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份解禁市值行业分布图

3月份限售解禁个股情况(部分)

2015年解禁情况一览表

推荐关注行业 推荐券商 行业关注度

新股发行 民生证券、申万宏源证券

20%

金融板块（银行、券商） 西南证券、信达证券

20%

地产股 信达证券

10%

国企改革、环保 光大证券

10%

高铁、题材股 新时代证券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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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南证券 多 多

3200 3320 -1.27% 2.43%

微弱看多

★★ 60%

50.00%

信达证券 多 多

3180 3300 -1.89% 1.81%

谨慎看多

★ 55%

光大证券 平 多

3100 3350 -4.36% 3.36%

看平

○ 50%

太平洋证券 平 多

3200 3300 -1.27% 1.81%

看平

○ 50%

民生证券 平 平

3180 3300 -1.89% 1.81%

看平

○ 50%

新时代证券 空 平

3170 3300 -2.20% 1.81%

谨慎看空

☆ 45%

申万宏源证券 空 空

3150 3300 -2.81% 1.81%

微弱看空

☆☆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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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 平

3170-3300

高铁、题材股

东吴证券 本周未发表观点

信达证券 多 多

3180-3300

银行股、地产股

国都证券 本周未发表观点

五矿证券 本周未发表观点

西南证券 多 多

3200-3320

银行、券商

太平洋证券 平 多

3200-3300

消息面

光大证券 平 多

3100-3350

国企改革、环保

财通证券 本周未发表观点

申银万国证券 空 空

3150-3300

新股申购

民生证券 平 平

3180-3300

新股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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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658.SZ

雪迪龙

2015-3-9 20000.00 27494.56 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0208.SH

新湖中宝

2015-3-9 10531.61 636300.23 177512.97

股权激励一般股份

600616.SH

金枫酒业

2015-3-9 4936.61 48803.76 2658.16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113.SZ

顺网科技

2015-3-9 21.04 17670.69 11369.31

追加承诺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002662.SZ

京威股份

2015-3-9 23850.00 38849.36 36150.64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659.SZ

中泰桥梁

2015-3-9 16560.00 31100.00 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0697.SZ

炼石有色

2015-3-9 5402.00 30911.72 25056.29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601872.SH

招商轮船

2015-3-9 94418.44 472092.18 0.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0426.SZ

兴业矿业

2015-3-9 2111.86 48163.27 11531.18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0605.SZ

渤海股份

2015-3-9 3000.56 11843.54 7655.57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213.SZ

特尔佳

2015-3-9 4169.23 16783.27 3816.73

追加承诺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600845.SH

宝信软件

2015-3-9 1033.04 23684.76 1288.39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125.SZ

易世达

2015-3-10 2672.47 9749.21 2050.79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294.SZ

博雅生物

2015-3-10 1730.01 4918.45 2661.55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372.SZ

欣泰电气

2015-3-10 2829.18 4973.68 3604.18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293.SZ

蓝英装备

2015-3-10 5173.88 11923.88 15076.13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447.SZ

壹桥海参

2015-3-10 6642.60 28604.10 18973.5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071.SZ

华谊嘉信

2015-3-10 951.49 23635.73 14569.74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558.SH

大西洋

2015-3-11 9888.69 36832.20 3061.34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559.SZ

亚威股份

2015-3-11 3774.64 17092.17 507.83

追加承诺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300099.SZ

尤洛卡

2015-3-11 66.81 10905.57 10554.38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1800.SH

中国交建

2015-3-11 1039750.001174723.54 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563.SZ

森马服饰

2015-3-12 60000.00 67000.00 0.00

追加承诺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002494.SZ

华斯股份

2015-3-12 2668.90 12395.07 5028.83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0977.SZ

浪潮信息

2015-3-13 4986.29 47986.29 0.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114.SH

东睦股份

2015-3-13 6896.55 23498.25 14223.3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398.SH

海澜之家

2015-3-13 88461.54 153121.95 296153.85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466.SZ

天齐锂业

2015-3-13 11176.00 16504.30 9371.7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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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解禁市值环比增长200%

3月迎解禁高峰 规避三类股票

□本报记者 徐伟平

据Wind资讯统计， 沪深两

市 3月份限售股解禁市值为

4099.59亿元，为全年最高峰。 比

2月份的 1398.24亿元增加了

2701.35 亿 元 ， 环 比 增 幅 超

200%。 从市场分布来看，分析人

士指出， 考虑到3月减持压力整

体较大，建议投资者适度规避上

证主板股票、TMT等短期涨幅

较大、估值较高的板块和定向增

发机构配售股解禁的股票。

3月迎限售股解禁高峰

相较于2014年全年1315.53

亿股的限售股解禁而言，2015年

A股全年解禁限售股数量出现明

显增加，达到1910.39亿股。 限售

股 解 禁 市 值 从 2014 年 的

16155.22亿元增加到2015年的

25146.99亿元。从2015年全年来

看，3月份是限售股解禁的高峰，

达到4099.59亿元， 比2月份的

1398.24亿元增加了2701.35亿

元，环比增幅193.19%。

从主要板块3月份的减持规

模来看，上证主板A股解禁市值

为2649.71亿元， 排在2015年月

度解禁市值的第一位；深证主板

A股解禁市值为114.22亿元，排

在2015年月度解禁市值的第九

位； 中小企业板的解禁市值为

781.78亿元，为今年月度第二大

解禁高峰；创业板A股的解禁市

值为542.93亿元，排在2015年月

度解禁市值的第一位。 显然创业

板和上证主板在3月份的解禁压

力较大。 如果从解禁市值绝对数

量来看， 主板股票在3月份面临

的解禁压力尤为巨大。

从行业方面看，在28个申万

一级行业中，机械设备、汽车、电

子、计算机和医药生物行业的解

禁股票数量居前，分别为13只、8

只、7只、7只和6只。 从筹码供给

角度来看，这三个行业面临的解

禁压力相对较大。 与之相比，银

行、商业贸易、轻工制造等10个

行业的解禁股票仅有1只， 所面

临的解禁压力较小。

个股方面，11月有86只A股

限售股将解禁。 其中，中国交建、

北汽集团、北京银行、中国南车

和山东钢铁的解禁数量最高，超

过10亿股， 分别为103.09亿股、

36.17亿股、15.93亿股、13.62亿股

和10.93亿股。 与之相比，华谊嘉

信、梅泰诺、兔宝宝等6只股票的

解禁数量较小，不足1000万股。

适度规避三类股票

从减持压力看，按照相关规

定，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在本公司

年报公告前30日内不得转让解

除限售股份以及春节假期效应，

2月产业资本净减持额环比大幅

下降， 仅为1398.24亿元。 随着

2014年年报披露逐渐落幕，不少

有减持冲动的大小非将“弹药”

积蓄到3月份。 分析人士认为，进

入3月份， 上证主板中的股票、

TMT行业中涨幅较大股票和定

向增发解禁股这三类股票将面

临较大的减持压力。

首先，上证主板中的股票减

持压力较大。 此前，中小板和创

业板的解禁压力普遍较大，但值

得注意的是，步入3月份，主板股

票的减持压力陡然而增。 据

wind数据显示，2月份上证主板

的净减持额为186.58亿元，显著

高于创业板和中小板的55.83亿

元和56.58亿元的减持额。 由此

来看，考虑到经过前期的大幅上

涨， 主板股票的累计涨幅较大，

随后主板指数在2月份步入高位

震荡时，产业资本对上证主板股

票的减持意愿仍然较强。 分析人

士预计该板块3月份仍将承受较

大减持压力，预计该板块减持前

景同样不容乐观。

其次，TMT等行业内涨幅过

大的股票。 2015年以来，以传媒、

电子为代表的新兴产业板块表

现抢眼，中信计算机、传媒和通

信指数分别上涨48.32%、36.59%

和26.12%，涨幅在28个申万一级

行业中位居三甲。3月以来，TMT

板块更是出现加速上涨的行情。

此类品种短期涨幅过大，伴随着

估值和股价压力较大，继续向上

空间受限。 此时产业资本高位减

持的意愿较为强烈。

最后，定向增发解禁股。 统

计显示，3月份有39家公司定向

增发机构配售股份将解禁。 其中

北京银行、中国南车和山东钢铁

这三只股票的解禁股票数量超

过10亿股。 从以往经验看，参与

定向增发的机构，其配售股一旦

获得解禁，短期内减持冲动一般

都较强。 分析人士认为，对上述

几类解禁股票， 投资者在3月份

宜保持适度谨慎。

（二条）一周牛熊数据

指标股下行上证指数下跌2.09%

近期A股市场冲高受阻，不仅是创业板指在周五向下击穿了2000点整数关口，而且上证指数在近几个交易日也是持续低迷，即便在周五有色金属股等持续上涨，也难改上证指数疲软的态势，一周下跌2.09%，这似乎表明短线A股市场进入到调整序列中。

这主要是因为指标股的不振所为。尤其是银行股、保险股、券商股等金融股，在近期基本上出现了向下的运行趋势，银行股甚至有形成新下降通道的趋势，例如工商银行、中国银行等大市值银行股。而这又主要是因为新一轮的降息导致了存贷差收敛，从而导致市场参与者对银行股的未来业绩演变趋势的担忧。毕竟对于不少银行来说，由于降息后的存款再次一浮到底，导致五年期的贷款利率与存款利率差不足0.5%。在此背景下，银行股的破位下行也有着内在的逻辑。而银行股又是A股的指标股、权重股，所以，此类个股的下跌必然会引导着指数，尤其是上证指数的不振走势。

但个股行情却非常火爆，甚至在周五创业板指大跌过程中，创业板也有15家个股涨停，沪深两市合计共有50家个股涨停。这就显示出当前A股市场的流动性依然宽松，部分热钱并未理会指标股下跌对指数的影响，而是从流动性、产业趋势的角度，继续深度挖掘心仪的投资品种，导致了指数下行，个股行情火爆的背离格局。

货币宽松有色金属一周上涨1.67%

有色金属等资源类产品价格对降息等货币宽松政策的敏感度较高。所以，随着全球央行的持续降息，使得全球资本市场的流动性持续增强，有色金属等资源品种价格上涨的预期增强。受此影响，A股市场的热钱开始追捧有色金属股，有色金属指数在近几个交易日随之上涨，上周涨幅为1.67%。

