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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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0-2560

区域板块、券商

华泰证券 平 多

2450-2520

结构性个股上涨

东吴证券 本周未发表观点

信达证券 多 多

2430-2500

券商

国都证券 平 平

2440-2510

传媒、自贸区

五矿证券 空 多

2400-2500

券商股、次新股、电商概念股

西南证券 空 空

2450-2500 AH

股中的折价蓝筹股

太平洋证券 本周未发表观点

光大证券 多 多

2450-2550

保险、地产

财通证券 平 多

2450-2550

券商、农业、军工和信息安全

申银万国证券 平 多

2440-2510

成长股

民生证券 平 多

2420-2520

券商、文化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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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上周

收盘价

程度

上限偏

离上周

收盘价

程度

市场情绪 星级

情绪

指数

综合

指数

新时代证券 多 多

2460 2560 -1.08% 2.94%

强烈看多

★★★ 75%

56.00%

光大证券 多 多

2450 2550 -1.48% 2.54%

微弱看多

★★★ 70%

财通证券 平 多

2450 2550 -1.48% 2.54%

微弱看多

★★ 60%

信达证券 多 多

2430 2500 -2.28% 0.53%

谨慎看多

★ 55%

华泰证券 平 多

2450 2520 -1.48% 1.34%

谨慎看多

★ 55%

申银万国证券 平 多

2440 2510 -1.88% 0.93%

谨慎看多

★ 55%

民生证券 平 多

2420 2520 -2.69% 1.34%

看平

○ 50%

国都证券 平 平

2440 2510 -1.88% 0.93%

看平

○ 50%

五矿证券 空 多

2400 2500 -3.49% 0.53%

谨慎看空

☆ 45%

西南证券 空 空

2450 2500 -1.48% 0.53%

谨慎看空

☆ 45%

推荐关注行业 推荐券商 行业关注度

券商板块 新时代证券、财通证券、信达证券、民生证券、五矿证券

50%

文化传媒板块 民生证券、国都证券

20%

区域板块

/

自贸区 新时代证券

/

国都证券

20%

保险、地产 光大证券

10%

农业、军工和信息安全 财通证券

10%

结构性个股 华泰证券

10%

成长股 申银万国证券

10%

次新股、电商概念股 五矿证券

10%

AH

股中的折价蓝筹股 西南证券

10%

未来两周限售股解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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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419.SH

天润乳业

2014-11-24 5.08 8021.08 617.86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277.SZ

海联讯

2014-11-24 8966.09 13384.76 15.24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0537.SH

亿晶光电

2014-11-24 25583.73 48587.13 0.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433.SH

冠豪高新

2014-11-24 8400.00 119028.00 0.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633.SZ

申科股份

2014-11-24 8752.50 15000.00 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079.SZ

苏州固锝

2014-11-24 414.00 72491.09 306.06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632.SZ

道明光学

2014-11-24 8816.60 13857.35 9.75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0610.SH S*ST

中纺

2014-11-25 3089.14 10811.14 60280.32

股权分置对价股份

002636.SZ

金安国纪

2014-11-25 567.00 9476.57 18523.43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635.SZ

安洁科技

2014-11-25 11772.01 17997.75 105.25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638.SZ

勤上光电

2014-11-25 12676.60 37291.46 175.54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637.SZ

赞宇科技

2014-11-25 6349.09 16000.00 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0097.SH

开创国际

2014-11-26 8714.80 20259.79 0.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238.SZ

冠昊生物

2014-11-26 28.69 8538.85 3820.65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600238.SH

海南椰岛

2014-11-26 270.00 44473.16 346.84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600567.SH

山鹰纸业

2014-11-27 59020.62 217622.32 159071.64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500.SZ

山西证券

2014-11-27 8866.97 248846.97 3025.55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751.SH

天津海运

2014-11-28 4463.24 34350.75 22299.26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600467.SH

好当家

2014-11-28 1048.04 73049.72 0.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1928.SH

凤凰传媒

2014-12-1 188590.00 254490.00 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0121.SH

郑州煤电

2014-12-1 6920.42 69834.42 31699.92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500.SH

中化国际

2014-12-1 28553.51 172312.47 35988.8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0937.SZ

冀中能源

2014-12-1 1328.79 220706.56 51104.74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296.SZ

辉煌科技

2014-12-1 7450.69 25799.77 11865.87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0719.SZ

大地传媒

2014-12-2 33321.19 43971.79 34736.19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250.SZ

初灵信息

2014-12-3 4690.20 7858.52 141.48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0677.SH

航天通信

2014-12-3 7220.46 39837.69 1805.11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118.SZ

东方日升

2014-12-3 4690.20 42673.14 22318.09

追加承诺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002634.SZ

棒杰股份

2014-12-5 6118.50 9918.38 86.63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639.SZ

雪人股份

2014-12-5 6420.00 15722.80 277.2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071.SZ

华谊嘉信

2014-12-5 462.02 22684.24 12154.21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11月以来A股净减持逾157亿元

