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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市10大权重 涨 幅 前 10 跌 幅 前 10

大智慧3

周涨跌幅前10（机动版01）

涨幅前10

中粮地产（000031）：超买严重，避险为上

瑞泰科技（002066）：高位放量，分歧加大

滨海能源（000695）：涨幅过大，注意风险

中成股份（000151）：买气强劲，或继续涨

运盛实业（600767）：交投热烈，继续看涨

紫江企业（600210）：涨幅已大，小心派发

国投新集（601918）：超买严重，落袋为安

中粮生化（000930）：政策利好，继续看涨

远东电缆（600869）：暂时停牌，保持观察

西部材料（002149）：多方转空，建议避险

跌幅前10

舜元实业（000670）：调整到位，维持震荡

成飞集成（002190）：放量下跌，继续看空

珠江控股（000505）：缩量上涨，或有回调

申科股份（002633）：多空均衡，维持看平

南京熊猫（600775）：连续下跌，注意止损

乐视网（300104）：利空压制，复牌再议

互动娱乐（300043）：抛压强烈，继续看空

开能环保（300272）：估值过高，继续回调

科冕木业（002354）：缩量下降，看高一线

龙大肉食（002726）：涨幅过大，继续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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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601857）：继续震荡，维持看平

工商银行（601398）：跌破净值，或有反弹

农业银行（601288）：跌破净值，或有反弹

中国银行（601988）：卖压较强，震荡下跌

中国石化（600028）：多空均衡，继续休整

中国人寿（601628）：卖压过大，短线看空

中国神华（601088）：卖压过大，继续看空

招商银行（600036）：放量上涨，或有反弹

中国平安（601318）：震荡蓄势，维持看平

贵州茅台（600519）：放量上攻，短期看涨

平安银行（000001）：破位下跌，继续休整

万科A（000002）：买气转强，继续反弹

格力电器（000651）：均线压制，或有回调

美的集团（000333）：强势休整，维持看平

京东方A（000725）：买气回升，小幅反抽

五粮液（000858）：技术看涨，推荐买入

双汇发展（000895）：抛盘较多，或有回调

比亚迪（002594）：缩量下跌，看高一线

海康威视（002415）：继续调整，建议观望

洋河股份（002304）：放量上攻，看高一线

连续涨跌前10（机动版01）

连涨前10

中粮地产（000031）：超卖严重，避险为上

瑞泰科技（002066）：高位放量，分歧加剧

S佳通（600182）：涨幅较大，谨防调整

兰州民百（600738）：半年线附近或有反复

南山铝业（600219）：冲高回落，观望为宜

新疆众和（600888）：震荡盘升，看高一线

光大证券（601788）：小阳上攻，继续持有

云南盐化（002053）：震荡盘升，谨慎持有

森源电气（002358）：量能配合欠佳，观望

泰达股份（000652）：温和上行，继续持有

连跌前10

建新股份（300107）：弱势格局，回避为宜

探路者（300005）：跌幅收窄，或将企稳

合金投资（000633）：量能萎缩，或将企稳

泰胜风能（300129）：阴跌行情，注意止损

宝莱特（300246）：跌破半年线，谨慎

凯利泰（300326）：弱势格局，离场为主

海虹控股（000503）：下跌放量，注意止损

北纬通信（002148）：弱势格局，离场为主

雷曼光电（300162）：关注半年线支撑

卫士通（002268）：或有企稳可能，观望

兰石重装（

603169

）：风险加剧，兑现盈利

华银电力（

600744

）：短线涨幅大，不追

界龙实业（

600836

）：谨防回调，逢高派现

花园生物（

300401

）：风险加剧，适当减仓

马钢股份（

600808

）：显著放量，增添变数

双环传动（

002472

）：浮盈较重，兑现盈利

东土科技（

300353

）：连续涨停，继续持有

晋亿实业（

601002

）：高位震荡，谨防调整

泰豪科技（

600590

）：回调幅度不大，低吸

棱光实业（

600629

）：上行有阻力，高抛

华平股份（

300074

）：重启跌势，止损为宜

联明股份（

603006

）：止升回落，不跟为主

双汇发展（

000895

）：走势偏弱，换股操作

亚厦股份（

002375

）：逆势下跌，关注支撑

广联达（

002410

）：下跌趋势，止损为宜

北大医药（

000788

）：回调整理，低位关注

龙大肉食（

002726

）：横盘震荡，离场为宜

北特科技（

603009

）：整理形态，建议观望

信邦制药（

002390

）：窄幅震荡，换股操作

通源石油（

300164

）：低位震荡，观望为主

中国石油（

601857

）：上试

60

日线，关注

工商银行（

601398

）：量价配合，看高一线

农业银行（

601288

）：连续上攻多日，观望

中国银行（

601988

）：连续上攻多日，不追涨

中国石化（

600028

）：底部反弹，暂时观望

中国人寿（

601628

）：短线或有回调压力

中国神华（

601088

）：上有压力，逢高离场

招商银行（

600036

）：连续上攻多日，观望

兴业银行（