由于有色金属指数的K线图呈现出V型反转的态势。所以，惯性的力量将驱动着有色金属指数进一步上涨。更何况，移动互联网渗透率的提升也在影响着有色金属产业，部分有色金属上市公司积极拥抱移动互联网，引进了有色金属的互联网金融产品，盛屯矿业等品种就是典范，这意味着传统的有色金属资源行业有了移动互联网的属性。所以，有色金属股的短线强势行情的确可以期待。

但是，毕竟目前整个有色金属行业的供求关系未有实质性的变化，反而有供过于求的态势。尤其是作为全球制造业中心的我国正处在经济下行的态势中，房地产等对有色金属需求较大的产业链正在萎缩，所以，有色金属的市场需求尚未有效复苏，供过于求的格局可能会有进一步深化。据国际铜业研究小组预计显示，2015年铜市将出现约39万吨的结余，供需延续过剩将使得市场对于后期铜市预期悲观。在铝、锡、铅、锌等有色金属行业和煤炭等大宗商品行业也有类似特征。

所以，流动性过剩可能会形成短暂的商品价格、相关上市公司股价的支撑力度，但难以持续。因此，在操作中，不建议投资者加大对有色金属乃至整个商品产业股的仓位投资力度。

获利盘抛压电子支付指数下跌2.06%

经过持续大幅上涨之后，获利盘抛售压力有所增强，电子支付类个股在近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落，卫士通等电子安全支付产业股、腾邦国际等移动支付产业股出现了高位回落的态势，从而使得电子支付指数在上周下跌2.06%。

短线调整的压力仍然存在，主要是因为两个因素，一是整个市场氛围的影响。随着创业板指在上周四拥抱了2000点之后，市场关于电子支付等新兴产业股的估值泡沫讨论不绝于耳。高估值、泡沫的争论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电子支付产业股的买盘力量的聚集。二是K线形态的头部特征的确明显。因此，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技术修正，此类个股方才能够重新聚集起做多的能量。

不过中期趋势来说，电子支付产业股的发展空间依然乐观。著名的费雪方程式“MV=PY”揭示了货币流通的规律，而随着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和互联网体系的不断延伸，传统的现金支付方式正在悄然让出其主导地位，各种各样的信用支付手段如雨后春笋般蓬勃生长。人们越来越习惯使用一些非现金支付，特别是电子支付手段来完成交易，从而大大加快了货币流通的速度，提升了交易效率。

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渗透率迅速提升之后，网上银行和网上支付的人群伴随着网络购物的快速增长而不断攀升，我国互联网渗透逐步加深的势头不可逆转，网络消费供需面持续积极向好，这些都将推动网上银行、网上支付等电子支付方式应用人群在未来较长时间实现较为稳健的增长。因此，近期的调整是电子支付产业长期上升趋势的一个中场休息，在操作中，建议投资者可积极跟踪移动互联网支付产业股、电子支付安全产业股，腾邦国际、梅泰诺、证通电子、卫士通等个股积极关注。

“宽财政”预期增强铁路基建指数逆势上涨1.22%

上周A股冲高受阻，但铁路建设、铁路设备产业股则表现相对强势，中铁二局等个股涨幅居前，从而驱动着铁路基建指数上涨1.22%。

这种强势行情可能会进一步延续。一方面是因为当前市场热钱追捧的是主题投资，而国企改革、央企改革无疑是重要的主题投资。更何况，中国南车、中国北车的整合，说明了央企改革正在向纵深发展。反观当前A股市场的铁路基建股，中国中铁、中国铁建是典型的央企概念股。而且，中国南车与中国北车的合并对整个铁路基建产业是一个较为重要的里程碑，从而提升铁路基建产业的估值溢价水平。

另一方面则是稳增长驱动着市场参与者提升对铁路建设类上市公司未来的业绩成长预期。稳增长保就业历来是政府的战略任务。所以，当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增强之际，通过大规模的基建项目来对冲经济下行压力，进而达到稳增长保就业的战略目标。所以，业内人士对2015年的铁路建设规模持有较为乐观的看法。而媒体也报道称，今年中国将增加公共产品的有效投资，铁路投资要保持在8000亿元人民币以上，在建重大水利工程投资规模亦超8000亿元。而2014年的铁路投资目标是8000亿元，最终的投资规模则接近9000亿元。因此，有理由推测，2015年的最终投资规模会超过原先预计的

目标。

因此，整个铁路建设的产业蛋糕仍然在持续膨胀，铁路建设股、铁路设备股的业绩成长趋势将较为乐观。从以往经验来看，一旦产业趋势乐观，那么，二级市场股价走势就会反复活跃。循此思路，在操作中，建议投资者可积极关注铁路建设股、铁路设备股。其中，这么两个类个股尤其值得关注，一是业绩弹性大的品种，主要包括小市值的特锐德、世纪瑞尔、鼎汉技术、凯发电气等品种。二是订单饱满，业绩拐点再一次强化业绩成长预期的品种，中国铁建、中国中铁、中铁二局等。。（金百临咨询秦洪执业证书编号A1210612020001）

