星、东方财富、中航重机、人

民网等，大多涉及热门题材备受资

金追捧。 而流通市值低于50亿元

的个股数目高达280只，其中最低

的是浙江世宝、 深大通和天华超

净，自由流通市值均未超过6亿元。

从股价上来看，这些新高个

股当前平均股价为22.84元，平

均市盈率高达157.58。 其中，股

价最高的是三六五网，其也是唯

一一个百元股； 包括其在内，仅

有14只个股当前的股价超过了

50元。 这些个股自7月22日以来

平均上涨了超过40%， 其中，涨

幅超过一倍的个股有17只，而涨

幅超过10%的有330只。其中，天

华超净、松辽汽车、东源电器、金

磊股份等个股的涨幅最高。

结构性牛市特征明显

实际上，统计区间内股指以

横盘震荡为主要走势，但新高秀

的密集上演，凸显出平静股指下

涌动着良好的赚钱效应，结构性

牛市特征凸显，且中小盘股成为

造富的温床。

自8月29日以来，A股市场发

起了本轮上涨以来的第二度逼

空走势，助力行情进入了新的阶

段。不过9月9日之后，A股市场由

攻到守， 选择横盘震荡消化压

力。 尽管如此，在横盘震荡期间，

依然有341只个股密集创出新

高，且其中中小盘股占比很大。

无独有偶， 融资融券标的

股经过第四度扩容之后， 融资

热情空前高涨， 周融资净买入

额逾400亿元，创下历史新高并

且遥遥领先。 促使这种现象产

生的，也是中小盘股。 分析人士

指出， 第四次扩容标的股主要

为中小盘股， 从新标的股受热

捧的程度上来看， 中小盘股深

受融资客青睐， 结构性牛市的

特征由此更为凸显。 分析人士

指出， 创新高的个股显示出市

场对其有较为良好的预期，凸

显出强势股特征， 因而容易引

发资金的进一步追捧。

从涨幅较高的新高股来

看，除了新股天华超净外，松辽

汽车、东源电器、金磊股份等涨

幅居前的牛股均涉及并购重

组，股价出现连续涨停现象。 分

析人士指出， 在投资情绪依然

乐观、 中小盘股逐步启动估值

切换的背景下， 中小盘股的牛

市行情仍有望继续演绎， 建议

关注流通股本小、基本面优良、

机构重仓的个股。

新高股市场板块分布

中小盘领衔 结构牛市凸显

9月9日以来341股创历史新高

□本报记者 张怡

经过了九月初的强势逼空行

情， 市场再度步入高位横盘阶段，

尽管如此，近期创新高个股数目惊

人。据Wind数据统计，自9月9日以

来的14个交易日中，经过前复权之

后，A股市场中新高股数为341只。

值得关注的是，这些新高股大多隶

属于中小板和创业板，平均自由流

通市值仅33亿元，叠加两融市场上

周的空前融资热情，不难发现当前

A股市场结构性牛市的特征十分突

出。 分析人士认为，短期内这种结

构性牛市特征仍将延续，建议从绩

优小盘股中寻找投资机遇。

中小盘股领衔新高秀

据Wind数据统计， 自9月9

日以来， 全部A股共有355只的

股价创出历史新高。 剔除8月之

后上市的14只新股之后，新高股

数依然达到了341只。 而与此同

时，同期股价创历史新低的个股

数目仅有8只（剔除新股）。 值得

关注的是，中小盘股是当前市场

中密集上演的新高秀的主角。

从行业分布上来看， 计算

机、医药生物、机械设备和化工

三个行业的新高股数最多，分别

有44只、43只、38只和31只，此

外，还有电子、电气设备、汽车、

通信、传媒和有色金属行业的新

高股数均超过了10只。 而相反，

食品饮料、商业贸易、钢铁、采掘

等行业的个股数目较少。 从板块

分布上来看，341只个股中，沪深

主板市场个股仅分别有64只和

23只，而有112只属于创业板，有

142只属于中小企业板。

值得关注的是， 这些创新高

个股的流通盘平均值仅为33.10亿

元，凸显出市场资金对中小盘股的

特殊偏爱。 具体来看，这341只个

股中， 仅有15只个股的自由流通

市值超过了百亿元，其中，恒瑞医

药和康得新是仅有的两只流通市

值超过200亿元的个股，其他个股

诸如恒生电子、机器人、鹏欣资源、

中国卫星、东方财富、中航重机、人

民网等，大多涉及热门题材备受资

金追捧。 而流通市值低于50亿元

的个股数目高达280只，其中最低

的是浙江世宝、 深大通和天华超

净，自由流通市值均未超过6亿元。

从股价上来看，这些新高个

股当前平均股价为22.84元，平

均市盈率高达157.58。 其中，股

价最高的是三六五网，其也是唯

一一个百元股； 包括其在内，仅

有14只个股当前的股价超过了

50元。 这些个股自7月22日以来

平均上涨了超过40%， 其中，涨

幅超过一倍的个股有17只，而涨

幅超过10%的有330只。其中，天

华超净、松辽汽车、东源电器、金

磊股份等个股的涨幅最高。

结构性牛市特征明显

实际上，统计区间内股指以

横盘震荡为主要走势，但新高秀

的密集上演，凸显出平静股指下

涌动着良好的赚钱效应，结构性

牛市特征凸显，且中小盘股成为

造富的温床。

自8月29日以来，A股市场发