□本报记者 张怡

11月前三周已过，期间A股

市场经历了沪港通利好发布及

兑现，行情走势从震荡到大涨再

回归震荡，A股市场中的净减持

情况也随之波动，当行情震荡之

时，减持力度明显增大。 11月以

来，289家上市公司发生重要股

东增减持， 合计净减持金额为

157.31亿元，较十月份出现明显

增大，凸显出高位震荡中资金的

谨慎心态。 随着市场新平衡的确

立，新股申购和利好兑现已经逐

步被市场所消化，A股市场正逐

步进入新的平衡，而新的机遇也

伴随着央行降息和资本市场改

革等利好而逐步开启。

净减持金额逾157亿元

据Wind数据统计，11月以

来， 共有289家公司发生二级市

场重要股东增减持，其中，共有

46只个股获得增持，233只个股

遭遇减持，10只个股持平。 这些

个股增减仓参考市值合计为

-157.31亿元。 与10月份数据相

比，11月的净减持金额大幅上

升。 据Wind数据统计，10月份

（交易日为三周） 共有264只个

股发生二级市场重要股东增减

持， 其合计净减持金额为46.43

亿元。而11月第一周的净减持金

额就超过了10月份全月的数值，

达到了49.67亿元。

从周度数据来看，11月第一

周和第三周的净减持金额较高，

而第二周市场大涨期间的净减

持金额较低。 分析人士指出，这

凸显出市场心态的谨慎。 经过了

10月底的大涨之后，市场曾经进

入短暂的震荡之中，如果不是后

来沪港通时间表的意外发布，市

场大概率延续震荡下行态势。 由

此11月的第一周净减持金额攀

升。 不过，沪港通激发了权重板

块的大涨， 市场中二八分化显

现，此时资金在利好驱动下对后

期市场的看法进一步乐观，由此

惜售心态出现，因而净减持动力

有所减弱。 而上周沪港通利好真

正兑现之后，A股市场表现低于

此前的预期，因而市场信心有所

动摇，净减持金额再度攀升。

单看减持方面，非银金融行

业的净减持额度最高， 达到

27.56亿元，化工、电气设备、电

子、机械设备、有色金属、商业贸

易和计算机行业的净减持额度

也均超过了10亿元。相反，银行、

国防军和休闲服务行业的净减

持额度最低， 均未超过5000万

元。 个股数目方面，机械设备、化

工和计算机三个行业的个股数

目较多，均超过了20只；而相反，

钢铁、银行和交运行业的个股数

目较少。 不难发现，近期频频成

为“出头鸟” 的非银金融面临的

压力也最大。

而从增持方面来看，化工行

业遥遥领先， 增仓市值达到5.59

亿元；传媒、轻工制造和公用事

业板块的增仓市值也均超过亿

元，分别为1.87亿元、1.74亿元和

1.38亿元。

新平衡确立 新机遇开启

实际上， 市场的谨慎情绪源

自于投资者的熊市思维， 而且倾

向于关注沪港通短期的效应，而

不太关注中长期影响。 分析人士

认为，伴随着利空的消化A股市场

正逐步进入新的平衡， 而新的机

遇也伴随着政策利好逐步开启。

上周沪港通运行较为冷清，

对市场心态的影响较大。 对于这

种情况，可以从市场情况和投资

者心态两方面分析。 市场情况方

面，分析人士指出，当前A股中蓝

筹股面临大涨之后利好兑现的

调整压力， 且AH股已经呈现相

对稳定的溢价状态。 在这种情况

下，海外机构并不急于参与进来

接盘。

从机构投资者的心态看，分

析人士指出，这种热度的缺失可

能一方面是因为机构对沪港通

投资的准备尚不充分，需要小额

尝试摸清运行机制并观察运行

情况，因而大多数投资者采取了

小试牛刀的方式； 另一方面，年

底临近，机构需要锁定收益备战

排名，因而参与热度较低。 此外，

A股面临着11月最后一周的新

股密集申购，对A股市场的态度

也较为谨慎。 不过，由于沪港通

是一种长期的交易机制，而并不

是短期的利好，机构投资者普遍

认为中长期的影响不容小觑。

实际上，从上周四和周五金

融股的强势崛起来看，A股市场

已经逐步达到了新的平衡。 自从

蓝筹股开始调整，成长股就迎来

上涨契机，“二八” 剪刀差迅速

回落。 分析人士指出，伴随着市

场风格的交替，多项市场超买和

超卖指标逐步得以修复，市场压

力逐步缓解，这有助于市场交投

重新活跃。 实际上，不管是新股

密集申购还是沪港通的遇冷，均

已经在A股市场中有所反应，而

周末央行降息的消息发布，有望

成为新平衡后行情的催化剂，激

发市场更大的买入热情。

此外， 更深层次资本市场改

革也十分值得期待。 分析人士认

为， 从沪港通推进的速度可见国

家对增量资金入市的重视， 而今

沪港通热度缺失可能促使多方面

制度改进， 可能包括交易制度的

国际接轨、标的股票范围扩大、投

资门槛降低、交易汇差改进，以及

国有企业改革的推进等一系列内

容。在预期逐步好转的情况下，无

风险利率下行和多方面改革政策

将推动那些积极适应新形势的绩

优股重新迎来活力。

增仓市值排行榜

代码 名称 所属行业

变动

次数

涉及

股东

人数

总

变动

方向

净买入股

份数合计

(万股)

增减仓

参考市值

(万元)

市盈率

（TTM）

流通

市值

（亿元）

002450.SZ

康得新 化工

1 1

增持

1642.46 53213.49 33.96 230.77

600804.SH

鹏博士 传媒

1 1

增持

1141.21 18601.35 48.99 192.27

000833.SZ

贵糖股份 轻工制造

2 1

增持

1816.84 17424.16 -39.61 20.25

600969.SH

郴电国际 公用事业

1 1

增持

830.00 12649.84 27.51 16.96

002422.SZ

科伦药业 医药生物

14 6

增持

253.92 7780.71 22.32 99.72

600603.SH

大洲兴业 综合

1 1

增持

778.00 7643.77 14.13 16.49

002310.SZ

东方园林 建筑装饰

1 1

增持

396.26 7156.85 21.21 52.01

002456.SZ

欧菲光 电子

1 1

增持

288.96 6445.27 30.89 124.22

002446.SZ

盛路通信 通信

2 2

增持

237.21 6239.58 275.23 14.40

002385.SZ

大北农 农林牧渔

8 3

增持

424.09 5390.16 28.87 103.67

600844.SH

丹化科技 化工

1 1

增持

356.41 2494.77 -550.89 30.97

000671.SZ

阳光城 房地产

3 1

增持

192.90 2476.05 17.49 48.84

600794.SH

保税科技 交通运输

1 1

增持

154.92 2123.77 46.25 35.44

000610.SZ

西安旅游 休闲服务

1 1

增持

199.99 1887.08 571.18 12.41

600795.SH

国电电力 公用事业

1 1

增持

460.00 1150.26 7.68 209.63

002590.SZ

万安科技 汽车

2 1

增持

80.20 1064.67 42.18 8.07

002520.SZ

日发精机 机械设备

1 1

增持

41.73 995.98 242.79 22.39

600839.SH

四川长虹 家用电器

1 1

增持

132.90 650.55 -199.80 170.03

300155.SZ

安居宝 计算机

16 5

增持

34.94 550.82 62.70 21.46

002410.SZ

广联达 计算机

1 1

增持

13.00 288.25 30.39 98.23

300030.SZ

阳普医疗 医药生物

2 1

增持

16.00 222.91 68.48 24.34

000521.SZ

美菱电器 家用电器

3 3

增持

30.73 176.80 14.28 21.80

002415.SZ

海康威视 计算机

3 1

增持

6.32 120.99 18.95 220.07

300110.SZ

华仁药业 医药生物

3 1

增持

15.00 116.68 54.14 18.86

002250.SZ

联化科技 化工

2 1

增持

8.00 113.91 22.70 67.41

11月以来净增持行业汇总（万元）11月以来净增持行业汇总（万元）

增仓市值排行榜

牛牛牛熊熊熊数数数字字字化化化

（二条）一周牛熊数据（11月21日）

探底回稳，上证指数收出49.31点的下影线

自从沪港通在近期启航后，一度因为获利盘的回吐，上证指数一度低迷。但在周五，由于券商股、银行股等金融股的带动，上证指数迅速崛起，再度向2500点发起冲击，在上周拉出一根49.31点的下影线的阳K线。成交量也随之放大，沪市量能接近2000亿。短线A股仍有涨升空间。