指标股下行 上证指数下跌

2.09%

近期A股市场冲高受阻，不

仅是创业板指在周五向下击穿了

2000点整数关口，而且上证指数

在近几个交易日也是持续低迷，

即便上周五有色金属股等持续上

涨，也难改上证指数疲软的态势，

一周下跌2.09%， 这似乎表明短

线A股市场进入到调整序列中。

这主要是因为指标股的不振

所为。尤其是银行股、保险股、券商

股等金融股，在近期基本上出现了

向下的运行趋势，银行股甚至有形

成新下降通道的趋势，例如工商银

行、中国银行等大市值银行股。 而

这又主要是因为新一轮的降息导

致了存贷差收敛，从而导致市场参

与者对银行股的未来业绩演变趋

势的担忧。 毕竟对于不少银行来

说，由于降息后的存款再次一浮到

底，导致五年期的贷款利率与存款

利率差不足0.5%。 在此背景下，银

行股的破位下行也有着内在的逻

辑。 而银行股又是A股的指标股、

权重股，所以，此类个股的下跌必

然会引导着指数，尤其是上证指数

的不振走势。

但个股行情却非常火爆，甚

至在周五创业板指大跌过程中，创

业板也有15家个股涨停，沪深两市

合计共有50家个股涨停。 这就显

示出当前A股市场的流动性依然

宽松，部分热钱并未理会指标股下

跌对指数的影响， 而是从流动性、

产业趋势的角度，继续深度挖掘心

仪的投资品种， 导致了指数下行，

个股行情火爆的背离格局。

货币宽松 有色金属指数上涨

1.67%

有色金属等资源类产品价格

对降息等政策的敏感度较高。 所

以， 随着全球央行的持续降息，使

得全球资本市场的流动性持续增

强，有色金属等资源品种价格上涨

的预期增强。 受此影响，A股市场

的热钱开始追捧有色金属股，有色

金属指数在近几个交易日随之上

涨，上周涨幅为1.67%。

由于有色金属指数的K线图

呈现出V型反转的态势。 所以，惯

性的力量将驱动着有色金属指数

进一步上涨。 更何况，移动互联网

渗透率的提升也在影响着有色金

属产业，部分有色金属上市公司积

极拥抱移动互联网，引进了有色金

属的互联网金融产品，盛屯矿业等

品种就是典范，这意味着传统的有

色金属资源行业有了移动互联网

的属性。 所以，有色金属股的短线

强势行情的确可以期待。

但是，毕竟目前整个有色金属

行业的供求关系未有实质性的变

化，反而有供过于求的态势。尤其是

作为全球制造业中心的我国正处在

经济下行的态势中， 房地产等对有

色金属需求较大的产业链正在萎

缩，所以，有色金属的市场需求尚未

有效复苏， 供过于求的格局可能会

有进一步深化。 据国际铜业研究小

组预计显示，2015年铜市将出现约

39万吨的结余，供需延续过剩将使

得市场对于后期铜市预期悲观。 在

铝、锡、铅、锌等有色金属行业和煤

炭等大宗商品行业也有类似特征。

所以，流动性过剩可能会形

成短暂的商品价格、相关上市公

司股价的支撑力度， 但难以持

续。 因此，在操作中，不建议投资

者加大对有色金属乃至整个商

品产业股的仓位投资力度。

获利盘抛压 电子支付指数下跌

2.06%

经过持续大幅上涨之后，获

利盘抛售压力有所增强，电子支付

类个股在近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

回落，卫士通等电子安全支付产业

股、腾邦国际等移动支付产业股出

现了高位回落的态势，从而使得电

子支付指数在上周下跌2.06%。

短线调整的压力仍然存在，

主要是因为两个因素， 一是整个

市场氛围的影响。 随着创业板指

在上周四拥抱了2000点之后，市

场关于电子支付等新兴产业股的

估值泡沫讨论不绝于耳。高估值、

泡沫的争论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

电子支付产业股的买盘力量的聚

集。 二是K线形态的头部特征的

确明显。因此，需要经过一段时间

的技术修正， 此类个股方才能够

重新聚集起做多的能量。

不过中期趋势来说， 电子支

付产业股的发展空间依然乐观。著

名的费雪方程式“MV=PY”揭示

了货币流通的规律，而随着信息技

术的突飞猛进和互联网体系的不

断延伸，传统的现金支付方式正在

悄然让出其主导地位，各种各样的

信用支付手段如雨后春笋般蓬勃

生长。人们越来越习惯使用一些非

现金支付，特别是电子支付手段来

完成交易，从而大大加快了货币流

通的速度，提升了交易效率。

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渗透率迅

速提升之后，网上银行和网上支付

的人群伴随着网络购物的快速增

长而不断攀升，我国互联网渗透逐

步加深的势头不可逆转，网络消费

供需面持续积极向好，这些都将推

动网上银行、网上支付等电子支付

方式应用人群在未来较长时间实

现较为稳健的增长。 因此，近期的

调整是电子支付产业长期上升趋

势的一个中场休息， 在操作中，建

议投资者可积极跟踪移动互联网

支付产业股、 电子支付安全产业

股，腾邦国际、梅泰诺、证通电子、

卫士通等个股积极关注。

投资规模可观 铁路基建指数上涨

1.22%

上周A股冲高受阻，但铁路

建设、铁路设备产业股则表现相

对强势，中铁二局等个股涨幅居

前，从而驱动着铁路基建指数上

涨1.22%。

这种强势行情可能会进一

步延续。 一方面是因为当前市场

热钱追捧的是主题投资，而国企

改革、央企改革无疑是重要的主

题投资。 更何况，中国南车、中国

北车的整合，说明了央企改革正

在向纵深发展。 反观当前A股市

场的铁路基建股， 中国中铁、中

国铁建是典型的央企概念股。 而

且，中国南车与中国北车的合并

对整个铁路基建产业是一个较

为重要的里程碑，从而提升铁路

基建产业的估值溢价水平。

另一方面则是稳增长驱动

着市场参与者提升对铁路建设

类上市公司未来的业绩成长预

期。 稳增长保就业历来是政府的

战略任务。 所以，当经济下行压

力有所增强之际，通过大规模的

基建项目来对冲经济下行压力，

进而达到稳增长保就业的战略

目标。 所以，业内人士对2015年

的铁路建设规模持有较为乐观

的看法。 而媒体也报道称，今年

中国将增加公共产品的有效投

资，铁路投资要保持在8000亿元

人民币以上，在建重大水利工程

投资规模亦超 8000亿元。 而

2014年的铁路投资目标是8000

亿元， 最终的投资规模则接近

9000亿元。 因此， 有理由推测，

2015年的最终投资规模会超过

原先预计的目标。

因此，整个铁路建设的产业

蛋糕仍然在持续膨胀，铁路建设

股、铁路设备股的业绩成长趋势

将较为乐观。 从以往经验来看，

一旦产业趋势乐观，那么，二级

市场股价走势就会反复活跃。 循

此思路，在操作中，建议投资者

可积极关注铁路建设股、铁路设

备股。 其中，两类个股尤其值得

关注。 一是业绩弹性大的品种，

主要包括小市值的特锐德、世纪

瑞尔、鼎汉技术、凯发电气等品

种。 二是订单饱满，业绩拐点再

一次强化业绩成长预期的品种，

中国铁建、中国中铁、中铁二局

等。

（金百临咨询 秦洪 执业证

书编号

A1210612020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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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空趋于平衡 面临方向选择

□西南证券 张刚 刘浩

本周有7家券商发表了对后

市的看法，2家看多，3家看平，2

家看空； 市场综合情绪指数为

50.0%， 较前一周回落5个百分

点， 表明市场看多情绪有所收

敛，多空趋于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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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改变了对

中线的态度：（1）多→空，新时

代证券对本周趋势由多翻空，对

中线由看多转为看平。（2）多→

平，民生证券对本周趋势由看多

转为看平， 对中线持看平不变。

（3）平→空，申万宏源证券对本

周趋势由看平转为看空，对中线

持看空不变。

总体上看，机构对大盘短线

走势存在一定分歧，新股密集发

行对二级市场资金分流的影响

成为掣肘大盘企稳反弹的最大

因素。 不过依然看多的机构认为

大盘的回调幅度将有限，震荡上

行的趋势依然存在。 对于中线，

多数机构仍然看好，仅有个别看

平或者看空。就上周创业板的大

跌，有的机构认为是小市值品种

调整的信号，有的则仍看好其中

线趋势。

多头西南证券预计新一轮

的新股发行将冻结3万亿元左右

的资金，对二级市场造成较大分

流压力。 但鉴于2月制造业PMI

回升，后续经济数据或继续释放

利好效应，而一系列改革措施将

促成潜在系统性利好，稳定持股

信心。 本周大盘将止跌回升，重

返3300点。

光大证券指出短线回调不

改上升趋势，其分析称市场对降

息的充分预期，使得降息本身并

未对大盘起到明显的正向激励

作用。 改革转型的有序推进，无

风险利率下行将进一步推动股

市估值的提升，因此市场震荡上

行趋势没有发生变化。新股申购

对资金面的影响将在3月16日之

后逐步消除，关注绩优、国企改

革和环保股。

太平洋证券和民生证券认

为短线大盘将以震荡整固为主。

前者表示，在宏观方面看好智能

制造、移动互联网、节能环保和

医疗健康领域； 在主题投资方

面，四大板块（西部大开发、东

北振兴、中部崛起和东部率先发

展）和三个支撑带（一带一路、

长江经济带和京津冀协同发

展） 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资金

追逐的新焦点。考虑到新兴产业

的未来发展，创业板中期走势并

不悲观。

民生证券分析认为蓝筹股

已经历较长时间调整，继续下跌

空间有限，但后市能否重新走强

还需要契机。市场重要支撑位在

3178-3200点一带，如果没有打

破将依然处于区间震荡格局。

看空本周趋势的新时代证

券认为大盘本周面临方向选

择，2月三大PMI同时回升表明

国内经济走势有望止跌趋稳。

技术上看， 大盘或再次陷入调

整格局，将考验20天、60天均线

支撑，预计走势较难言乐观。 同

样看空的申万宏源证券强调股

指将持续调整，转入抵抗性、防

御性走势， 新股发行对存量资

金分流压力巨大， 场外增量资

金介入的冲动也明显减弱，而

近期小市值品种的急跌或预示

短线市场内生性调整要求提

升，值得投资者重视。

■

一周多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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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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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解禁情况一览表

3月解禁市值环比增长200%

3月迎解禁高峰 规避三类股票

□本报记者 徐伟平

据Wind资讯统计， 沪深两

市 3月份限售股解禁市值为

4099.59亿元，为全年最高峰。 比

2月份的 1398.24亿元增加了

2701.35 亿 元 ， 环 比 增 幅 超

200%。 从市场分布来看，分析人

士指出， 考虑到3月减持压力整

体较大，建议投资者适度规避上

证主板股票、TMT等短期涨幅

较大、估值较高的板块和定向增

发机构配售股解禁的股票。

3月迎限售股解禁高峰

相较于2014年全年1315.53

亿股的限售股解禁而言，2015年

A股全年解禁限售股数量出现明

显增加，达到1910.39亿股。 限售

股 解 禁 市 值 从 2014 年 的

16155.22亿元增加到2015年的

25146.99亿元。从2015年全年来

看，3月份是限售股解禁的高峰，

达到4099.59亿元， 比2月份的

1398.24亿元增加了2701.35亿

元，环比增幅193.19%。

从主要板块3月份的减持规

模来看，上证主板A股解禁市值

为2649.71亿元， 排在2015年月

度解禁市值的第一位；深证主板

A股解禁市值为114.22亿元，排

在2015年月度解禁市值的第九

位； 中小企业板的解禁市值为

781.78亿元，为今年月度第二大

解禁高峰；创业板A股的解禁市

值为542.93亿元，排在2015年月

度解禁市值的第一位。 显然创业

板和上证主板在3月份的解禁压

力较大。 如果从解禁市值绝对数

量来看， 主板股票在3月份面临

的解禁压力尤为巨大。

从行业方面看，在28个申万

一级行业中，机械设备、汽车、电

子、计算机和医药生物行业的解

禁股票数量居前，分别为13只、8

只、7只、7只和6只。 从筹码供给

角度来看，这三个行业面临的解

禁压力相对较大。 与之相比，银

行、商业贸易、轻工制造等10个

行业的解禁股票仅有1只， 所面

临的解禁压力较小。

个股方面，11月有86只A股

限售股将解禁。 其中，中国交建、

北汽集团、北京银行、中国南车

和山东钢铁的解禁数量最高，超

过10亿股， 分别为103.09亿股、

36.17亿股、15.93亿股、13.62亿股

和10.93亿股。 与之相比，华谊嘉

信、梅泰诺、兔宝宝等6只股票的

解禁数量较小，不足1000万股。

适度规避三类股票

从减持压力看，按照相关规

定，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在本公司

年报公告前30日内不得转让解

除限售股份以及春节假期效应，

2月产业资本净减持额环比大幅

下降， 仅为1398.24亿元。 随着

2014年年报披露逐渐落幕，不少

有减持冲动的大小非将“弹药”