起了本轮上涨以来的第二度逼

空走势，助力行情进入了新的阶

段。不过9月9日之后，A股市场由

攻到守， 选择横盘震荡消化压

力。 尽管如此，在横盘震荡期间，

依然有341只个股密集创出新

高，且其中中小盘股占比很大。

无独有偶， 融资融券标的

股经过第四度扩容之后， 融资

热情空前高涨， 周融资净买入

额逾400亿元，创下历史新高并

且遥遥领先。 促使这种现象产

生的，也是中小盘股。 分析人士

指出， 第四次扩容标的股主要

为中小盘股， 从新标的股受热

捧的程度上来看， 中小盘股深

受融资客青睐， 结构性牛市的

特征由此更为凸显。 分析人士

指出， 创新高的个股显示出市

场对其有较为良好的预期，凸

显出强势股特征， 因而容易引

发资金的进一步追捧。

从涨幅较高的新高股来

看，除了新股天华超净外，松辽

汽车、东源电器、金磊股份等涨

幅居前的牛股均涉及并购重

组，股价出现连续涨停现象。 分

析人士指出， 在投资情绪依然

乐观、 中小盘股逐步启动估值

切换的背景下， 中小盘股的牛

市行情仍有望继续演绎， 建议

关注流通股本小、基本面优良、

机构重仓的个股。

创新高个股7月22日以来涨幅榜

中小盘领衔 结构牛市凸显

9月9日以来341股创历史新高

□本报记者 张怡

经过了九月初的强势逼空行

情， 市场再度步入高位横盘阶段，

尽管如此，近期创新高个股数目惊

人。据Wind数据统计，自9月9日以

来的14个交易日中，经过前复权之

后，A股市场中新高股数为341只。

值得关注的是，这些新高股大多隶

属于中小板和创业板，平均自由流

通市值仅33亿元，叠加两融市场上

周的空前融资热情，不难发现当前

A股市场结构性牛市的特征十分突

出。 分析人士认为，短期内这种结

构性牛市特征仍将延续，建议从绩

优小盘股中寻找投资机遇。

中小盘股领衔新高秀

据Wind数据统计， 自9月9

日以来， 全部A股共有355只的

股价创出历史新高。 剔除8月之

后上市的14只新股之后，新高股

数依然达到了341只。 而与此同

时，同期股价创历史新低的个股

数目仅有8只（剔除新股）。 值得

关注的是，中小盘股是当前市场

中密集上演的新高秀的主角。

从行业分布上来看， 计算

机、医药生物、机械设备和化工

三个行业的新高股数最多，分别

有44只、43只、38只和31只，此

外，还有电子、电气设备、汽车、

通信、传媒和有色金属行业的新

高股数均超过了10只。 而相反，

食品饮料、商业贸易、钢铁、采掘

等行业的个股数目较少。 从板块

分布上来看，341只个股中，沪深

主板市场个股仅分别有64只和

23只，而有112只属于创业板，有

142只属于中小企业板。

值得关注的是， 这些创新高

个股的流通盘平均值仅为33.10亿

元，凸显出市场资金对中小盘股的

特殊偏爱。 具体来看，这341只个

股中， 仅有15只个股的自由流通

市值超过了百亿元，其中，恒瑞医

药和康得新是仅有的两只流通市

值超过200亿元的个股，其他个股

诸如恒生电子、机器人、鹏欣资源、

中国卫星、东方财富、中航重机、人

民网等，大多涉及热门题材备受资

金追捧。 而流通市值低于50亿元

的个股数目高达280只，其中最低

的是浙江世宝、 深大通和天华超

净，自由流通市值均未超过6亿元。

从股价上来看，这些新高个

股当前平均股价为22.84元，平

均市盈率高达157.58。 其中，股

价最高的是三六五网，其也是唯

一一个百元股； 包括其在内，仅

有14只个股当前的股价超过了

50元。 这些个股自7月22日以来

平均上涨了超过40%， 其中，涨

幅超过一倍的个股有17只，而涨

幅超过10%的有330只。其中，天

华超净、松辽汽车、东源电器、金

磊股份等个股的涨幅最高。

结构性牛市特征明显

实际上，统计区间内股指以

横盘震荡为主要走势，但新高秀

的密集上演，凸显出平静股指下

涌动着良好的赚钱效应，结构性

牛市特征凸显，且中小盘股成为

造富的温床。

自8月29日以来，A股市场发

起了本轮上涨以来的第二度逼

空走势，助力行情进入了新的阶

段。不过9月9日之后，A股市场由

攻到守， 选择横盘震荡消化压

力。 尽管如此，在横盘震荡期间，

依然有341只个股密集创出新

高，且其中中小盘股占比很大。

无独有偶， 融资融券标的

股经过第四度扩容之后， 融资

热情空前高涨， 周融资净买入

额逾400亿元，创下历史新高并

且遥遥领先。 促使这种现象产

生的，也是中小盘股。 分析人士

指出， 第四次扩容标的股主要

为中小盘股， 从新标的股受热

捧的程度上来看， 中小盘股深

受融资客青睐， 结构性牛市的

特征由此更为凸显。 分析人士

指出， 创新高的个股显示出市

场对其有较为良好的预期，凸

显出强势股特征， 因而容易引

发资金的进一步追捧。

从涨幅较高的新高股来

看，除了新股天华超净外，松辽

汽车、东源电器、金磊股份等涨

幅居前的牛股均涉及并购重