但是，上证指数进一步大涨的空间并不宜过于乐观。主要由于当前上证指数的核心构成除了银行股、保险股、券商股之外，还有大量的重资本产业股。这些产业所背靠的宏观经济并不支持他们的相关上市公司出现较大的产业成长空间。比如说石油石化类、工程机械类、工程基建类等个股，因为我国的重工业化进程已近尾声，房地产市场的发展趋势已经步入到一个相对高点。换言之，此类行业的发展其实面临着较大的产业天花板。

当然也有分析人士指出，一带一路等政策将打开这些重资本产业的成长空间，有能力消化一些当前我国产能过剩的格局。但是，毕竟海外市场空间体量并不宜过于乐观，而且海外投资的相关风险较大，过多的海外投资反而可能会强化此类重资本产业股的业绩风险，削弱其估值优势。所以，对上证指数的进一步上涨空间并不宜过于期待，就如同创业板在1550点上方面临高估值一样，上证指数在2550点上方，面临的是重工业进尾声、房地产进入相对高点的产业束缚。

综上所述，当前A股市场的格局极有可能是强势，特别的强势，上证指数每过2550点，创业板指每过1550点，就面临着较大的阻力位。但是，上证指数一回到2450点，创业板指一回到1450点，就面临着一定的支撑位。

新业务驱动券商B（150172）大涨9.16%

近期券商股迎来了新的发展良机，那就是沪港通正式开通，这打开了券商的产业成长空间，因为海外市场的金融衍生品和新兴产业品种更多，因此，催发了越来越多的热钱转战海外市场。只是限于时间仓促等因素，这些热钱尚未大举出动。但毕竟海外市场拥有更为便宜的股票，所以，假以时日，热钱涌动，券商的通道业务价值将再度增值，从而提振券商股的内在估值。因此，近期券商股备受市场追捧，券商B更是大涨9.16%。

与此同时，券商股未来的创新业务也更为喜人。一方面是因为券商的融资融券业务已成为券商的重要利润来源。据资料显示，目前的融资余额高达7000余亿元，按照8%的利息成本，就可以给券商带来560亿元的利润。而随着证券市场规模的拓展、市场参与者的增多等因素，未来的融资余额将更为乐观，7000余亿元可能只是一个新起点而已。所以，未来融资的广阔发展空间就打开了券商业未来的成长空间。另一方面则是类银行业务也有所拓展，股票质押回购等信息就是最好的例证，从而意味着券商目前的体量已经完全没有反映出未来的业务成长

空间。

所以，券商股的走势仍然趋于乐观，尤其是这么两类个股的走势可能更为乐观。一是资本实力雄厚，能够为客户提供更多资金支持的券商股，主要是中信证券等大券商，他们拥有广阔的资本来源渠道，未来的业绩弹性较大。二是小市值的券商，他们逆袭的可能性也较大，尤其是借助于互联网平台，极有可能从区域性券商走向全国性券商，所以，拥有中山证券以及东莞证券的锦龙股份、国金证券、太平洋、国海证券等个股的业绩弹性也较为乐观。

利好兑现获利回吐，H股指数下跌1.79%

近年来，由于投资习惯、投资模式等因素的影响，A股的传统产业股走势渐趋低迷，大量拥有H股的A股股价随之震荡走低，甚至包括银行股等品种，招商银行等银行股的H股股价就远高于其A股，从而埋下了套利的种子。

近期实施的沪港通就是最好的通道。所以，在沪港通政策实施之前，就有大量的热钱涌入那些A股股价低于H股的个股中，比如说银行股、保险股等品种，从而导致了这些含H股的概念股反复逞强，成为前期A股的核心品种。

但一方面由于含H股概念股的持续大涨，使得A股与H股的价格差收敛，套利空间减弱；另一方面A股历来有利好兑现是利空的炒作思维。因此，一旦题材套现，那么，股价就会下跌。此次亦不例外。11月17日，沪港通正式实施，大量的获利盘蜂拥而出，使得含H股的概念指数大幅下跌，一周下跌1.79%。

不过，庆幸的是，毕竟H股的估值优势依然清晰，尤其是拥有H股的银行股，目前的股息率仍然高达5%左右，市盈率只有5倍，市净率1倍，所以，持续调整之后，又有买盘介入。在上周末，含H股的概念指数有所企稳。只是考虑到当前含H股的A股，大多是资本密集型企业，与我国重工业、房地产投资等产业趋势密切相关。而目前我国重工业化已近尾声，房地产行业的景气度也有所下滑，这就意味着此类个股的股价想象空间相对有限。所以，含H股的A股股价可以企稳，但攻击力不足，可能是追求股息率的大型资本的最爱，但却并不是中小投资者的最佳投资对象。

含权炒作预期再起，次新指数大涨5.39%

就近期A股市场走势来说，游资热钱对短线趋势的引导能量的确充沛。比如说前期的港口股、基建股等大市值品种强势走势的背后，引导力量就是游资热钱，基金等机构资金也只是附和式的力量。再比如说沪港通题材的炒作，包括白酒股，甚至也包括银行股等超大市值品种的引导力量也是游资热钱。

但游资热钱历来有着利好兑现是利淡的炒作思维。所以，当游资热钱套现前期题材股而重新关注起小市值品种时，小市值品种就迅速企稳回稳。毕竟当前A股市场已进入11月下旬，2014年上市公司业绩已经快尘埃落定，不仅仅是业绩炒作进入佳境，而且年报送配方案也渐入佳境。所以，年报炒作题材渐成为热钱关注的焦点品种。含权股历来是新股与次新股的强硬，每一次的年报含权炒作，均是次新股与新股作先锋。所以，含权股的题材炒作，也就驱动着热钱涌入到次新股中。