积蓄到3月份。 分析人士认为，进

入3月份， 上证主板中的股票、

TMT行业中涨幅较大股票和定

向增发解禁股这三类股票将面

临较大的减持压力。

首先，上证主板中的股票减

持压力较大。 此前，中小板和创

业板的解禁压力普遍较大，但值

得注意的是，步入3月份，主板股

票的减持压力陡然而增。 据

wind数据显示，2月份上证主板

的净减持额为186.58亿元，显著

高于创业板和中小板的55.83亿

元和56.58亿元的减持额。 由此

来看，考虑到经过前期的大幅上

涨， 主板股票的累计涨幅较大，

随后主板指数在2月份步入高位

震荡时，产业资本对上证主板股

票的减持意愿仍然较强。 分析人

士预计该板块3月份仍将承受较

大减持压力，预计该板块减持前

景同样不容乐观。

其次，TMT等行业内涨幅过

大的股票。 2015年以来，以传媒、

电子为代表的新兴产业板块表

现抢眼，中信计算机、传媒和通

信指数分别上涨48.32%、36.59%

和26.12%，涨幅在28个申万一级

行业中位居三甲。3月以来，TMT

板块更是出现加速上涨的行情。

此类品种短期涨幅过大，伴随着

估值和股价压力较大，继续向上

空间受限。 此时产业资本高位减

持的意愿较为强烈。

最后，定向增发解禁股。 统

计显示，3月份有39家公司定向

增发机构配售股份将解禁。 其中

北京银行、中国南车和山东钢铁

这三只股票的解禁股票数量超

过10亿股。 从以往经验看，参与

定向增发的机构，其配售股一旦

获得解禁，短期内减持冲动一般

都较强。 分析人士认为，对上述

几类解禁股票， 投资者在3月份

宜保持适度谨慎。

指标股下行 上证指数下跌

2.09%

近期A股市场冲高受阻，不

仅是创业板指在周五向下击穿了

2000点整数关口，而且上证指数

在近几个交易日也是持续低迷，

即便上周五有色金属股等持续上

涨，也难改上证指数疲软的态势，

一周下跌2.09%， 这似乎表明短

线A股市场进入到调整序列中。

这主要是因为指标股的不振

所为。尤其是银行股、保险股、券商

股等金融股，在近期基本上出现了

向下的运行趋势，银行股甚至有形

成新下降通道的趋势，例如工商银

行、中国银行等大市值银行股。 而

这又主要是因为新一轮的降息导

致了存贷差收敛，从而导致市场参

与者对银行股的未来业绩演变趋

势的担忧。 毕竟对于不少银行来

说，由于降息后的存款再次一浮到

底，导致五年期的贷款利率与存款

利率差不足0.5%。 在此背景下，银

行股的破位下行也有着内在的逻

辑。 而银行股又是A股的指标股、

权重股，所以，此类个股的下跌必

然会引导着指数，尤其是上证指数

的不振走势。

但个股行情却非常火爆，甚

至在周五创业板指大跌过程中，创

业板也有15家个股涨停，沪深两市

合计共有50家个股涨停。 这就显

示出当前A股市场的流动性依然

宽松，部分热钱并未理会指标股下

跌对指数的影响， 而是从流动性、

产业趋势的角度，继续深度挖掘心

仪的投资品种， 导致了指数下行，

个股行情火爆的背离格局。

货币宽松 有色金属指数上涨

1.67%

有色金属等资源类产品价格

对降息等政策的敏感度较高。 所

以， 随着全球央行的持续降息，使

得全球资本市场的流动性持续增

强，有色金属等资源品种价格上涨

的预期增强。 受此影响，A股市场

的热钱开始追捧有色金属股，有色

金属指数在近几个交易日随之上

涨，上周涨幅为1.67%。

由于有色金属指数的K线图

呈现出V型反转的态势。 所以，惯

性的力量将驱动着有色金属指数

进一步上涨。 更何况，移动互联网

渗透率的提升也在影响着有色金

属产业，部分有色金属上市公司积

极拥抱移动互联网，引进了有色金

属的互联网金融产品，盛屯矿业等

品种就是典范，这意味着传统的有

色金属资源行业有了移动互联网

的属性。 所以，有色金属股的短线

强势行情的确可以期待。

但是，毕竟目前整个有色金属

行业的供求关系未有实质性的变

化，反而有供过于求的态势。尤其是

作为全球制造业中心的我国正处在

经济下行的态势中， 房地产等对有

色金属需求较大的产业链正在萎

缩，所以，有色金属的市场需求尚未

有效复苏， 供过于求的格局可能会

有进一步深化。 据国际铜业研究小

组预计显示，2015年铜市将出现约

39万吨的结余，供需延续过剩将使

得市场对于后期铜市预期悲观。 在

铝、锡、铅、锌等有色金属行业和煤

炭等大宗商品行业也有类似特征。

所以，流动性过剩可能会形

成短暂的商品价格、相关上市公

司股价的支撑力度， 但难以持

续。 因此，在操作中，不建议投资

者加大对有色金属乃至整个商

品产业股的仓位投资力度。

获利盘抛压 电子支付指数下跌

2.06%

经过持续大幅上涨之后，获

利盘抛售压力有所增强，电子支付

类个股在近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

回落，卫士通等电子安全支付产业

股、腾邦国际等移动支付产业股出

现了高位回落的态势，从而使得电

子支付指数在上周下跌2.06%。

短线调整的压力仍然存在，

主要是因为两个因素， 一是整个

市场氛围的影响。 随着创业板指

在上周四拥抱了2000点之后，市

场关于电子支付等新兴产业股的

估值泡沫讨论不绝于耳。高估值、

泡沫的争论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

电子支付产业股的买盘力量的聚

集。 二是K线形态的头部特征的

确明显。因此，需要经过一段时间

的技术修正， 此类个股方才能够

重新聚集起做多的能量。

不过中期趋势来说， 电子支

付产业股的发展空间依然乐观。著

名的费雪方程式“MV=PY”揭示

了货币流通的规律，而随着信息技

术的突飞猛进和互联网体系的不

断延伸，传统的现金支付方式正在

悄然让出其主导地位，各种各样的

信用支付手段如雨后春笋般蓬勃

生长。人们越来越习惯使用一些非

现金支付，特别是电子支付手段来

完成交易，从而大大加快了货币流

通的速度，提升了交易效率。

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渗透率迅

速提升之后，网上银行和网上支付

的人群伴随着网络购物的快速增

长而不断攀升，我国互联网渗透逐

步加深的势头不可逆转，网络消费

供需面持续积极向好，这些都将推

动网上银行、网上支付等电子支付

方式应用人群在未来较长时间实

现较为稳健的增长。 因此，近期的

调整是电子支付产业长期上升趋

势的一个中场休息， 在操作中，建

议投资者可积极跟踪移动互联网

支付产业股、 电子支付安全产业

股，腾邦国际、梅泰诺、证通电子、

卫士通等个股积极关注。

投资规模可观 铁路基建指数上涨

1.22%

上周A股冲高受阻，但铁路

建设、铁路设备产业股则表现相

对强势，中铁二局等个股涨幅居

前，从而驱动着铁路基建指数上

涨1.22%。

这种强势行情可能会进一

步延续。 一方面是因为当前市场

热钱追捧的是主题投资，而国企

改革、央企改革无疑是重要的主

题投资。 更何况，中国南车、中国

北车的整合，说明了央企改革正

在向纵深发展。 反观当前A股市

场的铁路基建股， 中国中铁、中

国铁建是典型的央企概念股。 而

且，中国南车与中国北车的合并

对整个铁路基建产业是一个较

为重要的里程碑，从而提升铁路

基建产业的估值溢价水平。

另一方面则是稳增长驱动

着市场参与者提升对铁路建设

类上市公司未来的业绩成长预

期。 稳增长保就业历来是政府的

战略任务。 所以，当经济下行压

力有所增强之际，通过大规模的

基建项目来对冲经济下行压力，

进而达到稳增长保就业的战略

目标。 所以，业内人士对2015年

的铁路建设规模持有较为乐观

的看法。 而媒体也报道称，今年

中国将增加公共产品的有效投

资，铁路投资要保持在8000亿元

人民币以上，在建重大水利工程

投资规模亦超 8000亿元。 而

2014年的铁路投资目标是8000

亿元， 最终的投资规模则接近

9000亿元。 因此， 有理由推测，

2015年的最终投资规模会超过

原先预计的目标。

因此，整个铁路建设的产业

蛋糕仍然在持续膨胀，铁路建设

股、铁路设备股的业绩成长趋势

将较为乐观。 从以往经验来看，

一旦产业趋势乐观，那么，二级

市场股价走势就会反复活跃。 循

此思路，在操作中，建议投资者

可积极关注铁路建设股、铁路设

备股。 其中，两类个股尤其值得

关注。 一是业绩弹性大的品种，

主要包括小市值的特锐德、世纪

瑞尔、鼎汉技术、凯发电气等品

种。 二是订单饱满，业绩拐点再

一次强化业绩成长预期的品种，

中国铁建、中国中铁、中铁二局

等。

（金百临咨询 秦洪 执业证

书编号

A1210612020001

）

多空趋于平衡 面临方向选择

□西南证券 张刚 刘浩

本周有7家券商发表了对后

市的看法，2家看多，3家看平，2

家看空； 市场综合情绪指数为

50.0%， 较前一周回落5个百分

点， 表明市场看多情绪有所收

敛，多空趋于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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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改变了对

中线的态度：（1）多→空，新时

代证券对本周趋势由多翻空，对

中线由看多转为看平。（2）多→

平，民生证券对本周趋势由看多

转为看平， 对中线持看平不变。

（3）平→空，申万宏源证券对本

周趋势由看平转为看空，对中线

持看空不变。

总体上看，机构对大盘短线

走势存在一定分歧，新股密集发

行对二级市场资金分流的影响

成为掣肘大盘企稳反弹的最大

因素。 不过依然看多的机构认为

大盘的回调幅度将有限，震荡上

行的趋势依然存在。 对于中线，

多数机构仍然看好，仅有个别看

平或者看空。就上周创业板的大

跌，有的机构认为是小市值品种

调整的信号，有的则仍看好其中

线趋势。

多头西南证券预计新一轮

的新股发行将冻结3万亿元左右

的资金，对二级市场造成较大分

流压力。 但鉴于2月制造业PMI

回升，后续经济数据或继续释放

利好效应，而一系列改革措施将

促成潜在系统性利好，稳定持股

信心。 本周大盘将止跌回升，重

返3300点。

光大证券指出短线回调不

改上升趋势，其分析称市场对降

息的充分预期，使得降息本身并

未对大盘起到明显的正向激励

作用。 改革转型的有序推进，无

风险利率下行将进一步推动股

市估值的提升，因此市场震荡上

行趋势没有发生变化。新股申购

对资金面的影响将在3月16日之

后逐步消除，关注绩优、国企改

革和环保股。

太平洋证券和民生证券认

为短线大盘将以震荡整固为主。

前者表示，在宏观方面看好智能

制造、移动互联网、节能环保和

医疗健康领域； 在主题投资方

面，四大板块（西部大开发、东

北振兴、中部崛起和东部率先发

展）和三个支撑带（一带一路、

长江经济带和京津冀协同发

展） 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资金

追逐的新焦点。考虑到新兴产业

的未来发展，创业板中期走势并

不悲观。

民生证券分析认为蓝筹股

已经历较长时间调整，继续下跌

空间有限，但后市能否重新走强

还需要契机。市场重要支撑位在

3178-3200点一带，如果没有打

破将依然处于区间震荡格局。

看空本周趋势的新时代证

券认为大盘本周面临方向选

择，2月三大PMI同时回升表明

国内经济走势有望止跌趋稳。

技术上看， 大盘或再次陷入调

整格局，将考验20天、60天均线

支撑，预计走势较难言乐观。 同

样看空的申万宏源证券强调股

指将持续调整，转入抵抗性、防

御性走势， 新股发行对存量资

金分流压力巨大， 场外增量资

金介入的冲动也明显减弱，而

近期小市值品种的急跌或预示

短线市场内生性调整要求提

升，值得投资者重视。

3月份限售解禁个股情况(部分)