组，股价出现连续涨停现象。 分

析人士指出， 在投资情绪依然

乐观、 中小盘股逐步启动估值

切换的背景下， 中小盘股的牛

市行情仍有望继续演绎， 建议

关注流通股本小、基本面优良、

机构重仓的个股。

新高个股行业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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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9日以来341股创历史新高

□本报记者 张怡

经过了九月初的强势逼空行

情， 市场再度步入高位横盘阶段，

尽管如此，近期创新高个股数目惊

人。据Wind数据统计，自9月9日以

来的14个交易日中，经过前复权之

后，A股市场中新高股数为341只。

值得关注的是，这些新高股大多隶

属于中小板和创业板，平均自由流

通市值仅33亿元，叠加两融市场上

周的空前融资热情，不难发现当前

A股市场结构性牛市的特征十分突

出。 分析人士认为，短期内这种结

构性牛市特征仍将延续，建议从绩

优小盘股中寻找投资机遇。

中小盘股领衔新高秀

据Wind数据统计， 自9月9

日以来， 全部A股共有355只的

股价创出历史新高。 剔除8月之

后上市的14只新股之后，新高股

数依然达到了341只。 而与此同

时，同期股价创历史新低的个股

数目仅有8只（剔除新股）。 值得

关注的是，中小盘股是当前市场

中密集上演的新高秀的主角。

从行业分布上来看， 计算

机、医药生物、机械设备和化工

三个行业的新高股数最多，分别

有44只、43只、38只和31只，此

外，还有电子、电气设备、汽车、

通信、传媒和有色金属行业的新

高股数均超过了10只。 而相反，

食品饮料、商业贸易、钢铁、采掘

等行业的个股数目较少。 从板块

分布上来看，341只个股中，沪深

主板市场个股仅分别有64只和

23只，而有112只属于创业板，有

142只属于中小企业板。

值得关注的是， 这些创新高

个股的流通盘平均值仅为33.10亿

元，凸显出市场资金对中小盘股的

特殊偏爱。 具体来看，这341只个

股中， 仅有15只个股的自由流通

市值超过了百亿元，其中，恒瑞医

药和康得新是仅有的两只流通市

值超过200亿元的个股，其他个股

诸如恒生电子、机器人、鹏欣资源、

中国卫星、东方财富、中航重机、人

民网等，大多涉及热门题材备受资

金追捧。 而流通市值低于50亿元

的个股数目高达280只，其中最低

的是浙江世宝、 深大通和天华超

净，自由流通市值均未超过6亿元。

从股价上来看，这些新高个

股当前平均股价为22.84元，平

均市盈率高达157.58。 其中，股

价最高的是三六五网，其也是唯

一一个百元股； 包括其在内，仅

有14只个股当前的股价超过了

50元。 这些个股自7月22日以来

平均上涨了超过40%， 其中，涨

幅超过一倍的个股有17只，而涨

幅超过10%的有330只。其中，天

华超净、松辽汽车、东源电器、金

磊股份等个股的涨幅最高。

结构性牛市特征明显

实际上，统计区间内股指以

横盘震荡为主要走势，但新高秀

的密集上演，凸显出平静股指下

涌动着良好的赚钱效应，结构性

牛市特征凸显，且中小盘股成为

造富的温床。

自8月29日以来，A股市场发

起了本轮上涨以来的第二度逼

空走势，助力行情进入了新的阶

段。不过9月9日之后，A股市场由

攻到守， 选择横盘震荡消化压

力。 尽管如此，在横盘震荡期间，

依然有341只个股密集创出新

高，且其中中小盘股占比很大。

无独有偶， 融资融券标的

股经过第四度扩容之后， 融资

热情空前高涨， 周融资净买入

额逾400亿元，创下历史新高并

且遥遥领先。 促使这种现象产

生的，也是中小盘股。 分析人士

指出， 第四次扩容标的股主要

为中小盘股， 从新标的股受热

捧的程度上来看， 中小盘股深

受融资客青睐， 结构性牛市的

特征由此更为凸显。 分析人士

指出， 创新高的个股显示出市

场对其有较为良好的预期，凸

显出强势股特征， 因而容易引

发资金的进一步追捧。

从涨幅较高的新高股来

看，除了新股天华超净外，松辽

汽车、东源电器、金磊股份等涨

幅居前的牛股均涉及并购重

组，股价出现连续涨停现象。 分

析人士指出， 在投资情绪依然

乐观、 中小盘股逐步启动估值

切换的背景下， 中小盘股的牛

市行情仍有望继续演绎， 建议

关注流通股本小、基本面优良、

机构重仓的个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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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趋乐观上证综指创2365.15点反弹新高