与此同时，当前政策层面也渐渐有利于小市值品种，新的产业政策对互联网金融、鼓励创新的产业政策导向，也有利于引导着市场热钱涌向拥有新产业特征的新股与次新股中。腾信股份在上周再度上涨，也再度成功坐上A股第一高价股的宝座。看来，新股的确有着强大的走强基础，这也驱动着次新指数大涨5.39%。

由于目前市场氛围仍然有利于新股与次新股行情的展开，所以，就短线来说，新股与次新股的强势行情仍有望延续，尤其是产业趋势乐观、小盘高价的次新股与新股更易得到热钱的青睐，比如说兆日科技、天赐材料、麦趣尔、腾信股份、迪瑞医疗等等，此类个股在近期的走势可能会相对乐观一些。

探底回稳 上证指数收出

49.31

点的下影线

自从沪港通在近期起航后，

一度因为获利盘的回吐，上证指

数一度低迷。 但在周五，由于券

商股、 银行股等金融股的带动，

上证指数迅速崛起 ， 再度向

2500点发起冲击， 在上周拉出

一根49.31点的下影线的阳K

线。 成交量也随之放大，沪市量

能接近2000亿。短线A股仍有涨

升空间。

但是，上证指数进一步大涨

的空间并不宜过于乐观。 主要由

于当前上证指数的核心构成除

了银行股、保险股、券商股之外，

还有大量的重资本产业股。 这些

产业所背靠的宏观经济并不支

持他们的相关上市公司出现较

大的产业成长空间。 比如说石油

石化类、工程机械类、工程基建

类等个股，因为我国的重工业化

进程已近尾声，房地产市场的发

展趋势已经步入到一个相对高

点。 换言之，此类行业的发展其

实面临着较大的产业天花板。

当然也有分析人士指出，一

带一路等政策将打开这些重资

本产业的成长空间，有能力消化

一些当前我国产能过剩的格局。

但是，毕竟海外市场空间体量并

不宜过于乐观，而且海外投资的

相关风险较大，过多的海外投资

反而可能会强化此类重资本产

业股的业绩风险，削弱其估值优

势。 所以，对上证指数的进一步

上涨空间并不宜过于期待，就如

同创业板在1550点上方面临高

估值一样，上证指数在2550点上

方， 面临的是重工业进尾声、房

地产进入相对高点的产业束缚。

综上所述， 当前A股市场的

格局极有可能是强势，特别的强

势，上证指数每过2550点，创业

板指每过1550点，就面临着较大

的阻力位。 但是，上证指数一回

到2450点，创业板指一回到1450

点，就面临着一定的支撑位。

新业务驱动券商B（150172）大涨

9.16%

近期券商股迎来了新的发

展良机， 那就是沪港通正式开

通，这打开了券商的产业成长空

间，因为海外市场的金融衍生品

和新兴产业品种更多， 因此，催

发了越来越多的热钱转战海外

市场。 只是限于时间仓促等因

素，这些热钱尚未大举出动。 但

毕竟海外市场拥有更为便宜的

股票，所以，假以时日，热钱涌

动，券商的通道业务价值将再度

增值，从而提振券商股的内在估

值。 因此，近期券商股备受市场

追捧，券商B更是大涨9.16%。

与此同时，券商股未来的创

新业务也更为喜人。 一方面是因

为券商的融资融券业务已成为

券商的重要利润来源。 据资料显

示，目前的融资余额高达7000余

亿元，按照8%的利息成本，就可

以给券商带来560亿元的利润。

而随着证券市场规模的拓展、市

场参与者的增多等因素，未来的

融资余额将更为乐观，7000余亿

元可能只是一个新起点而已。 所

以，未来融资的广阔发展空间就

打开了券商业未来的成长空间。

另一方面则是类银行业务也有

所拓展，股票质押回购等信息就

是最好的例证，从而意味着券商

目前的体量已经完全没有反映

出未来的业务成长空间。

所以， 券商股的走势仍然趋

于乐观， 尤其是这么两类个股的

走势可能更为乐观。 一是资本实

力雄厚， 能够为客户提供更多资

金支持的券商股， 主要是中信证

券等大券商， 他们拥有广阔的资

本来源渠道， 未来的业绩弹性较

大。二是小市值的券商，他们逆袭

的可能性也较大， 尤其是借助于

互联网平台， 极有可能从区域性

券商走向全国性券商，所以，拥有

中山证券以及东莞证券的锦龙股

份、国金证券、太平洋、国海证券

等个股的业绩弹性也较为乐观。

利好兑现获利回吐 H股指数下跌

1.79%

近年来，由于投资习惯、投资

模式等因素的影响，A股的传统

产业股走势渐趋低迷， 大量拥有

H股的A股股价随之震荡走低，

甚至包括银行股等品种， 招商银

行等银行股的H股股价就远高于

其A股，从而埋下了套利的种子。

近期实施的沪港通就是最好

的通道。所以，在沪港通政策实施

之前， 就有大量的热钱涌入那些

A股股价低于H股的个股中，比

如说银行股、保险股等品种，从而

导致了这些含H股的概念股反复

逞强，成为前期A股的核心品种。

但一方面由于含H股概念股

的持续大涨， 使得A股与H股的价

格差收敛，套利空间减弱；另一方

面A股历来有利好兑现是利空的炒

作思维。因此，一旦题材套现，那么，

股价就会下跌。 此次亦不例外。 11

月17日，沪港通正式实施，大量的

获利盘蜂拥而出， 使得含H股的概

念指数大幅下跌，一周下跌1.79%。

不过，庆幸的是，毕竟H股

的估值优势依然清晰，尤其是拥

有H股的银行股，目前的股息率

仍然高达5%左右，市盈率只有5

倍，市净率1倍，所以，持续调整

之后，又有买盘介入。 在上周末，

含H股的概念指数有所企稳。 只

是考虑到当前含H股的A股，大

多是资本密集型企业，与我国重

工业、房地产投资等产业趋势密

切相关。 而目前我国重工业化已

近尾声，房地产行业的景气度也

有所下滑，这就意味着此类个股

的股价想象空间相对有限。 所

以，含H股的A股股价可以企稳，

但攻击力不足，可能是追求股息

率的大型资本的最爱，但却并不

是中小投资者的最佳投资对象。

含权炒作预期再起 次新指数大涨

5.39%

就近期A股市场走势来说，

游资热钱对短线趋势的引导能

量的确充沛。 比如说前期的港口

股、基建股等大市值品种强势走

势的背后，引导力量就是游资热

钱，基金等机构资金也只是附和

式的力量。 再比如说沪港通题材

的炒作，包括白酒股，甚至也包

括银行股等超大市值品种的引

导力量也是游资热钱。

但游资热钱历来有着利好兑

现是利淡的炒作思维。所以，当游

资热钱套现前期题材股而重新关

注起小市值品种时， 小市值品种

就迅速企稳回稳。 毕竟当前A股

市场已进入11月下旬，2014年上

市公司业绩已经快尘埃落定，不

仅仅是业绩炒作进入佳境， 而且

年报送配方案也渐入佳境。所以，

年报炒作题材渐成为热钱关注的

焦点品种。 含权股历来是新股与

次新股的强硬， 每一次的年报含

权炒作， 均是次新股与新股做先

锋。 所以，含权股的题材炒作，也

就驱动着热钱涌入到次新股中。

与此同时， 当前政策层面也

渐渐有利于小市值品种， 新的产

业政策对互联网金融、 鼓励创新

的产业政策导向， 也有利于引导

着市场热钱涌向拥有新产业特征

的新股与次新股中。 腾信股份在

上周再度上涨， 也再度成功坐上

A股第一高价股的宝座。 看来，新

股的确有着强大的走强基础，这

也驱动着次新指数大涨5.39%。

由于目前市场氛围仍然有利

于新股与次新股行情的展开，所

以，就短线来说，新股与次新股的

强势行情仍有望延续， 尤其是产

业趋势乐观、 小盘高价的次新股

与新股更易得到热钱的青睐，比

如说兆日科技、 天赐材料、 麦趣

尔、腾信股份、迪瑞医疗等等，此

类个股在近期的走势可能会相对

乐观一些。（金百临咨询 秦洪 执

业证书编号

A12102080900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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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周多空分析