3月解禁市值环比增长200%

3月迎解禁高峰 规避三类股票

□本报记者 徐伟平

据Wind资讯统计， 沪深两

市 3月份限售股解禁市值为

4099.59亿元，为全年最高峰。 比

2月份的 1398.24亿元增加了

2701.35 亿 元 ， 环 比 增 幅 超

200%。 从市场分布来看，分析人

士指出， 考虑到3月减持压力整

体较大，建议投资者适度规避上

证主板股票、TMT等短期涨幅

较大、估值较高的板块和定向增

发机构配售股解禁的股票。

3月迎限售股解禁高峰

相较于2014年全年1315.53

亿股的限售股解禁而言，2015年

A股全年解禁限售股数量出现明

显增加，达到1910.39亿股。 限售

股 解 禁 市 值 从 2014 年 的

16155.22亿元增加到2015年的

25146.99亿元。从2015年全年来

看，3月份是限售股解禁的高峰，

达到4099.59亿元， 比2月份的

1398.24亿元增加了2701.35亿

元，环比增幅193.19%。

从主要板块3月份的减持规

模来看，上证主板A股解禁市值

为2649.71亿元， 排在2015年月

度解禁市值的第一位；深证主板

A股解禁市值为114.22亿元，排

在2015年月度解禁市值的第九

位； 中小企业板的解禁市值为

781.78亿元，为今年月度第二大

解禁高峰；创业板A股的解禁市

值为542.93亿元，排在2015年月

度解禁市值的第一位。 显然创业

板和上证主板在3月份的解禁压

力较大。 如果从解禁市值绝对数

量来看， 主板股票在3月份面临

的解禁压力尤为巨大。

从行业方面看，在28个申万

一级行业中，机械设备、汽车、电

子、计算机和医药生物行业的解

禁股票数量居前，分别为13只、8

只、7只、7只和6只。 从筹码供给

角度来看，这三个行业面临的解

禁压力相对较大。 与之相比，银

行、商业贸易、轻工制造等10个

行业的解禁股票仅有1只， 所面

临的解禁压力较小。

个股方面，11月有86只A股

限售股将解禁。 其中，中国交建、

北汽集团、北京银行、中国南车

和山东钢铁的解禁数量最高，超

过10亿股， 分别为103.09亿股、

36.17亿股、15.93亿股、13.62亿股

和10.93亿股。 与之相比，华谊嘉

信、梅泰诺、兔宝宝等6只股票的

解禁数量较小，不足1000万股。

适度规避三类股票

从减持压力看，按照相关规

定，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在本公司

年报公告前30日内不得转让解

除限售股份以及春节假期效应，

2月产业资本净减持额环比大幅

下降， 仅为1398.24亿元。 随着

2014年年报披露逐渐落幕，不少

有减持冲动的大小非将“弹药”