随着政策面预期渐趋乐观，股指上周再度上攻。其中，上证综指在上周三形成了强劲的突破态势，创出2365.15点反弹新高。只是长假在即，新增资金担心长假期间的不确定性因素而放缓了加仓节奏，市场反弹亦受阻。

分析人士指出，近期货币政策的宽松预期较为强烈，资金利率有望持续回落。一方面，资金需求在减弱。8月份的M2出现了低预期的增速，主要就是因为房地产等资金消耗大的行业回落，使得整个信贷需求回落；另一方面，央行也在有意识地引导着资金利率回落，以便于经济结构的转型。比如说央行在正回购招标利率从3.7%降到3.5%。从历史经验来看，每当社会的无风险收益率降低，也就意味着庞大的货币资金需要寻找新的投资方向，从而使得全社会的风险溢价认识有所提升。此外，经济疲软也使得定向刺激、微刺激等政策预期愈发强烈，如此就使得A股市场出现了新增资金涌入的态势，近期沪市的日均成交量迅速上升至1500亿元的水平就是最好的说明。看来，随着未来利率的进一步走低，A股有望进入强势周期，节后A股市场仍可期待。

核电重启核电指数大涨7.88%

虽然当前经济增长趋势有放缓的迹象。但由于年初制定的2014年全年GDP增速保持在7.5%的目标依然存在，因此，前三季度经济增长放缓也意味着在第四季度的政策面的微刺激有望发力。其中，大型基础项目有望陆续开工，尤其是既缓解经济增速放缓压力，也肩负起调整我国能源结构重任的核电等清洁能源项目有望大力度推行。日前，有媒体报道称，国家发改委拟定逾1000万千瓦沿海核电项目开工安排。

据相关报道，首批4个项目超过1000万千瓦装机规模，总投资规模可达1600亿元；若以设备造价占比50%计算，将给国内核电设备制造商带来至少800亿元设备订单。这无疑刺激了场内资金对核电设备股业绩前景的乐观预期，故核电股在上周大幅涨升，上海电气持续冲击涨停板，东方电气、中核科技等个股随之大涨，从而驱动着核电指数大涨7.88%。

虽然核电股在近期持续大涨，积累了一定获利盘。但是，未来的发展趋势仍然可以期待。因为后续题材仍然较多。毕竟核电一旦重启，就不仅仅是初期的4个项目1000万千丽的装机规模，后续可能会有诸多项目跟随。按照相关规划，到2020年，国内核电新建项目规模将达到3600万千瓦，有望创造出近3000亿元的核电设备市场规模。所以，对核电股仍可持续跟踪，尤其是东方电气、东方锆业等个股。其中，东方锆业的实际控制人已转为中核集团，有望成为中核集团的核燃料产业链整合平台，值得投资者重点关注。

变革获取活力商业连锁指数上涨1.89%

由于电商的冲击，实体店的发展趋势并不乐观。据媒体报道，2014年上半年，在申银万国行业分类百货零售的41家上市公司中，28家百货企业营业收入同比下滑，占比68%，22家企业净利润同比下滑，占比54%，而营收和净利润双双下滑的有17家，占比41.5%。

目前，商业连锁类个股的估值较低，不少个股的市盈率只有15倍甚至更低，市净率只有2倍左右，如果再考虑到商业连锁类上市公司的商业地产是以成本价计帐的话，那么，目前不少商业连锁类个股的总市值已低于重估后的商业地产的总价值。

从目前看，不少商业连锁类上市公司也开始正视电商的冲击，积极应战。从去年开始，天虹商场、友阿股份、银泰百货和王府井等多家百货企业宣布进军O2O领域。今年8月底，万达、百度和腾讯3家企业共同宣布，计划出资50亿元成立万达电子商务公司，成立全球最大的O2O电商公司。而友阿股份则直接设立电商平台，特品会将在10月后上线，如此的信息就赋予商业连锁股新的活力，进而驱动着商业连锁类指数持续上涨，在上周又大涨1.89%。

不过，就后续走势来说，对于商业连锁的转型并不宜过于乐观。毕竟电商与实体店其实是两个生存业态，存在着不同的经营理念，因此，转型并不易。只是类似于友阿股份等个别上市公司重起炉灶，直接开设新的电子商务平台，然后再依托实体店的庞大商品支撑力，尚可见转型的希望。因此，在操作中，建议投资者精选个股，不宜胡子眉毛一把抓。

经济转型银行指数下跌0.78%

虽然银行股的估值较低，且2014年半年报显示出银行股仍然有近一成的业绩增速，说明银行股的估值的确低估了。但是，资金就是不买帐，使得银行股在近期屡屡空头打压指数的有力武器，上周亦如此，银行指数下跌0.78%。