未来两周限售股解禁情况

11月以来A股净减持逾157亿元

□本报记者 张怡

11月前三周已过，期间A股

市场经历了沪港通利好发布及

兑现，行情走势从震荡到大涨再

回归震荡，A股市场中的净减持

情况也随之波动，当行情震荡之

时，减持力度明显增大。 11月以

来，289家上市公司发生重要股

东增减持， 合计净减持金额为

157.31亿元，较十月份出现明显

增大，凸显出高位震荡中资金的

谨慎心态。 随着市场新平衡的确

立，新股申购和利好兑现已经逐

步被市场所消化，A股市场正逐

步进入新的平衡，而新的机遇也

伴随着央行降息和资本市场改

革等利好而逐步开启。

净减持金额逾157亿元

据Wind数据统计，11月以

来， 共有289家公司发生二级市

场重要股东增减持，其中，共有

46只个股获得增持，233只个股

遭遇减持，10只个股持平。 这些

个股增减仓参考市值合计为

-157.31亿元。 与10月份数据相

比，11月的净减持金额大幅上

升。 据Wind数据统计，10月份

（交易日为三周） 共有264只个

股发生二级市场重要股东增减

持， 其合计净减持金额为46.43

亿元。而11月第一周的净减持金

额就超过了10月份全月的数值，

达到了49.67亿元。

从周度数据来看，11月第一

周和第三周的净减持金额较高，

而第二周市场大涨期间的净减

持金额较低。 分析人士指出，这

凸显出市场心态的谨慎。 经过了

10月底的大涨之后，市场曾经进

入短暂的震荡之中，如果不是后

来沪港通时间表的意外发布，市

场大概率延续震荡下行态势。 由

此11月的第一周净减持金额攀

升。 不过，沪港通激发了权重板

块的大涨， 市场中二八分化显

现，此时资金在利好驱动下对后

期市场的看法进一步乐观，由此

惜售心态出现，因而净减持动力

有所减弱。 而上周沪港通利好真

正兑现之后，A股市场表现低于

此前的预期，因而市场信心有所

动摇，净减持金额再度攀升。

单看减持方面，非银金融行

业的净减持额度最高， 达到

27.56亿元，化工、电气设备、电

子、机械设备、有色金属、商业贸

易和计算机行业的净减持额度

也均超过了10亿元。相反，银行、

国防军和休闲服务行业的净减

持额度最低， 均未超过5000万

元。 个股数目方面，机械设备、化

工和计算机三个行业的个股数

目较多，均超过了20只；而相反，

钢铁、银行和交运行业的个股数

目较少。 不难发现，近期频频成

为“出头鸟” 的非银金融面临的

压力也最大。

而从增持方面来看，化工行

业遥遥领先， 增仓市值达到5.59

亿元；传媒、轻工制造和公用事

业板块的增仓市值也均超过亿

元，分别为1.87亿元、1.74亿元和

1.38亿元。

新平衡确立 新机遇开启

实际上， 市场的谨慎情绪源

自于投资者的熊市思维， 而且倾

向于关注沪港通短期的效应，而

不太关注中长期影响。 分析人士

认为，伴随着利空的消化A股市场

正逐步进入新的平衡， 而新的机

遇也伴随着政策利好逐步开启。

上周沪港通运行较为冷清，

对市场心态的影响较大。 对于这

种情况，可以从市场情况和投资

者心态两方面分析。 市场情况方

面，分析人士指出，当前A股中蓝

筹股面临大涨之后利好兑现的

调整压力， 且AH股已经呈现相

对稳定的溢价状态。 在这种情况

下，海外机构并不急于参与进来

接盘。

从机构投资者的心态看，分

析人士指出，这种热度的缺失可

能一方面是因为机构对沪港通

投资的准备尚不充分，需要小额

尝试摸清运行机制并观察运行

情况，因而大多数投资者采取了

小试牛刀的方式； 另一方面，年

底临近，机构需要锁定收益备战

排名，因而参与热度较低。 此外，

A股面临着11月最后一周的新

股密集申购，对A股市场的态度

也较为谨慎。 不过，由于沪港通

是一种长期的交易机制，而并不

是短期的利好，机构投资者普遍

认为中长期的影响不容小觑。

实际上，从上周四和周五金

融股的强势崛起来看，A股市场

已经逐步达到了新的平衡。 自从

蓝筹股开始调整，成长股就迎来

上涨契机，“二八” 剪刀差迅速

回落。 分析人士指出，伴随着市

场风格的交替，多项市场超买和

超卖指标逐步得以修复，市场压

力逐步缓解，这有助于市场交投

重新活跃。 实际上，不管是新股

密集申购还是沪港通的遇冷，均

已经在A股市场中有所反应，而

周末央行降息的消息发布，有望

成为新平衡后行情的催化剂，激

发市场更大的买入热情。

此外， 更深层次资本市场改

革也十分值得期待。 分析人士认

为， 从沪港通推进的速度可见国

家对增量资金入市的重视， 而今

沪港通热度缺失可能促使多方面

制度改进， 可能包括交易制度的

国际接轨、标的股票范围扩大、投

资门槛降低、交易汇差改进，以及

国有企业改革的推进等一系列内

容。在预期逐步好转的情况下，无

风险利率下行和多方面改革政策

将推动那些积极适应新形势的绩

优股重新迎来活力。

探底回稳 上证指数收出

49.31

点的下影线

自从沪港通在近期起航后，

一度因为获利盘的回吐，上证指

数一度低迷。 但在周五，由于券

商股、 银行股等金融股的带动，

上证指数迅速崛起 ， 再度向

2500点发起冲击， 在上周拉出