积蓄到3月份。 分析人士认为，进

入3月份， 上证主板中的股票、

TMT行业中涨幅较大股票和定

向增发解禁股这三类股票将面

临较大的减持压力。

首先，上证主板中的股票减

持压力较大。 此前，中小板和创

业板的解禁压力普遍较大，但值

得注意的是，步入3月份，主板股

票的减持压力陡然而增。 据

wind数据显示，2月份上证主板

的净减持额为186.58亿元，显著

高于创业板和中小板的55.83亿

元和56.58亿元的减持额。 由此

来看，考虑到经过前期的大幅上

涨， 主板股票的累计涨幅较大，

随后主板指数在2月份步入高位

震荡时，产业资本对上证主板股

票的减持意愿仍然较强。 分析人

士预计该板块3月份仍将承受较

大减持压力，预计该板块减持前

景同样不容乐观。

其次，TMT等行业内涨幅过

大的股票。 2015年以来，以传媒、

电子为代表的新兴产业板块表

现抢眼，中信计算机、传媒和通

信指数分别上涨48.32%、36.59%

和26.12%，涨幅在28个申万一级

行业中位居三甲。3月以来，TMT

板块更是出现加速上涨的行情。

此类品种短期涨幅过大，伴随着

估值和股价压力较大，继续向上

空间受限。 此时产业资本高位减

持的意愿较为强烈。

最后，定向增发解禁股。 统

计显示，3月份有39家公司定向

增发机构配售股份将解禁。 其中

北京银行、中国南车和山东钢铁

这三只股票的解禁股票数量超

过10亿股。 从以往经验看，参与

定向增发的机构，其配售股一旦

获得解禁，短期内减持冲动一般

都较强。 分析人士认为，对上述

几类解禁股票， 投资者在3月份

宜保持适度谨慎。

指标股下行 上证指数下跌

2.09%

近期A股市场冲高受阻，不

仅是创业板指在周五向下击穿了

2000点整数关口，而且上证指数

在近几个交易日也是持续低迷，

即便上周五有色金属股等持续上

涨，也难改上证指数疲软的态势，

一周下跌2.09%， 这似乎表明短

线A股市场进入到调整序列中。

这主要是因为指标股的不振

所为。尤其是银行股、保险股、券商

股等金融股，在近期基本上出现了

向下的运行趋势，银行股甚至有形

成新下降通道的趋势，例如工商银

行、中国银行等大市值银行股。 而

这又主要是因为新一轮的降息导

致了存贷差收敛，从而导致市场参

与者对银行股的未来业绩演变趋

势的担忧。 毕竟对于不少银行来

说，由于降息后的存款再次一浮到

底，导致五年期的贷款利率与存款

利率差不足0.5%。 在此背景下，银

行股的破位下行也有着内在的逻

辑。 而银行股又是A股的指标股、

权重股，所以，此类个股的下跌必

然会引导着指数，尤其是上证指数

的不振走势。

但个股行情却非常火爆，甚

至在周五创业板指大跌过程中，创

业板也有15家个股涨停，沪深两市

合计共有50家个股涨停。 这就显

示出当前A股市场的流动性依然

宽松，部分热钱并未理会指标股下

跌对指数的影响， 而是从流动性、

产业趋势的角度，继续深度挖掘心

仪的投资品种， 导致了指数下行，

个股行情火爆的背离格局。

货币宽松 有色金属指数上涨

1.67%

有色金属等资源类产品价格

对降息等政策的敏感度较高。 所

以， 随着全球央行的持续降息，使

得全球资本市场的流动性持续增

强，有色金属等资源品种价格上涨

的预期增强。 受此影响，A股市场

的热钱开始追捧有色金属股，有色

金属指数在近几个交易日随之上

涨，上周涨幅为1.67%。

由于有色金属指数的K线图

呈现出V型反转的态势。 所以，惯

性的力量将驱动着有色金属指数

进一步上涨。 更何况，移动互联网

渗透率的提升也在影响着有色金

属产业，部分有色金属上市公司积

极拥抱移动互联网，引进了有色金

属的互联网金融产品，盛屯矿业等

品种就是典范，这意味着传统的有

色金属资源行业有了移动互联网

的属性。 所以，有色金属股的短线

强势行情的确可以期待。

但是，毕竟目前整个有色金属

行业的供求关系未有实质性的变

化，反而有供过于求的态势。尤其是

作为全球制造业中心的我国正处在

经济下行的态势中， 房地产等对有

色金属需求较大的产业链正在萎

缩，所以，有色金属的市场需求尚未

有效复苏， 供过于求的格局可能会

有进一步深化。 据国际铜业研究小

组预计显示，2015年铜市将出现约

39万吨的结余，供需延续过剩将使

得市场对于后期铜市预期悲观。 在

铝、锡、铅、锌等有色金属行业和煤

炭等大宗商品行业也有类似特征。

所以，流动性过剩可能会形

成短暂的商品价格、相关上市公

司股价的支撑力度， 但难以持

续。 因此，在操作中，不建议投资

者加大对有色金属乃至整个商

品产业股的仓位投资力度。

获利盘抛压 电子支付指数下跌

2.06%

经过持续大幅上涨之后，获

利盘抛售压力有所增强，电子支付

类个股在近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

回落，卫士通等电子安全支付产业

股、腾邦国际等移动支付产业股出

现了高位回落的态势，从而使得电

子支付指数在上周下跌2.06%。

短线调整的压力仍然存在，

主要是因为两个因素， 一是整个

市场氛围的影响。 随着创业板指

在上周四拥抱了2000点之后，市

场关于电子支付等新兴产业股的

估值泡沫讨论不绝于耳。高估值、

泡沫的争论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

电子支付产业股的买盘力量的聚

集。 二是K线形态的头部特征的

确明显。因此，需要经过一段时间

的技术修正， 此类个股方才能够

重新聚集起做多的能量。

不过中期趋势来说， 电子支

付产业股的发展空间依然乐观。著

名的费雪方程式“MV=PY”揭示

了货币流通的规律，而随着信息技

术的突飞猛进和互联网体系的不

断延伸，传统的现金支付方式正在

悄然让出其主导地位，各种各样的

信用支付手段如雨后春笋般蓬勃

生长。人们越来越习惯使用一些非

现金支付，特别是电子支付手段来

完成交易，从而大大加快了货币流

通的速度，提升了交易效率。

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渗透率迅

速提升之后，网上银行和网上支付

的人群伴随着网络购物的快速增

长而不断攀升，我国互联网渗透逐

步加深的势头不可逆转，网络消费

供需面持续积极向好，这些都将推

动网上银行、网上支付等电子支付

方式应用人群在未来较长时间实

现较为稳健的增长。 因此，近期的

调整是电子支付产业长期上升趋

势的一个中场休息， 在操作中，建

议投资者可积极跟踪移动互联网

支付产业股、 电子支付安全产业

股，腾邦国际、梅泰诺、证通电子、

卫士通等个股积极关注。

投资规模可观 铁路基建指数上涨

1.22%

上周A股冲高受阻，但铁路

建设、铁路设备产业股则表现相

对强势，中铁二局等个股涨幅居

前，从而驱动着铁路基建指数上

涨1.22%。

这种强势行情可能会进一

步延续。 一方面是因为当前市场

热钱追捧的是主题投资，而国企

改革、央企改革无疑是重要的主

题投资。 更何况，中国南车、中国

北车的整合，说明了央企改革正

在向纵深发展。 反观当前A股市

场的铁路基建股， 中国中铁、中

国铁建是典型的央企概念股。 而

且，中国南车与中国北车的合并

对整个铁路基建产业是一个较

为重要的里程碑，从而提升铁路

基建产业的估值溢价水平。

另一方面则是稳增长驱动

着市场参与者提升对铁路建设

类上市公司未来的业绩成长预

期。 稳增长保就业历来是政府的

战略任务。 所以，当经济下行压

力有所增强之际，通过大规模的

基建项目来对冲经济下行压力，

进而达到稳增长保就业的战略

目标。 所以，业内人士对2015年

的铁路建设规模持有较为乐观

的看法。 而媒体也报道称，今年

中国将增加公共产品的有效投

资，铁路投资要保持在8000亿元

人民币以上，在建重大水利工程

投资规模亦超 8000亿元。 而

2014年的铁路投资目标是8000

亿元， 最终的投资规模则接近

9000亿元。 因此， 有理由推测，

2015年的最终投资规模会超过

原先预计的目标。

因此，整个铁路建设的产业

蛋糕仍然在持续膨胀，铁路建设

股、铁路设备股的业绩成长趋势

将较为乐观。 从以往经验来看，

一旦产业趋势乐观，那么，二级

市场股价走势就会反复活跃。 循

此思路，在操作中，建议投资者

可积极关注铁路建设股、铁路设

备股。 其中，两类个股尤其值得

关注。 一是业绩弹性大的品种，

主要包括小市值的特锐德、世纪

瑞尔、鼎汉技术、凯发电气等品

种。 二是订单饱满，业绩拐点再

一次强化业绩成长预期的品种，

中国铁建、中国中铁、中铁二局

等。

（金百临咨询 秦洪 执业证

书编号

A1210612020001

）

多空趋于平衡 面临方向选择

□西南证券 张刚 刘浩

本周有7家券商发表了对后

市的看法，2家看多，3家看平，2

家看空； 市场综合情绪指数为

50.0%， 较前一周回落5个百分

点， 表明市场看多情绪有所收

敛，多空趋于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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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改变了对

中线的态度：（1）多→空，新时

代证券对本周趋势由多翻空，对

中线由看多转为看平。（2）多→

平，民生证券对本周趋势由看多

转为看平， 对中线持看平不变。

（3）平→空，申万宏源证券对本

周趋势由看平转为看空，对中线

持看空不变。

总体上看，机构对大盘短线

走势存在一定分歧，新股密集发

行对二级市场资金分流的影响

成为掣肘大盘企稳反弹的最大

因素。 不过依然看多的机构认为

大盘的回调幅度将有限，震荡上

行的趋势依然存在。 对于中线，

多数机构仍然看好，仅有个别看

平或者看空。就上周创业板的大

跌，有的机构认为是小市值品种

调整的信号，有的则仍看好其中

线趋势。

多头西南证券预计新一轮

的新股发行将冻结3万亿元左右

的资金，对二级市场造成较大分

流压力。 但鉴于2月制造业PMI

回升，后续经济数据或继续释放

利好效应，而一系列改革措施将

促成潜在系统性利好，稳定持股

信心。 本周大盘将止跌回升，重

返3300点。

光大证券指出短线回调不

改上升趋势，其分析称市场对降

息的充分预期，使得降息本身并

未对大盘起到明显的正向激励

作用。 改革转型的有序推进，无

风险利率下行将进一步推动股

市估值的提升，因此市场震荡上

行趋势没有发生变化。新股申购

对资金面的影响将在3月16日之

后逐步消除，关注绩优、国企改

革和环保股。

太平洋证券和民生证券认

为短线大盘将以震荡整固为主。

前者表示，在宏观方面看好智能

制造、移动互联网、节能环保和

医疗健康领域； 在主题投资方

面，四大板块（西部大开发、东

北振兴、中部崛起和东部率先发

展）和三个支撑带（一带一路、

长江经济带和京津冀协同发

展） 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资金

追逐的新焦点。考虑到新兴产业

的未来发展，创业板中期走势并

不悲观。

民生证券分析认为蓝筹股

已经历较长时间调整，继续下跌

空间有限，但后市能否重新走强

还需要契机。市场重要支撑位在

3178-3200点一带，如果没有打

破将依然处于区间震荡格局。

看空本周趋势的新时代证

券认为大盘本周面临方向选

择，2月三大PMI同时回升表明

国内经济走势有望止跌趋稳。

技术上看， 大盘或再次陷入调

整格局，将考验20天、60天均线

支撑，预计走势较难言乐观。 同

样看空的申万宏源证券强调股

指将持续调整，转入抵抗性、防

御性走势， 新股发行对存量资

金分流压力巨大， 场外增量资

金介入的冲动也明显减弱，而

近期小市值品种的急跌或预示

短线市场内生性调整要求提

升，值得投资者重视。

3月份解禁市值行业分布图

3月解禁市值环比增长200%

3月迎解禁高峰 规避三类股票

□本报记者 徐伟平

据Wind资讯统计， 沪深两

市 3月份限售股解禁市值为

4099.59亿元，为全年最高峰。 比

2月份的 1398.24亿元增加了

2701.35 亿 元 ， 环 比 增 幅 超

200%。 从市场分布来看，分析人

士指出， 考虑到3月减持压力整

体较大，建议投资者适度规避上

证主板股票、TMT等短期涨幅

较大、估值较高的板块和定向增

发机构配售股解禁的股票。

3月迎限售股解禁高峰

相较于2014年全年1315.53

亿股的限售股解禁而言，2015年

A股全年解禁限售股数量出现明

显增加，达到1910.39亿股。 限售

股 解 禁 市 值 从 2014 年 的

16155.22亿元增加到2015年的

25146.99亿元。从2015年全年来

看，3月份是限售股解禁的高峰，

达到4099.59亿元， 比2月份的

1398.24亿元增加了2701.35亿

元，环比增幅193.19%。

从主要板块3月份的减持规

模来看，上证主板A股解禁市值

为2649.71亿元， 排在2015年月

度解禁市值的第一位；深证主板

A股解禁市值为114.22亿元，排

在2015年月度解禁市值的第九

位； 中小企业板的解禁市值为

781.78亿元，为今年月度第二大

解禁高峰；创业板A股的解禁市

值为542.93亿元，排在2015年月

度解禁市值的第一位。 显然创业

板和上证主板在3月份的解禁压

力较大。 如果从解禁市值绝对数

量来看， 主板股票在3月份面临

的解禁压力尤为巨大。

从行业方面看，在28个申万

一级行业中，机械设备、汽车、电

子、计算机和医药生物行业的解

禁股票数量居前，分别为13只、8

只、7只、7只和6只。 从筹码供给

角度来看，这三个行业面临的解

禁压力相对较大。 与之相比，银

行、商业贸易、轻工制造等10个

行业的解禁股票仅有1只， 所面

临的解禁压力较小。

个股方面，11月有86只A股

限售股将解禁。 其中，中国交建、

北汽集团、北京银行、中国南车

和山东钢铁的解禁数量最高，超

过10亿股， 分别为103.09亿股、

36.17亿股、15.93亿股、13.62亿股

和10.93亿股。 与之相比，华谊嘉

信、梅泰诺、兔宝宝等6只股票的

解禁数量较小，不足1000万股。

适度规避三类股票

从减持压力看，按照相关规

定，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在本公司

年报公告前30日内不得转让解

除限售股份以及春节假期效应，

2月产业资本净减持额环比大幅

下降， 仅为1398.24亿元。 随着

2014年年报披露逐渐落幕，不少

有减持冲动的大小非将“弹药”