601166

）：谨防回调，中线看多

中国平安（

601318

）：形态需要巩固，持有

平安银行（

000001

）：谨防回调，中线看多

万科

A

（

000002

）：弱势反弹，不追涨

京东方

A

（

000725

）：逼近前高，继续持有

美的集团（

000333

）：上有压制，谨慎为妙

格力电器（

000651

）：上有压制，建议观望

海康威视（

002415

）：震荡盘升，持有为主

比亚迪（

002594

）：有破位苗头，建议止损

广发证券（

000776

）：或有回调，中线看多

五粮液（

000858

）：下跌中途反弹，不跟

洋河股份（

002304

）：空头世道，建议离场

兰石重装（

603169

）：风险加剧，兑现盈利

京天利（

300399

）：冲高回落，谨防调整

东土科技（

300353

）：连续涨停，继续持有

北部湾港（

000582

）：形态良好，可以跟进

华声股份（

002670

）：仍有上行空间，吸纳

新大陆（

000997

）：强势特征明显，跟进

华兰生物（

002007

）：仍有向上空间，吸纳

华伍股份（

300095

）：量能不济，建议不跟

索菲亚（

002572

）：量能萎缩，谨防回调

国机汽车（

600335

）：上涨趋势，继续持有

浙江永强（

002489

）：仍有下调压力，减磅

亚厦股份（

002375

）：逆势下跌，关注支撑

雅克科技（

002409

）：主力惜售，适当低吸

复旦复华（

600624

）：仍有上行空间，关注

广联达（

002410

）：下跌趋势，止损为宜

信邦制药（

002390

）：窄幅震荡，换股操作

上海普天（

600680

）：仍有向上空间，低吸

信威集团（

600485

）：走势较弱，离场为妙

鑫富药业（

002019

）：有超跌反弹可能

万好万家（

600576

）：短线止升回落，不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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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601857）：上试60日线，关注

工商银行（601398）：量价配合，看高一线

农业银行（601288）：连续上攻多日，观望

中国银行（601988）：连续上攻多日，不追涨

中国石化（600028）：底部反弹，暂时观望

中国人寿（601628）：短线或有回调压力

中国神华（601088）：上有压力，逢高离场

招商银行（600036）：连续上攻多日，观望

兴业银行（601166）：谨防回调，中线看多

中国平安（601318）：形态需要巩固，持有

平安银行（000001）：谨防回调，中线看多

万科A（000002）：弱势反弹，不追涨

京东方A（000725）：逼近前高，继续持有

美的集团（000333）：上有压制，谨慎为妙

格力电器（000651）：上有压制，建议观望

海康威视（002415）：震荡盘升，持有为主

比亚迪（002594）：有破位苗头，建议止损

广发证券（000776）：或有回调，中线看多

五粮液（000858）：下跌中途反弹，不跟

洋河股份（002304）：空头世道，建议离场

连续涨跌前10（机动版01）

连涨前10

兰石重装（603169）：风险加剧，兑现盈利

京天利（300399）：冲高回落，谨防调整

东土科技（300353）：连续涨停，继续持有

北部湾港（000582）：形态良好，可以跟进

华声股份（002670）：仍有上行空间，吸纳

新大陆（000997）：强势特征明显，跟进

华兰生物（002007）：仍有向上空间，吸纳

华伍股份（300095）：量能不济，建议不跟

索菲亚（002572）：量能萎缩，谨防回调

国机汽车（600335）：上涨趋势，继续持有

连跌前10

浙江永强（002489）：仍有下调压力，减磅

亚厦股份（002375）：逆势下跌，关注支撑

雅克科技（002409）：主力惜售，适当低吸

复旦复华（600624）：仍有上行空间，关注

广联达（002410）：下跌趋势，止损为宜

信邦制药（002390）：窄幅震荡，换股操作

上海普天（600680）：仍有向上空间，低吸

信威集团（600485）：走势较弱，离场为妙

鑫富药业（002019）：有超跌反弹可能

万好万家（600576）：短线止升回落，不跟

周涨跌幅前10（机动版01）

涨幅前10

兰石重装（603169）：风险加剧，兑现盈利

华银电力（600744）：短线涨幅大，不追

界龙实业（600836）：谨防回调，逢高派现

花园生物（300401）：风险加剧，适当减仓

马钢股份（600808）：显著放量，增添变数

双环传动（002472）：浮盈较重，兑现盈利

东土科技（300353）：连续涨停，继续持有

晋亿实业（601002）：高位震荡，谨防调整

泰豪科技（600590）：回调幅度不大，低吸

棱光实业（600629）：上行有阻力，高抛

跌幅前10

华平股份（300074）：重启跌势，止损为宜

联明股份（603006）：止升回落，不跟为主

双汇发展（000895）：走势偏弱，换股操作

亚厦股份（002375）：逆势下跌，关注支撑

广联达（002410）：下跌趋势，止损为宜

北大医药（000788）：回调整理，低位关注

龙大肉食（002726）：横盘震荡，离场为宜

北特科技（603009）：整理形态，建议观望

信邦制药（002390）：窄幅震荡，换股操作

通源石油（300164）：低位震荡，观望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