一根49.31点的下影线的阳K

线。 成交量也随之放大，沪市量

能接近2000亿。短线A股仍有涨

升空间。

但是，上证指数进一步大涨

的空间并不宜过于乐观。 主要由

于当前上证指数的核心构成除

了银行股、保险股、券商股之外，

还有大量的重资本产业股。 这些

产业所背靠的宏观经济并不支

持他们的相关上市公司出现较

大的产业成长空间。 比如说石油

石化类、工程机械类、工程基建

类等个股，因为我国的重工业化

进程已近尾声，房地产市场的发

展趋势已经步入到一个相对高

点。 换言之，此类行业的发展其

实面临着较大的产业天花板。

当然也有分析人士指出，一

带一路等政策将打开这些重资

本产业的成长空间，有能力消化

一些当前我国产能过剩的格局。

但是，毕竟海外市场空间体量并

不宜过于乐观，而且海外投资的

相关风险较大，过多的海外投资

反而可能会强化此类重资本产

业股的业绩风险，削弱其估值优

势。 所以，对上证指数的进一步

上涨空间并不宜过于期待，就如

同创业板在1550点上方面临高

估值一样，上证指数在2550点上

方， 面临的是重工业进尾声、房

地产进入相对高点的产业束缚。

综上所述， 当前A股市场的

格局极有可能是强势，特别的强

势，上证指数每过2550点，创业

板指每过1550点，就面临着较大

的阻力位。 但是，上证指数一回

到2450点，创业板指一回到1450

点，就面临着一定的支撑位。

新业务驱动券商B（150172）大涨

9.16%

近期券商股迎来了新的发

展良机， 那就是沪港通正式开

通，这打开了券商的产业成长空

间，因为海外市场的金融衍生品

和新兴产业品种更多， 因此，催

发了越来越多的热钱转战海外

市场。 只是限于时间仓促等因

素，这些热钱尚未大举出动。 但

毕竟海外市场拥有更为便宜的

股票，所以，假以时日，热钱涌

动，券商的通道业务价值将再度

增值，从而提振券商股的内在估

值。 因此，近期券商股备受市场

追捧，券商B更是大涨9.16%。

与此同时，券商股未来的创

新业务也更为喜人。 一方面是因

为券商的融资融券业务已成为

券商的重要利润来源。 据资料显

示，目前的融资余额高达7000余

亿元，按照8%的利息成本，就可

以给券商带来560亿元的利润。

而随着证券市场规模的拓展、市

场参与者的增多等因素，未来的

融资余额将更为乐观，7000余亿

元可能只是一个新起点而已。 所

以，未来融资的广阔发展空间就

打开了券商业未来的成长空间。

另一方面则是类银行业务也有

所拓展，股票质押回购等信息就

是最好的例证，从而意味着券商

目前的体量已经完全没有反映

出未来的业务成长空间。

所以， 券商股的走势仍然趋

于乐观， 尤其是这么两类个股的

走势可能更为乐观。 一是资本实

力雄厚， 能够为客户提供更多资

金支持的券商股， 主要是中信证

券等大券商， 他们拥有广阔的资

本来源渠道， 未来的业绩弹性较

大。二是小市值的券商，他们逆袭

的可能性也较大， 尤其是借助于

互联网平台， 极有可能从区域性

券商走向全国性券商，所以，拥有

中山证券以及东莞证券的锦龙股

份、国金证券、太平洋、国海证券

等个股的业绩弹性也较为乐观。

利好兑现获利回吐 H股指数下跌

1.79%

近年来，由于投资习惯、投资

模式等因素的影响，A股的传统

产业股走势渐趋低迷， 大量拥有

H股的A股股价随之震荡走低，

甚至包括银行股等品种， 招商银

行等银行股的H股股价就远高于

其A股，从而埋下了套利的种子。

近期实施的沪港通就是最好

的通道。所以，在沪港通政策实施

之前， 就有大量的热钱涌入那些

A股股价低于H股的个股中，比

如说银行股、保险股等品种，从而

导致了这些含H股的概念股反复

逞强，成为前期A股的核心品种。

但一方面由于含H股概念股

的持续大涨， 使得A股与H股的价

格差收敛，套利空间减弱；另一方

面A股历来有利好兑现是利空的炒

作思维。因此，一旦题材套现，那么，

股价就会下跌。 此次亦不例外。 11

月17日，沪港通正式实施，大量的

获利盘蜂拥而出， 使得含H股的概

念指数大幅下跌，一周下跌1.79%。

不过，庆幸的是，毕竟H股

的估值优势依然清晰，尤其是拥

有H股的银行股，目前的股息率

仍然高达5%左右，市盈率只有5

倍，市净率1倍，所以，持续调整

之后，又有买盘介入。 在上周末，

含H股的概念指数有所企稳。 只

是考虑到当前含H股的A股，大

多是资本密集型企业，与我国重

工业、房地产投资等产业趋势密

切相关。 而目前我国重工业化已

近尾声，房地产行业的景气度也

有所下滑，这就意味着此类个股

的股价想象空间相对有限。 所

以，含H股的A股股价可以企稳，

但攻击力不足，可能是追求股息

率的大型资本的最爱，但却并不

是中小投资者的最佳投资对象。

含权炒作预期再起 次新指数大涨

5.39%

就近期A股市场走势来说，

游资热钱对短线趋势的引导能

量的确充沛。 比如说前期的港口

股、基建股等大市值品种强势走

势的背后，引导力量就是游资热

钱，基金等机构资金也只是附和

式的力量。 再比如说沪港通题材

的炒作，包括白酒股，甚至也包

括银行股等超大市值品种的引

导力量也是游资热钱。