积蓄到3月份。 分析人士认为，进

入3月份， 上证主板中的股票、

TMT行业中涨幅较大股票和定

向增发解禁股这三类股票将面

临较大的减持压力。

首先，上证主板中的股票减

持压力较大。 此前，中小板和创

业板的解禁压力普遍较大，但值

得注意的是，步入3月份，主板股

票的减持压力陡然而增。 据

wind数据显示，2月份上证主板

的净减持额为186.58亿元，显著

高于创业板和中小板的55.83亿

元和56.58亿元的减持额。 由此

来看，考虑到经过前期的大幅上

涨， 主板股票的累计涨幅较大，

随后主板指数在2月份步入高位

震荡时，产业资本对上证主板股

票的减持意愿仍然较强。 分析人

士预计该板块3月份仍将承受较

大减持压力，预计该板块减持前

景同样不容乐观。

其次，TMT等行业内涨幅过

大的股票。 2015年以来，以传媒、

电子为代表的新兴产业板块表

现抢眼，中信计算机、传媒和通

信指数分别上涨48.32%、36.59%

和26.12%，涨幅在28个申万一级

行业中位居三甲。3月以来，TMT

板块更是出现加速上涨的行情。

此类品种短期涨幅过大，伴随着

估值和股价压力较大，继续向上

空间受限。 此时产业资本高位减

持的意愿较为强烈。

最后，定向增发解禁股。 统

计显示，3月份有39家公司定向

增发机构配售股份将解禁。 其中

北京银行、中国南车和山东钢铁

这三只股票的解禁股票数量超

过10亿股。 从以往经验看，参与

定向增发的机构，其配售股一旦

获得解禁，短期内减持冲动一般

都较强。 分析人士认为，对上述

几类解禁股票， 投资者在3月份

宜保持适度谨慎。

指标股下行 上证指数下跌

2.09%

近期A股市场冲高受阻，不

仅是创业板指在周五向下击穿了

2000点整数关口，而且上证指数

在近几个交易日也是持续低迷，

即便上周五有色金属股等持续上

涨，也难改上证指数疲软的态势，

一周下跌2.09%， 这似乎表明短

线A股市场进入到调整序列中。

这主要是因为指标股的不振

所为。尤其是银行股、保险股、券商

股等金融股，在近期基本上出现了

向下的运行趋势，银行股甚至有形

成新下降通道的趋势，例如工商银

行、中国银行等大市值银行股。 而

这又主要是因为新一轮的降息导

致了存贷差收敛，从而导致市场参

与者对银行股的未来业绩演变趋

势的担忧。 毕竟对于不少银行来

说，由于降息后的存款再次一浮到

底，导致五年期的贷款利率与存款

利率差不足0.5%。 在此背景下，银

行股的破位下行也有着内在的逻

辑。 而银行股又是A股的指标股、

权重股，所以，此类个股的下跌必

然会引导着指数，尤其是上证指数

的不振走势。

但个股行情却非常火爆，甚

至在周五创业板指大跌过程中，创

业板也有15家个股涨停，沪深两市

合计共有50家个股涨停。 这就显

示出当前A股市场的流动性依然

宽松，部分热钱并未理会指标股下

跌对指数的影响， 而是从流动性、

产业趋势的角度，继续深度挖掘心

仪的投资品种， 导致了指数下行，

个股行情火爆的背离格局。

货币宽松 有色金属指数上涨

1.67%

有色金属等资源类产品价格

对降息等政策的敏感度较高。 所

以， 随着全球央行的持续降息，使

得全球资本市场的流动性持续增

强，有色金属等资源品种价格上涨

的预期增强。 受此影响，A股市场

的热钱开始追捧有色金属股，有色

金属指数在近几个交易日随之上

涨，上周涨幅为1.67%。

由于有色金属指数的K线图

呈现出V型反转的态势。 所以，惯

性的力量将驱动着有色金属指数

进一步上涨。 更何况，移动互联网

渗透率的提升也在影响着有色金

属产业，部分有色金属上市公司积

极拥抱移动互联网，引进了有色金

属的互联网金融产品，盛屯矿业等

品种就是典范，这意味着传统的有

色金属资源行业有了移动互联网

的属性。 所以，有色金属股的短线

强势行情的确可以期待。

但是，毕竟目前整个有色金属

行业的供求关系未有实质性的变

化，反而有供过于求的态势。尤其是

作为全球制造业中心的我国正处在

经济下行的态势中， 房地产等对有

色金属需求较大的产业链正在萎

缩，所以，有色金属的市场需求尚未

有效复苏， 供过于求的格局可能会

有进一步深化。 据国际铜业研究小

组预计显示，2015年铜市将出现约

39万吨的结余，供需延续过剩将使

得市场对于后期铜市预期悲观。 在

铝、锡、铅、锌等有色金属行业和煤

炭等大宗商品行业也有类似特征。

所以，流动性过剩可能会形

成短暂的商品价格、相关上市公

司股价的支撑力度， 但难以持

续。 因此，在操作中，不建议投资

者加大对有色金属乃至整个商

品产业股的仓位投资力度。

获利盘抛压 电子支付指数下跌

2.06%

经过持续大幅上涨之后，获

利盘抛售压力有所增强，电子支付

类个股在近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

回落，卫士通等电子安全支付产业

股、腾邦国际等移动支付产业股出

现了高位回落的态势，从而使得电

子支付指数在上周下跌2.06%。

短线调整的压力仍然存在，

主要是因为两个因素， 一是整个

市场氛围的影响。 随着创业板指

在上周四拥抱了2000点之后，市

场关于电子支付等新兴产业股的

估值泡沫讨论不绝于耳。高估值、

泡沫的争论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

电子支付产业股的买盘力量的聚

集。 二是K线形态的头部特征的

确明显。因此，需要经过一段时间

的技术修正， 此类个股方才能够

重新聚集起做多的能量。

不过中期趋势来说， 电子支

付产业股的发展空间依然乐观。著

名的费雪方程式“MV=PY”揭示

了货币流通的规律，而随着信息技

术的突飞猛进和互联网体系的不

断延伸，传统的现金支付方式正在

悄然让出其主导地位，各种各样的

信用支付手段如雨后春笋般蓬勃

生长。人们越来越习惯使用一些非

现金支付，特别是电子支付手段来

完成交易，从而大大加快了货币流

通的速度，提升了交易效率。

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渗透率迅

速提升之后，网上银行和网上支付

的人群伴随着网络购物的快速增

长而不断攀升，我国互联网渗透逐

步加深的势头不可逆转，网络消费

供需面持续积极向好，这些都将推

动网上银行、网上支付等电子支付

方式应用人群在未来较长时间实

现较为稳健的增长。 因此，近期的

调整是电子支付产业长期上升趋

势的一个中场休息， 在操作中，建

议投资者可积极跟踪移动互联网

支付产业股、 电子支付安全产业

股，腾邦国际、梅泰诺、证通电子、

卫士通等个股积极关注。

投资规模可观 铁路基建指数上涨

1.22%

上周A股冲高受阻，但铁路

建设、铁路设备产业股则表现相

对强势，中铁二局等个股涨幅居

前，从而驱动着铁路基建指数上

涨1.22%。

这种强势行情可能会进一

步延续。 一方面是因为当前市场

热钱追捧的是主题投资，而国企

改革、央企改革无疑是重要的主

题投资。 更何况，中国南车、中国

北车的整合，说明了央企改革正

在向纵深发展。 反观当前A股市

场的铁路基建股， 中国中铁、中

国铁建是典型的央企概念股。 而

且，中国南车与中国北车的合并

对整个铁路基建产业是一个较

为重要的里程碑，从而提升铁路

基建产业的估值溢价水平。

另一方面则是稳增长驱动

着市场参与者提升对铁路建设

类上市公司未来的业绩成长预

期。 稳增长保就业历来是政府的

战略任务。 所以，当经济下行压

力有所增强之际，通过大规模的

基建项目来对冲经济下行压力，

进而达到稳增长保就业的战略

目标。 所以，业内人士对2015年

的铁路建设规模持有较为乐观

的看法。 而媒体也报道称，今年

中国将增加公共产品的有效投

资，铁路投资要保持在8000亿元

人民币以上，在建重大水利工程

投资规模亦超 8000亿元。 而

2014年的铁路投资目标是8000

亿元， 最终的投资规模则接近

9000亿元。 因此， 有理由推测，

2015年的最终投资规模会超过

原先预计的目标。

因此，整个铁路建设的产业

蛋糕仍然在持续膨胀，铁路建设

股、铁路设备股的业绩成长趋势

将较为乐观。 从以往经验来看，

一旦产业趋势乐观，那么，二级

市场股价走势就会反复活跃。 循

此思路，在操作中，建议投资者

可积极关注铁路建设股、铁路设

备股。 其中，两类个股尤其值得

关注。 一是业绩弹性大的品种，

主要包括小市值的特锐德、世纪

瑞尔、鼎汉技术、凯发电气等品

种。 二是订单饱满，业绩拐点再

一次强化业绩成长预期的品种，

中国铁建、中国中铁、中铁二局

等。

（金百临咨询 秦洪 执业证

书编号

A1210612020001

）

多空趋于平衡 面临方向选择

□西南证券 张刚 刘浩

本周有7家券商发表了对后

市的看法，2家看多，3家看平，2

家看空； 市场综合情绪指数为

50.0%， 较前一周回落5个百分

点， 表明市场看多情绪有所收

敛，多空趋于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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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改变了对

中线的态度：（1）多→空，新时

代证券对本周趋势由多翻空，对

中线由看多转为看平。（2）多→

平，民生证券对本周趋势由看多

转为看平， 对中线持看平不变。

（3）平→空，申万宏源证券对本

周趋势由看平转为看空，对中线

持看空不变。

总体上看，机构对大盘短线

走势存在一定分歧，新股密集发

行对二级市场资金分流的影响

成为掣肘大盘企稳反弹的最大

因素。 不过依然看多的机构认为

大盘的回调幅度将有限，震荡上

行的趋势依然存在。 对于中线，

多数机构仍然看好，仅有个别看

平或者看空。就上周创业板的大

跌，有的机构认为是小市值品种

调整的信号，有的则仍看好其中

线趋势。

多头西南证券预计新一轮

的新股发行将冻结3万亿元左右

的资金，对二级市场造成较大分

流压力。 但鉴于2月制造业PMI

回升，后续经济数据或继续释放

利好效应，而一系列改革措施将

促成潜在系统性利好，稳定持股

信心。 本周大盘将止跌回升，重

返3300点。

光大证券指出短线回调不

改上升趋势，其分析称市场对降

息的充分预期，使得降息本身并

未对大盘起到明显的正向激励

作用。 改革转型的有序推进，无

风险利率下行将进一步推动股

市估值的提升，因此市场震荡上

行趋势没有发生变化。新股申购

对资金面的影响将在3月16日之

后逐步消除，关注绩优、国企改

革和环保股。

太平洋证券和民生证券认

为短线大盘将以震荡整固为主。

前者表示，在宏观方面看好智能

制造、移动互联网、节能环保和

医疗健康领域； 在主题投资方

面，四大板块（西部大开发、东

北振兴、中部崛起和东部率先发

展）和三个支撑带（一带一路、

长江经济带和京津冀协同发

展） 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资金

追逐的新焦点。考虑到新兴产业

的未来发展，创业板中期走势并

不悲观。

民生证券分析认为蓝筹股

已经历较长时间调整，继续下跌

空间有限，但后市能否重新走强

还需要契机。市场重要支撑位在

3178-3200点一带，如果没有打

破将依然处于区间震荡格局。

看空本周趋势的新时代证

券认为大盘本周面临方向选

择，2月三大PMI同时回升表明

国内经济走势有望止跌趋稳。

技术上看， 大盘或再次陷入调

整格局，将考验20天、60天均线

支撑，预计走势较难言乐观。 同

样看空的申万宏源证券强调股

指将持续调整，转入抵抗性、防

御性走势， 新股发行对存量资

金分流压力巨大， 场外增量资

金介入的冲动也明显减弱，而

近期小市值品种的急跌或预示

短线市场内生性调整要求提

升，值得投资者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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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1800.SH

中国交建

2015-3-11 1039750.001174723.54 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1238.SH

广汽集团

2015-3-30 361740.35 422171.99 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1169.SH

北京银行

2015-3-26 159250.23 1056019.14 0.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1766.SH

中国南车

2015-3-16 136210.37 1177900.00 0.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022.SH

山东钢铁

2015-3-19 109313.76 643629.58 0.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1872.SH

招商轮船

2015-3-9 94418.44 472092.18 0.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398.SH

海澜之家

2015-3-13 88461.54 153121.95 296153.85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705.SH

中航资本

2015-3-19 68775.79 217704.22 155565.62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068.SH

葛洲坝

2015-3-26 66111.73 414857.63 45620.11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307.SZ