业内人士指出，银行股如此的低估值，依然不能够得到新增资金的垂青，主要是因为两点，一是目前A股市场的成交量虽然持续放大，但尚难以支撑起大市值品种的持续上涨。所以，新增资金对银行股的股价走势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只能躲着银行股去追捧中小市值品种。二是经济转型的趋势较为典型。尤其是当前我国经济增速放缓，但并未出现以往经济一放缓，全方位的货币宽松刺激政策就随之而来的现象。这就说明了我国经济转型已是大趋势。在此背景下，依靠资金密集型的重工业发展、固定资产投资之路可能会收敛，从而对银行股的未来发展趋势产生了诸多不确定的因素。而证券市场的投资真谛之一就是成长，缺乏成长预期的个股，的确也难以得到存量热钱、新增资金的垂青。故银行股不仅仅是近期的走势较为疲软，未来的走势也不会出现持续的涨升

行情。

但值得注意的是，银行股的如此疲软走势，其实对多头来说，也是一个安全垫，因为银行股是大市值品种，是典型的指标股、权重股。它们虽然成长性不好，但估值低，持续的下跌空间有限。更何况，不少银行股的A股股价低于其H股股价，更意味着此类个股缺乏大的下跌空间。这也意味着上证指数缺乏大的下跌空间，多方也就敢于做多。因此，目前银行股的市场功效并不在于为投资者提供投资标的，而是在于给投资者提供投资市场中其他个股的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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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趋乐观 上证综指创