但游资热钱历来有着利好兑

现是利淡的炒作思维。所以，当游

资热钱套现前期题材股而重新关

注起小市值品种时， 小市值品种

就迅速企稳回稳。 毕竟当前A股

市场已进入11月下旬，2014年上

市公司业绩已经快尘埃落定，不

仅仅是业绩炒作进入佳境， 而且

年报送配方案也渐入佳境。所以，

年报炒作题材渐成为热钱关注的

焦点品种。 含权股历来是新股与

次新股的强硬， 每一次的年报含

权炒作， 均是次新股与新股做先

锋。 所以，含权股的题材炒作，也

就驱动着热钱涌入到次新股中。

与此同时， 当前政策层面也

渐渐有利于小市值品种， 新的产

业政策对互联网金融、 鼓励创新

的产业政策导向， 也有利于引导

着市场热钱涌向拥有新产业特征

的新股与次新股中。 腾信股份在

上周再度上涨， 也再度成功坐上

A股第一高价股的宝座。 看来，新

股的确有着强大的走强基础，这

也驱动着次新指数大涨5.39%。

由于目前市场氛围仍然有利

于新股与次新股行情的展开，所

以，就短线来说，新股与次新股的

强势行情仍有望延续， 尤其是产

业趋势乐观、 小盘高价的次新股

与新股更易得到热钱的青睐，比

如说兆日科技、 天赐材料、 麦趣

尔、腾信股份、迪瑞医疗等等，此

类个股在近期的走势可能会相对

乐观一些。（金百临咨询 秦洪 执

业证书编号

A1210208090028

）

宽政策下仍持乐观态度

□西南证券 张刚

上周有10家券商发表了对

后市的看法，3家看多，5家看平，

2家看空； 市场综合情绪指数为

56.00%，较前一周继续扩大6.56

个百分点，并回升至50平衡线上

方，显示大部分机构对后市仍持

乐观态度。与上周相比，共有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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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多，光大证券对本周

趋势由看平调升为看多，对中线

持看多不变。民生证券则对中线

趋势转为看多，对本周趋势持看

平观点。

总体而言，绝大多数机构看

好大盘中期走势， 但短线会面

临一定震荡。 其中，机构多认为

本周新股发行对资金面的分流

效应是市场短期压力的主要来

源。 尽管如此，有机构表示随着

申购资金解冻回流， 将进一步

促使大盘逼空拉升。 虽然11月

汇丰中国制造业PMI不及预期，

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显现，但

市场普遍预期管理层将出台更

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

策， 周五央行宣布降息或是最

好的印证。 多数机构认为2500

点的突破非一蹴而就， 在此之

前股指会反复震荡。

多头新时代证券指出，未来

货币政策向“宽货币、降成本”

两方面发展已经势在必行，将对

经济、 企业和股市构成重大利

好。由于上周大盘调整已大部分

消化新股发行的利空，因此股指

将在资金面宽松和改革红利释

放引领下跨越2500点，建议投资

者积极吸纳。

光大证券认为沪港通开通

后，随着获利筹码抛出，市场仍

将关注增量资金进入A股力度，

股指反复震荡后仍有前行动力。

本周新股发行可能对资金面形

成短期扰动，但在证券账户存量

资金增多带动下，结构性机会依

然较多。

财通证券分析认为，从本轮

行情特点看，本周大盘有望再次

上演申购时短线调整、申购结束

后逼空拉升的走势。 在A股步入

牛市途中，不必过度在乎市场何

时调整，精选个股积极做多是上

策。 申银万国证券也持类似观

点，认为股指将随着申购资金解

禁回流呈现先抑后扬的走势，且

中期趋势依然乐观。

相对谨慎的华泰证券表示，

预期本周IPO冻结资金将达1.6

万亿元，或创今年单次IPO之最，

因此建议投资者面对市场短期

反弹时不要盲目追涨。但该机构

认同市场已转变为牛市思维的

观点，指出随着利率下降预期及

股市赚钱效应愈发显著，股市投

资机会将明显加剧。

对于近在眼前的2500点，民

生证券分析称需要量能的进一

步放大和热点的不断涌现，否则

大盘依然会维持区间震荡。 信达

证券同样表示2500点关口附近

仍有压力， 多空双方将反复争

夺。西南证券则指出市场对扩容

压力的担忧和经济数据的负面

预期， 将抑制做多积极性，2500

点将有一场攻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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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仓市值排行榜

11月以来净减持行业汇总（万元）11月以来净减持行业汇总（万元）

减仓市值排行榜

代码 名称 所属行业

变动

次数

涉及

股东

人数

总

变动

方向

净买入股

份数合计

(万股)

增减仓

参考市值

(万元)