慈星股份

2015-3-30 64529.17 80200.00 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563.SZ

森马服饰

2015-3-12 60000.00 67000.00 0.00

追加承诺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600157.SH

永泰能源

2015-3-6 52211.61 353511.91 507614.21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662.SZ

京威股份

2015-3-9 23850.00 38849.36 36150.64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0699.SH

均胜电子

2015-3-2 20632.48 44914.48 18700.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658.SZ

雪迪龙

2015-3-9 20000.00 27494.56 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663.SZ

普邦园林

2015-3-16 19200.00 45018.85 19351.75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296.SZ

利亚德

2015-3-16 18610.50 30198.04 2075.25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301.SZ

长方照明

2015-3-23 17606.31 26714.76 463.74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0581.SZ

威孚高科

2015-3-5 16928.70 84777.03 5.07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659.SZ

中泰桥梁

2015-3-9 16560.00 31100.00 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571.SZ

德力股份

2015-3-6 16440.00 37045.07 215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665.SZ

首航节能

2015-3-27 13860.00 26512.50 157.5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304.SZ

云意电气

2015-3-23 13600.00 20000.00 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298.SZ

三诺生物

2015-3-19 13543.65 19835.29 170.71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656.SZ

卡奴迪路

2015-3-2 13350.00 19493.75 506.25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303.SZ

聚飞光电

2015-3-19 12236.68 26508.73 1779.27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0673.SH

东阳光科

2015-3-31 12210.01 94471.24 485.45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664.SZ

信质电机

2015-3-16 12145.50 19059.56 941.44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466.SZ

天齐锂业

2015-3-13 11176.00 16504.30 9371.7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305.SZ

裕兴股份

2015-3-30 10800.00 14400.00 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0208.SH

新湖中宝

2015-3-9 10531.61 636300.23 177512.97

股权激励一般股份

300300.SZ

汉鼎股份

2015-3-19 10450.00 19027.37 112.63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299.SZ

富春通信

2015-3-19 10181.73 17539.93 550.07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217.SZ *ST

合泰

2015-3-31 10034.28 36330.03 71512.77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843.SH

上工申贝

2015-3-30 9970.28 30464.59 0.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558.SH

大西洋

2015-3-11 9888.69 36832.20 3061.34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519.SZ

银河电子

2015-3-6 9840.00 19553.18 8854.92

追加承诺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600056.SH

中国医药

2015-3-16 9774.49 98220.34 3031.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0823.SZ

超声电子

2015-3-30 9653.00 53687.29 9.31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660.SZ

茂硕电源

2015-3-16 9478.56 24964.59 276.21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297.SZ

蓝盾股份

2015-3-16 8294.76 19360.00 24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306.SZ

远方光电

2015-3-30 8292.04 12000.00 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0676.SH

交运股份

2015-3-2 8023.29 86237.39 0.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448.SH

华纺股份

2015-3-23 7959.37 39939.37 2297.04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487.SH

亨通光电

2015-3-6 7313.26 38375.64 3000.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114.SH

东睦股份

2015-3-13 6896.55 23498.25 14223.3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630.SZ

华西能源

2015-3-17 6840.00 36900.00 0.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447.SZ

壹桥海参

2015-3-10 6642.60 28604.10 18973.5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302.SZ

同有科技

2015-3-23 6368.26 10481.59 318.41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133.SZ

华策影视

2015-3-30 6260.45 49050.66 15634.17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661.SZ

克明面业

2015-3-16 6141.00 8276.75 313.25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3997.SH

继峰股份

2015-3-2 6000.00 6000.00 3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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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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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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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3-4 60.50 -9.86 1,738.50 105,179.25

601318.SH

中国平安

2015-3-4 60.50 -9.86 1,600.00 96,800.00

601318.SH

中国平安

2015-3-6 58.70 -9.91 1,600.00 93,920.00

000917.SZ

电广传媒

2015-3-2 18.88 -7.27 4,620.16 87,228.56

601318.SH

中国平安

2015-3-6 58.70 -9.91 1,383.50 81,211.45

601258.SH

庞大集团

2015-3-2 6.00 -9.91 11,600.00 69,600.00

601099.SH

太平洋

2015-3-5 11.03 -9.81 3,659.00 40,358.77

600267.SH

海正药业

2015-3-5 17.61 -10.02 1,213.27 21,365.60

600518.SH

康美药业

2015-3-3 21.84 -10.01 915.00 19,983.60

601318.SH

中国平安

2015-3-6 58.70 -9.91 330.00 19,371.00

002573.SZ

国电清新

2015-3-2 28.49 -9.98 641.00 18,262.09

002337.SZ

赛象科技

2015-3-4 35.37 -10.00 491.00 17,366.67

002163.SZ *ST

三鑫

2015-3-5 6.82 -5.01 2,400.00 16,368.00

600518.SH

康美药业

2015-3-4 20.96 -10.00 721.80 15,129.02

300170.SZ

汉得信息

2015-3-5 21.87 -10.00 663.48 14,510.29

002337.SZ

赛象科技

2015-3-4 35.37 -10.00 400.00 14,148.00

601727.SH

上海电气

2015-3-2 9.83 -2.77 1,380.00 13,565.40

600516.SH

方大炭素

2015-3-5 11.38 -0.87 1,080.00 12,290.40

601727.SH

上海电气

2015-3-4 10.24 -2.85 1,200.00 12,288.00

000725.SZ

京东方

A 2015-3-2 3.07 -2.85 4,000.00 12,280.00

000980.SZ

金马股份

2015-3-6 6.15 -8.62 1,939.00 11,924.85

300229.SZ

拓尔思

2015-3-4 35.20 0.03 330.00 11,616.00

601727.SH

上海电气

2015-3-2 9.83 -2.77 1,150.00 11,304.50

600039.SH

四川路桥

2015-3-2 5.41 -1.81 2,000.00 10,820.00

601727.SH

上海电气

2015-3-3 10.05 -2.80 1,070.00 10,753.50

600490.SH

鹏欣资源

2015-3-4 12.80 -6.36 803.00 10,278.40

300086.SZ

康芝药业

2015-3-5 17.00 1.67 600.00 10,200.00

600039.SH

四川路桥

2015-3-4 5.44 -3.20 1,850.00 10,064.00

000603.SZ

盛达矿业

2015-3-2 15.12 2.86 650.00 9,828.00

300212.SZ

易华录

2015-3-5 44.05 -9.99 220.00 9,691.00

300002.SZ

神州泰岳

2015-3-5 24.00 1.78 400.00 9,600.00

600186.SH

莲花味精

2015-3-2 4.79 -1.64 2,000.00 9,580.00

600186.SH

莲花味精

2015-3-2 4.79 -1.64 2,000.00 9,580.00

000725.SZ

京东方

A 2015-3-3 3.08 -3.14 3,000.00 9,240.00

601727.SH

上海电气

2015-3-4 10.24 -2.85 900.00 9,216.00

600479.SH

千金药业

2015-3-2 14.50 -7.64 590.00 8,555.00

601727.SH

上海电气

2015-3-3 10.05 -2.80 850.00 8,542.50

002642.SZ

荣之联

2015-3-2 51.71 0.00 159.00 8,221.89

000750.SZ

国海证券

2015-3-5 16.44 -1.97 500.00 8,220.00

000657.SZ

中钨高新

2015-3-4 16.34 -2.45 500.00 8,1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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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315.SZ

掌趣科技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875908.79 33.13 59.79

000876.SZ

新希望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593503.82 22.13 18.52

601216.SH

内蒙君正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740076.98 20.70 19.05

300251.SZ

光线传媒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654844.02 26.33 36.77

600711.SH

盛屯矿业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496092.86 21.03 52.94

300315.SZ

掌趣科技 换手率达

20% 373268.33 10.00 22.95

300315.SZ

掌趣科技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373268.33 10.00 22.95

300251.SZ

光线传媒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374476.21 10.00 19.58

002030.SZ

达安基因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387833.51 26.43 22.97

600704.SH

物产中大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486963.02 21.18 37.68

601258.SH

庞大集团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86497.80 20.80 14.74

000976.SZ

春晖股份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9885.54 33.13 42.90

000976.SZ

春晖股份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均换手率与前五个交易日的日均换手率的比值达到

30

倍且换手率累计达

20%

的证券

209885.54 33.13 42.90

300028.SZ

金亚科技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51345.10 27.85 56.91

300203.SZ

聚光科技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86720.42 10.02 6.49

002538.SZ

司尔特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350437.21 23.85 47.88

600711.SH

盛屯矿业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28853.86 10.03 23.61

002594.SZ

比亚迪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2815.84 10.00 5.38

002266.SZ

浙富控股 换手率达

20% 249174.13 9.38 24.22

600526.SH

菲达环保 换手率达

20% 349206.51 5.84 39.32

000413.SZ

东旭光电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93176.21 9.96 15.06

000410.SZ

沈阳机床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13844.08 10.01 15.83

000062.SZ

深圳华强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11467.11 25.19 12.40

300090.SZ

盛运股份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96394.00 9.99 13.35

000413.SZ

东旭光电 换手率达

20% 442325.42 8.07 20.13

603698.SH

航天工程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158331.04 21.00 58.16

002030.SZ

达安基因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124020.60 10.01 6.86

000066.SZ

长城电脑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124739.63 27.73 9.96

603698.SH

航天工程 换手率达

20% 89769.76 10.01 34.25

000876.SZ

新希望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75886.21 9.99 2.47

300315.SZ

掌趣科技 换手率达

20% 406420.97 -1.60 24.91

600682.SH

南京新百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97306.78 21.53 12.43

002505.SZ

大康牧业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409000.92 27.72 86.52

000762.SZ

西藏矿业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70314.39 10.03 9.66

000829.SZ

天音控股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114652.22 9.98 11.34

300251.SZ

光线传媒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133308.46 10.00 7.88

000066.SZ

长城电脑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101488.56 10.01 6.44

002022.SZ

科华生物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107326.10 9.99 9.81

600652.SH

爱使股份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161570.61 20.95 23.49

000976.SZ

春晖股份 换手率达

20% 136152.08 9.99 26.69

一周多空分析表格大宗交易表格