2365.15

点新高

随着政策面预期渐趋乐观，

股指上周再度上攻。其中，上证综

指在上周三形成了强劲的突破态

势，创出2365.15点反弹新高。 只

是长假在即， 新增资金担心长假

期间的不确定性因素而放缓了加

仓节奏，市场反弹亦受阻。

分析人士指出，近期货币政

策的宽松预期较为强烈，资金利

率有望持续回落。 一方面，资金

需求在减弱。 8月份的M2出现了

低预期的增速，主要就是因为房

地产等资金消耗大的行业回落，

使得整个信贷需求回落；另一方

面，央行也在有意识地引导着资

金利率回落，以便于经济结构的

转型。 比如说央行在正回购招标

利率从3.7%降到3.5%。从历史经

验来看，每当社会的无风险收益

率降低，也就意味着庞大的货币

资金需要寻找新的投资方向，从

而使得全社会的风险溢价认识

有所提升。 此外，经济疲软也使

得定向刺激、微刺激等政策预期

愈发强烈， 如此就使得A股市场

出现了新增资金涌入的态势，近

期沪市的日均成交量迅速上升

至1500亿元的水平就是最好的

说明。 看来，随着未来利率的进

一步走低，A股有望进入强势周

期，节后A股市场仍可期待。

核电有望重启 核电指数大涨

7.88%

虽然当前经济增长趋势有

放缓的迹象。 但由于年初制定的

2014年全年GDP增速保持在

7.5%的目标依然存在， 因此，前

三季度经济增长放缓也意味着

在第四季度的政策面的微刺激

有望发力。 其中，大型基础项目

有望陆续开工，尤其是既缓解经

济增速放缓压力，也肩负起调整

我国能源结构重任的核电等清

洁能源项目有望大力度推行。 日

前，有媒体报道称，国家发改委

拟定逾1000万千瓦沿海核电项

目开工安排。

据相关报道，首批4个项目超

过1000万千瓦装机规模，总投资

规模可达1600亿元；若以设备造

价占比50%计算， 将给国内核电

设备制造商带来至少800亿元设

备订单。 这无疑刺激了场内资金

对核电设备股业绩前景的乐观预

期，故核电股在上周大幅涨升，上

海电气持续冲击涨停板， 东方电

气、中核科技等个股随之大涨，从

而驱动着核电指数大涨7.88%。

虽然核电股在近期持续大

涨，积累了一定获利盘。 但是，未

来的发展趋势仍然可以期待。 因

为后续题材仍然较多。 毕竟核电

一旦重启，就不仅仅是初期的4个

项目1000万千瓦的装机规模，后

续可能会有诸多项目跟随。 按照

相关规划，到2020年，国内核电新

建项目规模将达到3600万千瓦，

有望创造出近3000亿元的核电设

备市场规模。 所以，对核电股仍可

持续跟踪，尤其是东方电气、东方

锆业等个股。 其中，东方锆业的实

际控制人已转为中核集团， 有望

成为中核集团的核燃料产业链整

合平台，值得投资者重点关注。

变革激发活力 商业连锁指数上涨

1.89%

由于电商的冲击，实体店的发

展趋势并不乐观。 据媒体报道，

2014年上半年，在申银万国行业分

类百货零售的41家上市公司中，28

家百货企业营业收入同比下滑，占

比68%，22家企业净利润同比下

滑，占比54%，而营收和净利润双双

下滑的有17家，占比41.5%。

目前，商业连锁类个股的估

值较低，不少个股的市盈率只有

15倍甚至更低， 市净率只有2倍

左右，如果再考虑到商业连锁类

上市公司的商业地产是以成本

价计账的话，那么，目前不少商

业连锁类个股的总市值已低于

重估后的商业地产的总价值。

从目前看， 不少商业连锁类

上市公司也开始正视电商的冲

击，积极应战。 从去年开始，天虹

商场、友阿股份、银泰百货和王府

井等多家百货企业宣布进军O2O

领域。 今年8月底，万达、百度和腾

讯3家企业共同宣布，计划出资50

亿元成立万达电子商务公司，成

立全球最大的O2O电商公司。 而

友阿股份则直接设立电商平台，

特品会将在10月后上线， 如此的

信息就赋予商业连锁股新的活

力， 进而驱动着商业连锁类指数

持续上涨，在上周又大涨1.89%。

不过，就后续走势来说，对于

商业连锁的转型并不宜过于乐

观。 毕竟电商与实体店其实是两

个生存业态， 存在着不同的经营

理念，因此，转型并不易。 只是类

似于友阿股份等个别上市公司重

起炉灶， 直接开设新的电子商务

平台， 然后再依托实体店的庞大

商品支撑力，尚可见转型的希望。

因此，在操作中，建议投资者精选

个股，不宜胡子眉毛一把抓。

资金看淡 银行指数下跌

0.78%

虽然银行股的估值较低，且

2014年半年报显示出银行股仍然

有近一成的业绩增速，说明银行股

的估值的确低估了。 但是，资金就

是不买账，使得银行股在近期屡屡

成为空头打压指数的有力武器，上

周亦如此，银行指数下跌0.78%。

业内人士指出， 银行股如此

的低估值，依然不能够得到新增资

金的垂青，主要是因为两点，一是

目前A股市场的成交量虽然持续

放大，但尚难以支撑起大市值品种

的持续上涨。 所以，新增资金对银

行股的股价走势也是心有余而力

不足，因此，只能躲着银行股去追

捧中小市值品种。二是经济转型的

趋势较为典型。尤其是当前我国经

济增速放缓，但并未出现以往经济

一放缓，全方位的货币宽松刺激政

策就随之而来的现象。这就说明了

我国经济转型已是大趋势。在此背

景下，依靠资金密集型的重工业发

展、 固定资产投资之路可能会收

敛，从而对银行股的未来发展趋势

产生了诸多不确定的因素。而证券

市场的投资真谛之一就是成长，缺

乏成长预期的个股，的确也难以得

到存量热钱、新增资金的垂青。 故

银行股不仅仅是近期的走势较为

疲软，未来的走势也不会出现持续

的涨升行情。

但值得注意的是，银行股的如

此疲软走势， 其实对多头来说，也

是一个安全垫，因为银行股是大市

值品种，是典型的指标股、权重股。

它们虽然成长性不好， 但估值低，

持续的下跌空间有限。 更何况，不

少银行股的A股股价低于其H股股

价，更意味着此类个股缺乏大的下

跌空间。 这也意味着上证指数缺乏

大的下跌空间， 多方也就敢于做

多。 因此，目前银行股的市场功效

并不在于为投资者提供投资标的，

而是在于给投资者提供投资市场

中其他个股的底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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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名称 异动类型

区间股票成

交额(万元)