市盈率

（TTM）

流通

市值

（亿元）

601688.SH

华泰证券 非银金融

2 2

减持

-19885.73 -182625.96 23.62 230.77

600277.SH

亿利能源 综合

7 5

减持

-20821.49 -165211.83 38.23 192.27

601899.SH

紫金矿业 有色金属

1 1

减持

-22209.67 -56817.71 24.60 20.25

600273.SH

华芳纺织 纺织服装

1 1

减持

-6000.00 -54064.57 29.67 16.96

000750.SZ

国海证券 非银金融

6 2

减持

-4860.50 -53363.75 53.79 99.72

601908.SH

京运通 电气设备

3 1

减持

-4298.85 -50289.26 123.48 16.49

600729.SH

重庆百货 商业贸易

2 1

减持

-2032.42 -45425.25 12.77 52.01

601777.SH

力帆股份 汽车

3 2

减持

-5024.80 -44579.08 19.28 124.22

601218.SH

吉鑫科技 电气设备

1 1

减持

-4984.68 -40497.76 116.36 14.40

002130.SZ

沃尔核材 有色金属

3 2

减持

-2857.00 -39064.51 74.60 103.67

300088.SZ

长信科技 电子

10 4

减持

-2022.56 -34526.16 45.27 30.97

000988.SZ

华工科技 电子

2 2

减持

-2998.57 -34136.32 102.83 48.84

002597.SZ

金禾实业 化工

3 2

减持

-2000.50 -32185.59 29.66 35.44

300090.SZ

盛运股份 公用事业

4 1

减持

-1800.00 -30701.33 42.40 12.41

002329.SZ

皇氏乳业 食品饮料

3 1

减持

-1053.00 -28443.13 126.80 209.63

002390.SZ

信邦制药 医药生物

1 1

减持

-1235.00 -27391.70 105.31 8.07

300195.SZ

长荣股份 机械设备

2 1

减持

-800.00 -27269.29 38.83 22.39

002538.SZ

司尔特 化工

3 2

减持

-1850.00 -24106.70 32.90 170.03

600588.SH

用友软件 计算机

15 10

减持

-953.61 -21716.85 58.99 21.46

300203.SZ

聚光科技 机械设备

4 1

减持

-975.97 -20778.36 51.60 98.23

002339.SZ

积成电子 电气设备

8 8

减持

-1800.00 -19851.47 39.08 24.34

000712.SZ

锦龙股份 公用事业

2 1

减持

-880.00 -19179.74 72.18 21.80

300005.SZ

探路者 纺织服装

1 1

减持

-887.75 -19127.30 32.87 220.07

600077.SH

宋都股份 交通运输

1 1

减持

-3464.37 -19042.10 21.27 18.86

300273.SZ

和佳股份 医药生物

5 2

减持

-938.00 -18812.86 52.28 6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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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61.SH

中纺投资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320.05 10.04 0.08

603169.SH

兰石重装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25705.80 23.21 119.49

300243.SZ

瑞丰高材 换手率达

20% 29218.35 7.18 15.40

300264.SZ

佳创视讯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3652.24 10.03 12.51

300288.SZ

朗玛信息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16443.87 10.00 5.13

000788.SZ

北大医药 振幅值达

15% 92968.60 3.09 9.64

002724.SZ

海洋王 换手率达

20% 109946.66 0.53 58.43

002402.SZ

和而泰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17420.38 10.00 6.99

002731.SZ

萃华珠宝 换手率达

20% 83197.30 -4.25 47.99

002084.SZ

海鸥卫浴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3302.16 10.01 5.73

002203.SZ

海亮股份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497.59 10.08 0.05

600283.SH

钱江水利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18219.23 10.05 5.47

300213.SZ

佳讯飞鸿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15889.83 9.99 5.79

601015.SH

陕西黑猫 换手率达

20% 115799.24 -2.18 46.83

002075.SZ

沙钢股份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4365.16 9.98 2.83

600283.SH

钱江水利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40136.59 24.63 12.91

000032.SZ

深桑达

A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17027.44 10.03 5.71

002681.SZ

奋达科技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35473.74 10.00 15.58

603688.SH

石英股份 换手率达

20% 92947.40 1.32 56.78

601038.SH

一拖股份 换手率达

20% 68216.93 9.98 44.45

300406.SZ

九强生物 换手率达

20% 52424.83 10.00 22.65

300405.SZ

科隆精化 换手率达

20% 22679.23 -3.95 21.06

603011.SH

合锻股份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576.91 10.02 0.81

000712.SZ

锦龙股份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62392.40 10.00 6.00

300406.SZ

九强生物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69751.51 33.09 31.03

300302.SZ

同有科技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17544.13 10.01 15.49

000623.SZ

吉林敖东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123631.86 8.32 6.42

300406.SZ

九强生物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52424.83 10.00 2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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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36.SH

招商银行

2014-11-20 10.59 -3.46 10.97 7,500.00 79,425.00

600036.SH

招商银行

2014-11-21 10.80 -1.55 10.97 2,800.00 30,240.00

000988.SZ

华工科技

2014-11-18 11.38 0.53 11.32 2,180.00 24,808.40

002252.SZ

上海莱士

2014-11-17 43.93 -4.48 45.99 469.98 20,646.22

000415.SZ

渤海租赁

2014-11-20 9.26 -9.92 10.28 2,100.00 19,446.00

600519.SH

贵州茅台

2014-11-21 153.13 1.63 150.68 100.00 15,313.00

002500.SZ

山西证券

2014-11-21 9.52 4.04 9.15 1,500.00 14,280.00

002329.SZ

皇氏乳业

2014-11-17 24.59 13.32 27.36 549.00 13,499.91

002130.SZ

沃尔核材

2014-11-20 13.48 -1.82 13.90 917.00 12,361.16

600737.SH

中粮屯河

2014-11-20 6.05 -9.97 6.72 2,010.61 12,164.19

600273.SH

华芳纺织

2014-11-20 8.35 -7.63 9.04 1,432.00 11,957.20

000750.SZ

国海证券

2014-11-21 11.17 3.04 10.84 1,033.00 11,538.61

002342.SZ

巨力索具

2014-11-21 6.53 -4.95 6.87 1,700.00 11,101.00

600273.SH

华芳纺织

2014-11-20 8.35 -7.63 9.04 1,312.00 10,955.20

600576.SH

万好万家

2014-11-19 18.28 -1.51 18.56 560.00 10,236.80

000727.SZ

华东科技

2014-11-19 7.66 4.22 7.35 1,329.81 10,186.34

601118.SH

海南橡胶

2014-11-18 8.78 5.15 8.35 1,160.00 10,184.80

600015.SH

华夏银行

2014-11-20 8.64 -4.53 9.05 1,150.00 9,936.00

600273.SH

华芳纺织

2014-11-20 8.35 -7.63 9.04 1,127.00 9,410.45

002296.SZ

辉煌科技

2014-11-20 17.58 -3.46 18.21 531.36 9,341.31

600277.SH

亿利能源

2014-11-19 7.50 -6.02 7.95 1,240.00 9,300.00

600737.SH

中粮屯河

2014-11-20 6.05 -9.97 6.72 1,500.00 9,075.00

600238.SH

海南椰岛

2014-11-21 9.00 -5.86 9.56 1,000.00 9,000.00

600277.SH

亿利能源

2014-11-18 7.50 -6.02 7.98 1,200.00 9,000.00

600273.SH

华芳纺织

2014-11-20 8.35 -7.63 9.04 1,073.00 8,959.55

002130.SZ

沃尔核材

2014-11-20 13.48 -1.82 13.90 650.00 8,762.00

600015.SH

华夏银行

2014-11-21 8.75 -3.31 8.75 1,000.00 8,750.00

601818.SH

光大银行

2014-11-21 2.93 1.74 2.88 2,900.00 8,497.00

■ 责编：张怡 电话：

010－63070413 E-mail:zbs@zzb.com.cn

■ 2014年11月24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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