区间

涨跌幅

区间

换手率

601106.SH

中国一重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345872.84 33.09 16.32

002673.SZ

西部证券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302933.57 24.49 31.06

600391.SH

成发科技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50892.51 22.28 32.44

000783.SZ

长江证券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41684.17 10.08 7.84

000609.SZ

绵世股份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2416.04 25.25 49.12

002277.SZ

友阿股份 换手率达

20% 179748.11 10.01 20.10

002277.SZ

友阿股份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179748.11 10.01 20.10

002074.SZ

东源电器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157775.17 10.02 37.75

002074.SZ

东源电器 换手率达

20% 157775.17 10.02 37.75

002067.SZ

景兴纸业 换手率达

20% 146487.03 4.26 33.99

601608.SH

中信重工 换手率达

20% 144319.63 2.23 33.60

002067.SZ

景兴纸业 换手率达

20% 142704.09 9.90 35.15

002067.SZ

景兴纸业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142704.09 9.90 35.15

600212.SH

江泉实业 换手率达

20% 142545.13 3.07 36.18

002401.SZ

中海科技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132876.86 23.15 19.63

601608.SH

中信重工 换手率达

20% 118472.92 -2.89 28.45

300059.SZ

东方财富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118105.59 10.03 8.41

600965.SH

福成五丰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115203.30 10.04 27.78

600965.SH

福成五丰 换手率达

20% 115203.30 10.04 27.78

601106.SH

中国一重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109291.43 10.18 5.69

600212.SH

江泉实业 换手率达

20% 106508.82 9.96 26.14

000554.SZ

泰山石油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102967.51 9.99 27.66

000554.SZ

泰山石油 换手率达

20% 102967.51 9.99 27.66

000554.SZ

泰山石油 换手率达

20% 102855.05 -0.57 26.97

002067.SZ

景兴纸业 换手率达

20% 102066.32 -2.31 24.98

000554.SZ

泰山石油 换手率达

20% 101821.96 5.29 26.01

600209.SH

罗顿发展 换手率达

20% 101549.06 5.47 23.49

601727.SH

上海电气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98124.65 24.60 1.98

002432.SZ

九安医疗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97376.43 10.01 10.41

600209.SH

罗顿发展 换手率达

20% 95100.85 3.95 23.40

600751.SH

天津海运 换手率达

20% 93998.23 -1.00 34.63

000852.SZ

江钻股份 换手率达

20% 89353.64 10.01 30.78

000852.SZ

江钻股份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89353.64 10.01 30.78

601018.SH

宁波港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87674.60 10.13 2.03

000901.SZ

航天科技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85843.75 10.02 11.38

300392.SZ

腾信股份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85625.89 10.01 62.50

300392.SZ

腾信股份 换手率达

20% 85625.89 10.01 62.50

002497.SZ

雅化集团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84827.34 23.25 18.38

600711.SH

盛屯矿业 换手率达

20% 82336.03 3.80 13.30

600677.SH

航天通信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82334.69 10.01 13.75

002673.SZ

西部证券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81285.36 10.00 8.74

002490.SZ

山东墨龙 换手率达

20% 80257.18 2.55 24.15

300065.SZ

海兰信 换手率达

20% 76626.21 9.98 23.48

300065.SZ

海兰信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76626.21 9.98 23.48

300392.SZ

腾信股份 换手率达

20% 72479.62 2.39 44.02

600055.SH

华润万东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68891.60 10.01 16.55

300079.SZ

数码视讯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68555.51 10.02 8.39

601225.SH

陕西煤业 换手率达

20% 67065.84 -1.95 25.83

000852.SZ

江钻股份 换手率达

20% 65679.69 1.43 22.01

000777.SZ

中核科技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62484.89 10.03 9.12

代码 名称 交易日期 成交价

折价率

(%)

成交量

(万股\份\张)

成交额

(万元)

601318.SH

中国平安

2014-9-22 38.20 -9.88 1,580.00 60,356.00

601318.SH

中国平安

2014-9-24 37.50 -9.16 1,608.00 60,300.00

000413.SZ

东旭光电

2014-9-22 7.60 -4.52 7,392.30 56,181.48

601318.SH

中国平安

2014-9-25 42.35 0.00 920.00 38,962.00

002252.SZ

上海莱士

2014-9-25 32.00 1.11 860.34 27,530.88

002269.SZ

美邦服饰

2014-9-26 9.72 -9.92 2,600.00 25,272.00

600221.SH

海南航空

2014-9-22 1.92 -5.42 11,000.00 21,120.00

002008.SZ

大族激光

2014-9-25 18.92 -5.07 1,100.00 20,812.00

002008.SZ

大族激光

2014-9-25 18.92 -5.07 1,100.00 20,812.00

002440.SZ

闰土股份

2014-9-22 18.50 -8.64 1,120.00 20,720.00

002269.SZ

美邦服饰

2014-9-26 9.72 -9.92 2,030.00 19,731.60

600221.SH

海南航空

2014-9-23 1.93 -2.53 10,000.00 19,300.00

002440.SZ

闰土股份

2014-9-23 18.50 -7.91 1,000.00 18,500.00

300070.SZ

碧水源

2014-9-26 29.12 -4.99 598.00 17,413.76

000547.SZ

闽福发

A 2014-9-26 9.63 10.06 1,763.00 16,977.69

002348.SZ

高乐股份

2014-9-23 8.13 -8.86 2,023.43 16,450.49

002490.SZ

山东墨龙

2014-9-26 10.89 -10.00 1,390.00 15,137.10

300076.SZ GQY

视讯

2014-9-25 18.35 -5.02 824.00 15,120.40

601318.SH

中国平安

2014-9-26 41.69 -0.62 360.00 15,008.40

600718.SH

东软集团

2014-9-25 14.31 -4.66 1,000.00 14,310.00

002471.SZ

中超电缆

2014-9-22 9.60 -10.03 1,400.00 13,440.00

000776.SZ

广发证券

2014-9-25 10.57 -3.47 1,250.00 13,212.50

002657.SZ

中科金财

2014-9-24 42.00 -6.54 300.00 12,600.00

600737.SH

中粮屯河

2014-9-22 6.20 -10.01 2,000.00 12,400.00

600737.SH

中粮屯河

2014-9-26 6.20 -6.20 2,000.00 12,400.00

300098.SZ

高新兴

2014-9-22 23.75 -10.00 500.00 11,875.00

002196.SZ

方正电机

2014-9-26 16.88 -9.97 700.00 11,816.00

300118.SZ

东方日升

2014-9-24 8.61 -8.01 1,300.00 11,193.00

002471.SZ

中超电缆

2014-9-25 10.22 -10.04 1,070.00 10,935.40

300102.SZ

乾照光电

2014-9-25 14.25 -3.39 732.00 10,431.00

300102.SZ

乾照光电

2014-9-24 14.20 -1.32 730.00 10,366.00

600737.SH

中粮屯河

2014-9-23 6.20 -8.55 1,600.00 9,920.00

002471.SZ

中超电缆

2014-9-22 9.60 -10.03 1,030.00 9,888.00

601888.SH

中国国旅

2014-9-25 37.73 -4.94 250.00 9,432.50

300205.SZ

天喻信息

2014-9-22 19.30 2.28 485.00 9,360.50

601888.SH

中国国旅

2014-9-26 36.42 -8.58 255.00 9,287.10

600360.SH

华微电子

2014-9-24 5.30 -3.46 1,750.00 9,275.00

002095.SZ

生意宝

2014-9-25 30.64 -4.67 300.00 9,192.00

002052.SZ

同洲电子

2014-9-25 9.50 -7.05 950.00 9,025.00

002428.SZ

云南锗业

2014-9-23 13.42 -6.02 660.00 8,857.20

600737.SH

中粮屯河

2014-9-23 6.20 -8.55 1,400.00 8,680.00

002008.SZ

大族激光

2014-9-25 18.92 -5.07 450.00 8,514.00

600671.SH

天目药业

2014-9-24 13.81 -9.97 608.90 8,408.84

002072.SZ

德棉股份

2014-9-25 10.51 -6.24 800.00 8,408.00

600221.SH

海南航空

2014-9-24 1.92 -3.52 4,300.00 8,256.00

002577.SZ

雷柏科技

2014-9-23 29.16 -10.00 280.00 8,164.80

600352.SH

浙江龙盛

2014-9-25 15.39 -1.79 530.00 8,156.70

600221.SH

海南航空

2014-9-24 1.92 -3.52 4,210.00 8,083.20

000902.SZ

新洋丰

2014-9-22 11.50 -1.20 700.00 8,050.00

600495.SH

晋西车轴

2014-9-25 11.00 -7.09 730.00 8,030.00

本 周 限 售 股 解 禁 情 况 一 览本 周 限 售 股 解 禁 情 况 一 览

■

一周多空分析

机构对后市持积极乐观态度

□西南证券 张刚 刘浩

本周有10家券商发表了对

后市的看法，6家看多，3家看平，

1家看空； 市场综合情绪指数为

57.50%， 较上周大幅回升6.5个

百分点。 虽然本周仅两个交易

日，但多空指数显示市场仍处于

多头氛围，机构对后市的态度积

极乐观。与上周相比，共有3家机

构改变了对大盘短期走势的看

法， 其中1家对中线趋势作了修

正：（1）平→多，民生证券对本

周趋势由看平转为看多，对中线

保持看多不变。 （2）空→平，东

吴证券对本周趋势由看空调升

为看平，仍看多中线趋势；申银

万国证券对中线趋势由看空转

为看平，仍看平本周趋势。

多数机构对后市行情仍保

持乐观，认为大盘上行空间进一

步打开， 震荡盘升的格局将延

续，有的机构甚至指出沪指或将

挑战2400点。部分机构表示短期

大盘将保持强势震荡格局，但中

长期趋势依旧向好。 个别机构相

对谨慎，认为强势格局中需警惕

市场退潮，有机构则认为大盘或

将考验2300点支撑。

多头代表五矿证券再次强

调， 要用新的眼光来看待市场。

该机构指出政策取向和资金宽

紧是研判A股的最重要因素，并

分析认为上述两点都积极向好：

政策对资本市场的支持可以预

见；利率中枢下行、打破刚性兑

付、外部新增资金等都利于保持

宽松的资金面。

新时代证券则明确指出大

盘依然维持强势震荡攀升格局，

后市或将挑战2400点。该机构分

析称，9月经济数据企稳回升概

率较大，长假前后资金面将保持

平稳宽松格局，技术面上多方占

据较强优势，日线呈震荡攀升态

势，因此仍看好后市。 同时提醒

10月份历来是暴涨暴跌的敏感

月份，投资者要警惕利好兑现带

来的风险。

民生证券表示， 沪指月K线

的主要压力位在2440点，市场仍

有继续上行可能，后市关注三个

方面：一是券商、军工等热点板

块能否继续向上；二是假日期间

消息面情况；三是量能是否持续

放大。 对于量能，财通证券称沪

市若能保持1800亿左右，股指就

有望继续向上拓展。 此外，该机

构也认为当前市场不存在较大

系统性风险， 后市环境利于多

头，继续上演结构性行情。

华泰证券和东吴证券认为

短期市场将继续保持强势震荡

格局，2350点上方压力较大，节

前或围绕2300点一带调整，避免

硬拉上攻造成过高的技术风险。

前者表示股指反复不会改变市

场中长期向好趋势，后者建议投

资者采取防守反击策略。

申银万国证券分析指出，多

空双方分歧加大， 政策性利好

与三季度宏观经济数据、 年终

结账、 新股发行等因素交织使

得后市面临较大不确定性，加

之当前热点散乱， 一旦市场退

潮，可能会留下“一地鸡毛” ，

因此建议投资者控制仓位，谨

慎追高。 西南证券认为本周解

禁的打新资金将因长假因素而

难以回流，10月将公布的三季

度和9月份经济数据也将使市

场在节前处于谨慎氛围， 本周

面临的抛压将加大， 股指或考

验2300点整数关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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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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